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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4日讯 今天上
午， 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正
式公布， 长沙继续蝉联全国文明
城市。此外，我省同时获评全国文
明城市的还有常德市、岳阳市、株
洲市、湘潭市和韶山市。

湖南六城获评全国文明城市

三年一届的全国文明城市是
我国目前综合评价一个城市“五个
文明”建设水平的最高荣誉，是一
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集中
体现，是一个城市最有价值的无形
资产和最具竞争力的金字招牌。

今年8月以来，中央文明办根
据中央文明委2017年版《全国文
明城市测评体系》，按照城市自主
申报、省级择优推荐、中央部委审
核、 组织综合测评、 听取市民意
见、进行综合计分、媒体集中公示
等评选程序， 严谨规范组织第五
届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工作， 以实

地暗访考察、 入户问卷调查和
网上材料审核三种方式对166
个参评城市进行测评。

本次全国文明城市评选
中， 新增全国文明城市89个，
其中省会城市5个， 直辖市城
区4个，地级市30个，县级市和
县50个。湖南长沙市、常德市、
岳阳市和株洲市保留全国文
明城市荣誉称号， 除此以外，
还新增了湘潭市、韶山市两个
全国文明城市。

长沙投20亿实施专项整治

长沙再次当选全国文明城
市消息一出，网友纷纷留言祝贺。

“长沙这几年的变化是看
得到的，这份荣誉属于长沙，也
属于生活在长沙城的每一个
人。”网友“走近春天”说，行走
在长沙的大街小巷， 不但城市
变美了，人们的素质也提高了，

建设更高水准的全国文明城市，长
沙的努力有目共睹。

记者从长沙市文明办了解到，
过去的一年，长沙市已经投入近20
亿元用于基础设施改造、专项整治
等工作。全市启动六大问题专项整
治，对全市主次干道、商务楼宇、车
行道、 建筑立面等全面排查整改，
累计修复路面45000多平方米、修
复桥梁隧道70余处，桥梁亮化设施
亮灯率达到100%。

此外，长沙市还完成了绿化建
设面积6523公顷，长沙主城区新增
绿地面积412.8公顷， 新增公园绿
地283.4公顷， 城市中心区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达11.56平方米， 让市
民出门300米见绿。

“全国文明城市”不是一评定
终身的，不能一劳永逸。长沙市文
明办表示， 将出台相关管理意见，
加强对文明城市的动态管理。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李丹 任洁露

本报11月14日讯 “有了
这个大数据平台，各类民生资
金特别是扶贫资金的拨付、发
放和使用情况以及全省各行
政村的村务收支明细都一目
了然，若有异常信息，平台会
自动亮起红灯报警。” 今天上
午， 我省省市县三级“互联
网＋监督” 平台正式上线运
行，这是我省深化“雁过拔毛”
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的一项
创新举措。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陈向群，省委常委、省纪
委书记傅奎出席活动。

“村级财务”可查
个人扶贫资金亦可查

记者关注“三湘e监督”微
信公众号后，点击下方“互联
网＋监督”，即进入平台首页，
包含民生资金、 精准扶贫、村
级财务、政策文件等。其中在
“民生资金” 模块的到户资金
里， 输入姓名或身份证号码，
就能查到与本人相关的到户
资金；在“村级财务”模块可以
查询到省内任意一个行政村
的收支明细，且每项支出都附
有发票及使用说明；而在“精
准扶贫”模块，通过精准识别
和精准脱贫，可查询到全省各
区县贫困户的情况、 帮扶人
员、帮扶措施等信息。此外，还
设有投诉举报通道。

平台设外部公开
和内部监督两个门户

记者了解到，湖南省“互
联网+监督” 平台是在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下，
在省纪委的大力推进下，在省
直有关部门及市县各级的共
同配合下构建的监督平台，这
也是深化“雁过拔毛”式腐败
问题专项整治的一项创新举
措。平台前期注重民生资金领
域监督，后期逐步向行政审批
电子监察、公共资源交易等相
关领域拓展。目前，平台设置

外部公开和内部监督两个门
户，汇集民生资金项目、村级
财务收支、部门基础比对数据
等相关信息。平台外部门户则
围绕“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
去、干了什么事、效果怎么样、
有没有问题”这条主线，将各
类民生资金特别是扶贫资金
的拨付、发放和使用情况全面
公开，实现对每笔资金从上至
下、从部门到农户到个人到项
目的全程监督。群众可通过门
户网站、移动APP、微信公众
号、终端查询机等渠道访问。

“试运行期间，平台发现民
生领域各类问题线索达5万余
条， 为我们办案提供了线索。”
湖南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
任林彰良说， 平台通过大数据
自动碰撞对比、分析和预警，开
辟便捷的投诉举报和反馈渠
道，织密监督网络，及时发现问
题线索，实现快查快办，将有效
净化基层政治生态。

所有民生资金分配、
拨付、发放要全面公开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
向群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
当，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各项
任务落地落实。要按照“公开
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的要
求，对省级民生项目资金对应
的所有民生资金分配、 拨付、
发放情况， 做到一分不留、一
项不少的全面公开。要完善数
据采集长效机制，规范民生资
金数据和村级财务数据的录
入、管理等工作，确保采集及
时、准确、全面。要根据管理权
限和监管职责，做好平台投诉
举报和问题线索处置工作，及
时回应群众关切。 要加强对
“互联网+监督”平台的运行维
护、 数据安全和考核管理，做
好功能完善、运营推广和技术
保障等后续服务，切实把平台
建好、管好、用好。

■见习记者 杨洁规

本报11月14日讯 望城
湘江古镇群境内星罗棋布着
靖港、乔口等六大古镇，古镇
发展如何创新？如何孵化乡村
文创优质内容？ 今天上午，由
湖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长沙
市人民政府指导，长沙市旅游
局、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主
办的“2017年度锦绣潇湘
SMART文旅创客大赛暨乡
创峰会”在望城区举行。

此次盛会包括“文旅创
客大赛+乡创峰会+项目招商
落地”等形式，其中文创大赛
于9月启动，大赛以望城区范
围内的湘江古镇群为创作原
地， 面向全国征集了文旅创
客项目52个， 通过专家评审
和网络投票评选出的前十
名， 将获得奖金及落地政策

的扶持， 引导创客们在湘江
古镇群落地项目， 形成湖南
乡村文旅创客基地。

本次峰会以“锦绣潇湘
创意望城 ”为主题，邀请到近
二十位乡村行业领先者与实
践者， 针对文创激发乡村活
力、乡村旅游产品创新实践及
湘江古镇群乡创发展内容进
行深度探索。台湾文化创意产
业联盟协会荣誉理事长李永
萍、世界艺术小镇联盟中国委
员会副主席黄建成等国内文
创、旅游、媒体、艺术等相关行
业权威专家，立足湘江望城古
镇群现有特色自然与文化资
源优势，结合自身从业经验或
文创文旅发展研究，共同探讨
望城旅游未来发展方向。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杨园

本报11月14日讯 今日，长沙
市住建委发布关于《长沙市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变更、延期、停复工登
记及遗失补证管理办法》 的通知。
《通知》指出，停工一个月以上的工
程需要复工的，须持《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到原发证机关办理复工
登记手续。

《通知》指出，领取施工许可证
之日起3个月内， 因故不能开工的
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应在期满前，
向发证机关提交书面延期开工申
请书及相关证明材料。延期以两次
为限，每次不超过三个月。

建设单位领取施工许可证后，
既不开工又不申请延期或申请延
期超过次数、时限的，施工许可证
自行废止。 ■记者 卜岚

惩治“雁过拔毛”，我省亮出“新武器”
省市县三级“互联网＋监督”平台上线，村级财务明细、扶贫资金使用一查便知 可四种途径访问

本报11月14日讯 记者
从今天召开的洞庭湖生态环
境交通专项整治推进会获
悉， 省交通运输厅已确定洞
庭湖生态环境交通专项整治
工作目标， 并重点从危化品
水路运输、船舶污染物排放、
非法砂石码头三方面推出八
大措施加强整治。

洞庭湖生态环境交通专
项整治工作目标为： 船舶生
活污水直排水体的行为得到
有效控制； 配合住建等部门
完成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船舶
污染物收集点建设工作，实

现环洞庭湖三市一区范围内的
船舶垃圾上岸处置； 危化品水
路运输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得到
全面落实， 危化品泄漏事故得
到及时、有效处置，不发生任何
一起危化品水路运输泄漏重大
事故； 环洞庭湖区非法砂石码
头堆场全部清除、 复绿；“僵尸
船”得到整治。

根据部署， 即日起至2020
年底前， 我省将分阶段全面开
展环洞庭湖区非法砂石码头清
理整顿， 彻底规范环洞庭湖区
砂石码头。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杨红伟

湘潭、韶山荣膺“全国文明城市”
长沙常德岳阳株洲继续保留“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望城启动乡创峰会，支持乡创梦想
锦绣潇湘SMART文旅创客大赛开幕

长沙建筑工程施工出台办法
停工一月复工
须办复工登记

我省展开洞庭湖生态环境交通专项整治
非法砂石码头堆场全部复绿

湖南六城获评全国文明城市，韶山市新当选。这是青松翠竹掩映下的毛泽东铜像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