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暖暖的照着 ， 一缕炊烟飘

起，整个村庄在暮色中朦胧起来。 田

野里， 勤劳的山里汉子挥一挥锄头，

被翻过的土地散发出清新的味道；河

边，涣洗衣服的乡村女子，柔媚的姿

态和着欢快的笑声，飘在小村的上空

……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样子。

这是春天的紫峰村，位于湘乡市

中沙镇。全村总面积

4.5

平方公里，其

中山林面积

2300

亩， 耕地面积

978

亩 ，旱土面积

605

亩 ，水塘

95

口 ，河

堤

5

座，电排

4

处，全村

438

户，人口

1680

人，

11

个自然组。 从前的她，狭

窄的村间泥路坎坷难行，晴天尘土飞

扬，雨天泥泞不堪，危房随处可见，村

民们苦不堪言。 “穷还不是最可怕的，

可怕的是因为穷带来的浮躁。 打架斗

殴、盗窃时有发生。 ‘平安’、‘团结’这

些词压根跟我们没关系”。 村民们如

是说。

提到今天的紫峰村，不得不提左

国林，该村的村委会主任。 “没有他，

就没有紫峰的今天”。 村民告诉我们，

“他本在珠海开办公司，致富后，他没

有忘记家乡父老，义无反顾地回到家

乡，一心想为我们做点贡献 ，带领我

们走出贫困、共同致富奔小康”。

“要想富，先修路”，多年来，历任

父母官都盘算过修路的事，但都因为

资金匮乏等原因一拖再拖。

2008

年村

委换届选举时， 时年

62

岁的左国林

以高票当选村委主任。 一上任，左国

林便向乡亲们郑重承诺： 任职期内，

要创造一个平安紫峰，要实现“两通”

———人路通、水路通。

村上穷 ， 修路连启动资金也没

有。 左国林跑上跑下筹措资金，任劳

任怨。 他身先士卒，自筹资金

20

多万

元，组建工程队，购置大型修路修桥

机械设备。 这期间，他每天在喇叭上

给村民通报当天上劳动力的情况和

施工中发现的问题。 白天，他与群众

一道挥汗如雨，苦干实干；晚上，他与

修路领导小组成员及村干部开碰头

会部署安排第二天工作，风风火火忙

个不停。 一段时间下来，左国林的脸

和皮肤变得黑瘦黑瘦 ， 腿脚却跑肿

了，连袜子都脱不下来……

在左国林的带动下，村民们纷纷

慷慨解囊，七组村民集资

35

万元，争

先恐后参加义务劳动。 男女老少干得

热火朝天，修路的劳动力最多的一天

达

100

多人。

心齐志更坚，风好正扬帆。 三年

来，紫峰村铺压水泥路长达

1500

米，

修建小桥

5

座共计

670

米，修建全村

高标准水流渠道

6100

米， 修复河堤

325

米，修建河堤

4

座，耗资

27

万修

建山塘

38

口、渠道

350

米，高紫水库

的南北渠道

4000

米全部清淤， 解决

本村危房

48

户……

“两通”承诺兑现后，村民们过上

了好日子，民事纠纷逐年减少。 为了

让紫峰村成为平安村庄，左国林组织

村民开办法律知识宣传栏，开展思想

座谈会，普及法律知识；平时谁家拌

嘴吵架的小纠纷， 他都会上门调解，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纠纷消除在

萌芽状态……现在的紫峰村， 人和、

家和、邻里和。

谈起村民们对左国林的赞誉，他

憨厚的笑笑，说：“这没什么，今天村

里取得的一点成绩，是和村民的努力

与配合分不开的。 只要我们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紫峰村一定会越来

越好”！

站在春天的田野边，左国林雄心

勃勃：“现在实现‘两通’让村民生活

有了基本保障。 以后还要从治理环境

卫生、 倡导尊老爱幼等方面入手，引

导村民团结和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贡献我们的力量”！

大

山

深

处

的

好

村

官

—

—

—

访

紫

峰

村

村

委

会

主

任

、

“

平

安

村

官

”

左

国

林

毛

辉

熊

立

兴

湘乡市中沙镇紫峰村村委会主任左国林

话

说

平

安

金侨，已走过

20

个春秋。

20

年探

索，

20

年耕耘，

20

年奋进，

20

年创新，

金侨紧跟时代的步伐， 一步步一履履

发展壮大。金侨的发展史，是一部金侨

人不畏艰难、自强不息、团结拼搏、开

拓创新的奋斗史。

金侨集团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核准成立的湘潭市首家无行政

区划的民营企业集团， 以房产开发、

建设 、教育为核心产业 ，集房地产设

计、开发、建筑 、销售 、物业管理等地

产事业为一体，拥有国家一级房地产

开发资质、国家一级建筑总承包资质

和国家一级物业管理资质，连续获得

湖南省诚信企业 、国家和省 “重合同

守信用单位 ”等多项荣誉称号 ，其开

发建设楼盘也多次获得省、 市荣誉。

2007

年

5

月，集团成为湖南软件职业

学院投资举办方。 为响应省委提出的

“以长潭西线为主轴打造湖南高科技

及教育硅谷 ”的号召 ，学院从长沙迁

址湘潭九华经济区， 于

2008

年

8

月

完成

10

万平方米的新校区首期建

设。 一所融软件设计、计算机网络技

术、图形图像制作等

34

个专业、可容

纳

2

万名学生就读的新型高校，巳雄

峙于文脉渊博的古城湘潭。

金侨集团自

1993

年进入房地产

领域以来，倾力打造高品质的产品，制

造精品楼盘， 先后开发建设金侨世纪

城、湖南报业文化城、金侨城、台湾名

品城、梅溪湖保障性住宅小区。

1

、打造低碳房产

,

提升

人文居住环境

金侨世纪城， 由金侨世纪苑、金

侨世纪大厦、金侨中央花园、金侨书香

庭苑、 金侨中央广场等相互独立而又

紧密相连的六大组团构成， 总建筑面

积

200

多 万 平 方 米 ， 总 住 户 数 约

13000

余户，常住人口约

4.5

万人。 金

侨城位于长株潭三区融城核心地段湘

潭九华示范区， 项目采用多项低碳节

能技术，占地面积

500

余亩，总建筑面

积约

90

万平米，分

3

期开发。 是湖南

首个大型教育地产项目， 也是湘潭市

政府重点扶持的低碳项目。

2

、打造文化地产，促进

社会事业大发展

湖南报业文化城位于长沙市望城

县， 由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和金侨集团

合作开发建设，是实现省委、省政府提

出的“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强省”

战略目标而实施的重点项目之一，被

省委、省政府列入湖南“十一五”重点

项目和全省四大文化产业项目之一，

总占地面积

1440

亩，规划总建筑面积

120

万平方米。

3

、打造商业地产，构建

台湾名品城

台湾名品城位于湘潭中央广场，

为华中地区首个台湾名品城。 建筑面

积

4

万平方米， 已引进上百家台湾品

牌，有美食与精品、休闲娱乐、金融服

务、建材卫浴等

4

大类商业。

2010

年

9

月

29

日上午，“情牵海峡， 携手共赢”

金侨集团与中华连锁经营协会 “台湾

名品城” 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在湖南湘

潭金侨大厦举行。 作为湘潭本土企业

与台湾企业的首次联手合作， 湘潭台

湾名品城的诞生将是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一笔， 也将开启两岸经贸合作的崭

新篇章，对加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

推动两岸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支持保障性住房，关

注民生

用独特、执着、传奇来形容金侨集

团创始人、 现任董事长兼总裁任玉奇

似乎还不够， 确切地说他是一个有着

梦想的企业家，人都有梦想，关键是你

怎么去实现它， 任玉奇就是一个有着

梦想并坚定去寻梦的人。 可是作为一

个商人， 他的梦想不在于追逐更多的

利润， 对于他所理解企业的发展必须

依赖于社会，企业的财富取之于社会，

企业回报社会， 得到社会的支持才具

有长久的生命力， 这种生生不息的循

环成就了他的事业。 而他的梦想却是

让广大农民百姓过上真正幸福的生

活， 在普通人看来这似乎仅止于一个

伟大的口号， 是一个抽象并且遥不可

及的事情，可他却是实实在在去做了。

任玉奇作为第十届、 第十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不畏艰苦深入湖南

14

个地州市、西北、华北地区

200

多

个县、乡、村进行调研，撰写了大量的

议案和建议，他率先提出《关于取消农

业税》的议案，为国家废止农业税条例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他

4

次领衔提出

《关于修改义务教育法》的议案，为全

国人大修订并颁布新的《义务教育法》

提供了依据。他所提交的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议案，被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议案范本推介，

多次参加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对

“新义务教育法”及农业委员会对“保

护基本农田和粮食安全的议案” 的审

议会议。 任玉奇作为呼吁取消农业税

第一人，被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

评为建国

60

年

60

人之一。

5

、牢记社会责任，积极

投身公益事业

任玉奇还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

责任感的领军者， 从深层次来说，是

他引领并代表了金侨的独特文化，金

侨亦成为他承载并通往实现梦想的

“金桥”。 历年来，金侨在发展壮大的

同时并没有忘记回报社会，先后投资

2000

多万元建设了金侨医院，解决湘

潭当地农民就医难问题 ；

为扶孤助残、 修建农村公

路，捐资逾百万元；为慰问

西北广大农村贫困家庭 ，

为了农村孩子能够读上

书， 金侨积极出资数百万

元； 为支持当地文体事业

发展， 出资

300

万元冠名

湘潭市体育中心； 为捐资

赞助湖南教育基金会 ，投

资近

5

亿建设湖南软件职

业学院， 建立湖南软件职

业学院爱心基地 ；

2008

年

1

月，湖南遭遇

50

年一遇

的冰雪灾害 ， 金侨捐资

100

万 元 抗 冰 赈 灾 ，

5

月

12

日 ，汶川大地震 ，金侨

捐资

50

万抗震救灾；

2010

年， 金侨捐赠

300

万元，赞

助在湘潭举行的第

11

届省

运会。 据不完全统计，金侨

累计投资或捐助公益事业

超过

6

亿元，为社会的公益

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6

、开拓进取，再

创事业新辉煌

历经

20

年扎根湘潭发

展的金侨集团，已通过长期

的实践和钻研，以严格的高要求高标

准 ，以创新的设计理念 ，以重新塑造

城市居住新价值新形象为使命。在湘

潭 ，在九华 ，在融城核心 ，在这样一

个人杰地灵、 钟灵敏秀的人文重地，

湘潭房地产界领军品牌金侨集团传

承伟人故乡的荣耀，力求在繁忙都市

中打造独一无二的绿色 、低碳 、宜居

新家园。

目前的金侨集团已进入快速、稳

健发展的快车道，确立以知识、人才和

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 金侨人将发挥

金侨的优良传统，以只争朝夕的姿态，

团结奋进、开拓创新，去实现金侨一个

又一个宏伟目标， 使企业尽快成为管

理先进、运行健康、资产雄厚、可持续

发展的大型企业， 为湘潭城市化建设

作出新的贡献。

来稿信箱：

pinganhunan@163.com

联系电话：

0731-84168358

金侨集团与中华两岸连锁经营协会“台湾名品城”项目合作签约仪式现场。 刘麟 杨英摄

———金侨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巡礼

构筑平安美丽家园

毛辉 熊立兴 刘明

在湖南省争创平安乡镇的

活动中，邵东县牛马司镇注重人

民调解工作，受到上级领导及人

民群众的一致好评，综治工作排

名名次大幅提升，群众满意度也

明显提高。

牛马司镇靠近邵东县城，辖

31

个行政村和

1

个居委会 ，总

人口

5.6

万人， 这里交通便利，

经济活跃，社情十分复杂，遗留

问题和难点问题较多 。 该镇在

2009

年市、县二级年度综治考评

中排名不理想，被市、县综治委

定为重点管理单位。 痛定思痛，

该镇党委、政府按照市、县综治

委的工作要求，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认真反思，吸取教训。

2010

年， 该镇把综治工作

放在党委、 政府压倒一切工作

的重要位置。 年初召开了各村

支书、主任、治调主任和综治成

员单位参加的综治工作动员会

议， 对前段工作进行总结和反

思，明确了工作的目标和任务 。

与

31

个行政村 ，

1

个居委会和

8

个企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签订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目标管理责任书 ， 任务落实到

单位，责任明确到人，实行党政

“一把手”负责制。

该镇以平安创建为契机，以

党支部为核心，建立起全面覆盖

全镇各个角落的多层次、多方位

的综治维稳工作网络。 把问题和

矛盾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通

过一个案子、一名领导、一个方

案 、一个班子 、一抓到底 “五个

一”工作机制，使老大难问题及

时得到化解。 全年接访

252

起，

做到件件有答复，一年当中共排

查矛盾

212

起， 化解

205

起，做

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在社会治安防控方面，重点

地段和部位安装了

50

多个电子

摄像头，成立了由机关干部和派

出所干警参加的治安巡逻队，并

组建义务巡防队伍。 通过加大防

治力度，各类犯罪发案率明显减

少。截止到

2010

年底，共刑拘

21

人，逮捕

26

人 ，劳教

1

人 ，治安

拘留

58

人 ， 抓获吸毒人员

53

人，其中强戒

389

人，社戒

3

人，

治安拘留

8

人， 抓获贩毒人员

4

人，确保了人民群众人生财产安

全，有效地震慑犯罪。

镇政府充分利用宣传车、宣

传栏、报刊媒体等多种方式对综

治工作广泛深入宣传。 积极发动

全体机关干部和各事业单位职

工，入户发放便民联系卡 ，听取

群众意见，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

问题，提高群众满意度。

2010

年，通过全镇上下齐心

协力，扎实整改，政法综治工作在

各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人民

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市、县综合

排名名次大幅提升， 有力促进了

牛马司镇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稳定。 （陈海鹰 赵建新）

近年来，洞口县委政法委高

度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全县政法综合部门紧紧围绕“平

安洞口”建设，深入推进社会矛

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

洁执法和严打整治工作，通过开

展 “打击两抢一盗”、“打击黑恶

势力”、“打击黄赌毒” 等一系列

严打专项整治行动，着力提高了

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取

得了显著成效。

2010

年初，洞口县委政法委

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狠抓综

治责任制的落实，全面推进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各乡镇（管理区）县直副局

级以上单位党政一把手与县委

书记、县长签订了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责任状。 各乡镇（管理区）将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状签到

各村（社区）和辖区内保单位，建

立了“领导定点，干部（警）联户”

责任制。

认真抓好政法队伍建设，集

中教育整顿，扎实开展公正廉洁

执法工作， 夯实基层基础建设，

加强社会管理，同时加大宣传力

度，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推行干部提拔评先评优与

综治、维稳、执法廉洁的工作实

绩挂钩 （采取发动群众举报、邀

请代表评议等方式查找干警在

执法办案、工作作风上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评选表彰了

10

名“群

众满意政法干警”，通报批评了

8

名“群众不满意干警”，处分了

29

名违纪干警，其中

2

名干警被清

除出政法队伍，

12

名干警受到党

纪政纪处分，

17

名干警被诫勉谈

话）。 推进平安建设的长效化，严

打整治经常化 、 治安防控网络

化，宣传工作多样化，政法队伍

整顿常态化。

抓好重点矛盾、重点问题的

排查化解，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化解在萌芽状态。 全县今年以来

没有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没有

发生一起民转刑案件 ， 越级上

访，重复上访，明显减少。

该县按照平安创建实施方

案，积极探索建立全方位，多层次

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并建立长效

机制，最终达到全民参与，标本兼

治的目的，通过创建平安县、乡、

村的工作，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

促进各项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和人民群众。 （陈海鹰 赵建新）

）））））））））））））））））））））））））））））））））））））））））））））））））））））））））））））））））））））））））））））））））））））））））））））））））））））））））））））

全力打造平安乡镇

领导定点 干警联户

———洞口县委政法委探索社会管理新路

组里新修的水泥路

湖南软件职业学院新校区建成开学典礼

平安聚焦

———记邵东县牛马司镇人民政府

平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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