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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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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阙奇涵 楚思

碧水、垂柳、繁花、绿草……仲秋时
节， 韶山见不到黄叶飘零， 满眼山青水
绿，如春天一般。难怪湘潭市委书记陈三
新向我们推介： 城乡环境整治赢得春常
在，韶山经验值得一书。

启动问责机制
9月20日，星期四。晚上7时正，3000

名戴着“文明卫生劝导员”红色袖章的机
关干部等，出现在市区、景区和乡镇的繁
华地段，或拾捡树叶、弃物，或向过往行
人进行文明劝导，一直忙碌到20时30分。
自今年初春至今， 这些人在每周这天的
同一时段干着同一件事。

作为湘潭 “城乡环境同治示范县
（市）”，韶山自今年3月揭开“城乡环境整
治”帷幕，把建立长效机制当作首选：按
照属地责任原则， 各单位各部门须按省
爱卫会出台的标准做好环境卫生综合治

理， 将综合治理情况纳入年度绩效考核
内容。 由市爱卫会进行定期检查和随机
抽查。 如存在问题在限期内整改不到位
者，由市纪委启动问责机制。

在这一机制的激励下， 机关干部走
出机关参战； 全市77支清扫队、264名保
洁员在各自的地段为同一目标努力；各
单位各部门纷纷拿出了新招绝活。 至今
没有一个单位被问责， 综治结果高出省
颁标准。

增加财政投入
建设“清洁韶山”，增加投入，成了关

键。
在该市“爱卫办”出示的一份投入清

单中， 有一个数据十分抢眼： 自去年以
来， 市本级用于环境治理的经费达到
7389万元。加上各乡镇财政投一点、村集

体筹一点、企业大户捐一点，总投入不下
1个亿。 韶山是个只有10万人口的小市，
按人头分摊，绝对在我省排得进前列。

有了这笔投入， 清溪镇清溪村环境
整治项目，韶山乡、杨林乡与如意镇16个
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项目全部实施，并
达到预定目标： 饮用水水源地得到了有
效保护、农村生活污染得到了有效治理、
农村禽畜养殖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

有了这笔投入，农村厕所改造，城区
绿化、亮化、洁化等得以推开。治污设施
得以添置。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共添
置垃圾桶7358个， 新建垃圾池809个、焚
烧池6410个、化粪池3090个、沼气池344
个。并添置了洒水车、清扫车等设施。

化解农村难题
农村面积大，农户居住散，治理农村

环境难度大。
卫生局、教育局等9个部门既各司其

职，又联手相帮，形成齐抓共管的格局。
他们用创新之策将农厕改造、 垃圾清理
等老大难问题一一化解。

农村垃圾多而杂，处理难度高。他们
创新性地施展“分类减量，分散处理”之
策，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顽症”。对可回
收的如塑料类、纸质类、玻璃类、金属类
垃圾，由专门成立的6个废品回收站进行
定片定时回收。对餐厨类、建筑材料类、
杂草类等不可回收垃圾， 采取填埋、沤
肥、焚烧之策。

本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阳丽萍 刘洪

“我这个店是普利司通轮胎
厂的形象店，TTS级的。”9月4日，
刚给客户送完轮胎的卡车轮胎专
卖店店主、 沅江市三眼塘镇三眼
塘村村民黎清波告诉记者， 他的
轮胎都是供载重30至60吨的货运
卡车用的，平均2500元左右一条。
这天下午，他已卖出8条。他开这
个轮胎品牌专卖店已有10年了。

黎清波开店10年，也是三眼塘
村汽车运输业快速发展的10年。

说起三眼塘村的汽车运输
业，不能不提杨建军。今年50岁的
杨建军，在1992年当选为村支书，
当时人均只有0.9亩田的三眼塘
村， 人均年纯收入不足600元，村
级固定资产不足万元， 却负债1.8
万元。 杨建军上任后， 抓班子建
设，搞竹席加工，种小水果……村
民生活有所改善，但发展不快。杨
建军琢磨着找一个更好的致富门
路。一天，他在新扩建的沅益一级
公路边溜达，猛然一看，自己的村
庄就在一条宽敞的公路旁。 这不
是得天独厚的优势吗？对，就搞运

输。 当时村里运输户只有3户，杨
建军便带着村干部挨家摸底，动
员一些有实力的村民跑运输。但
一些村民怕担风险，不敢搞。杨建
军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 费尽口
舌 ，借钱 、贷款 ，一年筹资300万
元。2002至2003年间，全村共买了
31辆客、货运输车。

车轮滚滚向前。 三眼塘村的
车奔向全国各地。10年间，运输业
的发展使三眼塘村彻底变了样。
现在，全村已拥有大型客、货运车
辆89辆，并建了汽车修理厂、物流
信息部等16家企业，从业人员500
多人，占全村总人口近20%。去年，
全村运输业收入达到1.83亿元，今
年有望突破2亿元。

去年， 三眼塘村人均纯收入
已过2万元，被评为省新农村建设
示范村，杨建军也被评为省劳模。

记者感悟：
三眼塘村变富， 首先是有一

个好的带头人， 其次是抓住了发
展机遇。过去10年，是我国经济大
发展的10年， 也是道路等基础设
施大改善的10年。抓住机遇，乘势
而上，财富才会源源而来。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杨英涛 龚卫国 彭
璇）9月26日至28日， 来自美国的
飞虎队老队员、驼峰空运老战士、
中印缅战区老战士及其亲属28
人，来到和平名城芷江，参加2012
飞虎驼峰空运起运70周年纪念与
怀旧活动。

一踏上这片战斗过的土地，
白发苍苍的老飞虎队队员百感交
集。 他们一行先来到芷江飞虎队
纪念馆， 在陈纳德将军雕像前庄
严肃立，并敬军礼。在刻着数千牺
牲在中国抗战战场的飞虎队员名
字的英烈墙前，他们颤抖着双手，
为自己的战友献上花篮。

本报10月10日讯 （通讯员 李焱华
杨志芳 记者 张斌）近日，泸溪县人民法
院法官来到武溪镇杨斌庄 “麻风村”，办
理覃某与张某的离婚案。通过细致调解，
当事双方接受了调解协议。 覃某说：“我
行动不便，县法院的法官到村里开庭，给

我带来了方便。协调的结果，我满意！”
泸溪县法院不断创新工作模式，开

设了“苗语法庭” “假日法庭”等特色工
作，满足群众司法需求。 今年以来该院
开庭审理案件358次，无一例超审限，无
一例上访，无一例当事人投诉。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匡玉 通讯
员 夏建军 胡同云）金秋时节，衡山县福
田铺乡泉塘村新落成的村部大楼里，10多
名党员干部正在远程教室里听党课。县委
组织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像泉塘这样“较
差” 的村不到一年就建成了村部大楼，是
党建“四村联建”的成果。

据了解，衡山县抓住今年开展“基层

组织建设年”活动的契机，在长江镇等6个
乡镇39个村，按照“党委领导，双方自愿，
优势互补”的原则，开展“四村联建”。即遵
循 “地域相连 ，民俗相同 ”，从 “好 ”、“较
好”、“一般”、“较差”4类村中，选取4至6个
村建立联合党总支。通过组织联建、党员
联管、活动联搞、产业联兴，实现结对帮
扶，互促共进。

飞虎队老队员芷江怀旧

车轮滚滚向前奔

衡山县开展党建“四村联建”

泸溪县法院司法便民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黄纯芳 ）
连日来， 长沙市芙蓉区火星街道曾家
坪社区锦绣中星小区门口人头攒动 ，
社区工作人员骑自行车上门服务 ，现

场协调处理该小区业主与物业之间的
矛盾 。 该社区主任曾治国表示 ， 有困
难 ，只要打电话 ，社区工作人员3分钟
就能赶到。

长沙市曾家坪社区上门解纠纷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十年变迁看基层

10月10日， 正在参加新丝路湖南模特大赛的美女们来到省肿瘤医院当义工，
为即将做手术的癌症患者送去温暖和鼓励。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