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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卫生县城， 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民过
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岳阳县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问题着手，以建设美丽幸福岳阳县为目标，
以打造生态滨水宜居新城为载体， 强力推进国家卫
生县城创建活动。

突出扩容提质，建设活力县城。 近年来，该县共
投入 7亿多元，强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县城
形象大变样、品位大提升。 一是实施县城北拓工程。

积极对接岳阳市区南延战略，2012 年启动总投资
15 亿元的荣湾湖综合整治工程，努力打造集城市公
园、水上公园、森林公园于一体面积达 7 平方公里的
新城区，目前已完成投资 3 亿元。 实施浔阳花园、怡
和花园、天成花园、鹏瑞珑庭、五星级酒店等 15 个拓
城项目。二是实施旧城提质工程。兴建县城休闲娱乐
广场，实施原特力商城 6万平方米旧城和田、富安商
业广场、巴陵春天商住楼等重点项目 4 个，升级改造
城区中心市场等农贸市场 6个，铺设人行道板 22 万
平方米，高标准新建、改造压缩式垃圾站 12 座、公厕
31座。投入 1.8亿元，新建了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和县
城污水处理厂， 实施天然气通户工程， 用户达到
9000余户。通过 3年努力，县城面貌焕然一新，县城
形象明显改善， 全县群众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显著提
升。国家林业局的领导来到该县进行林地核查 10多
天，临走时感叹：我们到了不少县城，想不到岳阳县
城这么整洁，这么干净。浙江在岳阳县挂职的一名副
县长两年后回到该县城时， 感慨地说：“这是岳阳县
城呀？如果不是看到了万福来宾馆，我还以为是在岳
阳市区哩。 ”

突出功能提升，建设美丽县城。该县实施了“净、
绿、亮、美、畅”五大工程。全面推行“门前三包”，创新
垃圾收集模式，做到城区垃圾日产日清，街道降尘每
日“两洒一洗”，主要街道路面垃圾滞留时间不超过

5 分钟；开展“园林化单位”、“花园式小区”等评比活
动，开展“万人植万棵树”活动，城区人均绿地面积
6.23 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31.6%；实施道路、
广场、绿化带和临街建筑亮化工程，新增设景观灯 1
万多盏，实现道路亮、楼体亮、牌匾亮、门面亮、橱窗
亮、广告亮，营造了优美的县城夜晚景观；开展了临
街建设“新包旧”、“拆围见绿”、街景整治、广告整治
等行动，取缔店铺、马路市场 12个，整体搬迁了木材
交易市场，清理破旧广告牌、灯箱 1100 个，统一招
牌 3600 个，实行市场化运作，解决了“牛皮癣”治理
的老大难问题；改造、新建城区道路 15 条，改造背街
小巷 18条，新建了公共汽车站，取缔了 1114台营运
三轮摩托车，新上城市公交车和出租车，开通公交线
路 6条。规划公共停车位 650个，新增公共停车场 8
个。 烈日下，岳阳县的一线环卫工人李振龙，穿着橙
色马甲， 正蹲在树荫半遮半漏的垃圾桶边奋力地擦
洗着，几十里长的路线中，有 122 只垃圾桶，李振龙
每天要挨个帮它们“洗澡”， 像李振龙这样的环卫工
人还有很多， 他们每天保洁 18 小时，300 多名一线
环卫工人， 今年夏天就有 20多个中暑， 他们常说：
“苦点累点没关系，县城干净了我们心里也舒坦。 ”

突出长效管理，建设幸福县城。持续开展市政秩
序、交通秩序、市场秩序、治安秩序、“五小门店”等
“五大整治”行动，实施食品卫生、传染病防治、病媒
生物防制、城中村及城乡结合部卫生等“五大攻坚”，
推动城市管理水平上台阶。 开展“百日攻坚”、“蓝剑
行动”、“禁赌风暴”、“破案会战”等专项整治，严厉打
击涉黄、涉赌、涉毒违法和侵财类犯罪行为，社会治
安持续好转，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明显提升。建立目
标管理、经费投入、沟通协调、督导巡查、社会监督、
城乡联动、考评奖惩等七大机制，巩固创卫成果。 坚
持依法行政、以人为本、让利于民，全面推进和谐创
建，全县没有发生一起暴力抗法、上网炒作、非正常
上访等现象，群众满意度达 98%。坚持国家卫生县城
和全国文明县城两城同创， 同步推进， 先后开展了
“文明服务、诚信经营”示范创建活动、道德模范评选
活动、“文明餐桌”行动和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人民
群众的诚信意识、文明素养得到明显提升。

目前， 岳阳县创国卫九项创建指标已经全面完
成， 全县干部群众正意气风发迎接国家爱卫办专家
组暗访验收。岳阳县正以更坚定的态度、更创新的举
措、更务实的作风强力攻坚，全力冲刺。我们相信，不
久的将来，一个“天蓝、地绿、水清、路畅、城美、人旺、
业兴”的美丽幸福岳阳县将呈现在我们面前。

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是践行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 2009 年以来，岳阳县委、县政

府始终把卫生县城、文明县城创建作为推动发展、构建和谐、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自豪感、归属感的重要抓手，团

结带领全县人民广泛、深入、持久地推进创建工作。 经过近 5 年努力，历经三任县委书记、两任县长，县城面貌焕然

一新，市民文明素养显著提高，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1 年 3 月，该县被评为“湖南省文明县城”、“省级卫生

县城”；2012 年，在创建全国文明县城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中荣获全省第二名；2013 年上半年，荣获全省县域

经济发展先进县称号，并在全市农村环境整治、县城“五创”提质工作评比中获得两项第一名。

岳阳县地处洞庭湖畔， 全县面积
2809.83 平方公里， 人口 72.21 万，县
城规划区 49.77 平方公里， 建成区
11.3 平方公里， 城区常住人口 8.81
万。 1983 年底市县分家，岳阳县治从
市区南迁至京广铁路边上一个叫荣家
湾的小镇，半条破街，三盏路灯，加之
所有工业企业留在市区，县委、县政府
只有市里安排的 20 万元资金白手起
家，条件十分落后，“光灰城，夜不明，
没水喝，尽单身”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步入新世纪来，“脏、乱、差”问题成了
制约县城发展的“硬伤”。由于环境差，
外地客商引不进，人流、物流、资金流、
信息流不旺， 人民群众对改善县城环
境、加快经济发展的呼声十分强烈。岳
阳县委、县政府顺应民意，于 2009 年
向全县人民庄严承诺“创建省级卫生
县城和省级文明县城”，2011 年 3 月
一举创建成功。县城变美了，街道变靓
了，环境变优了，人民群众的创建氛围
更浓了，积极性更高了。为确保“创建”
工作纵深推进，岳阳县迅速部署“三大
活动”———

组织“大讨论”。 人民群众的广泛
参与是创建工作的关键所在。 县委书
记毛知兵说， 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是提
高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 我们只能下
大力气抓好，让老百姓得实惠。他要求
全县党员干部发挥表率作用， 把创建
工作当作一件民生实事抓好， 当作提
升形象抓实。县委副书记、县长张中于
把创建工作作为县政府一项重要中心
工作来抓，亲自规划，亲自部署，亲自
督查。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汤森林主动
请缨，领衔全县创建工作。县四大家高
度统一思想，县、乡（镇）、村、社区、企
事业单位、学校层层广泛发动，主要领
导深入街道社区、店铺商场、集市车站
及居民家中，引导群众参与“省卫创建
成功后怎么办”、“县城发展的出路在
哪里”等大讨论活动。 通过大讨论，全
县干部群众一致认为： 要乘创建省级
卫生县城和省级文明县城东风， 积极
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全国文明县城，努
力建设美好幸福家园。县委、县政府顺
应群众的新期盼、新期待，科学决策，
把“两城同创”作为当前最紧迫的民生
实事来抓，整体联动，强力推进。

开展“大征集”。 只有真正了解群
众所想、所需、所盼，真心实意为群众
解决实际问题， 才能获得群众的广泛

支持。 该县坚持“贴近群众、贴近基层、
贴近实际”的理念，广泛开展民意征集
活动，共收集意见和建议 735条。 通过
汇总整理，他们将城市道路建设、背街
小巷改造、农贸市场改建、交通秩序整
顿、城市卫生管理、社会治安整治等与
群众利益最密切相关的内容作为创建
工作的重点， 并逐一制订具体工作方
案，持续开展“群众点题、政府破题”活
动，把尊重民意、集聚民智贯穿于创建
始终。 在城建工地上，随时可以看到社
区居民担任的不领工资的质量监督
员；在“县长信箱”里，一条条“拆围见
绿”、“单位停车场向社会车辆开放”的
市民建议变成了政府的决策。

推进“大宣教”。 为把全县群众的
创建热情凝聚到县委、 县政府的统一
部署上来， 岳阳县全面推进大宣教活
动，增强人民群众的责任感、使命感和
主人翁意识。宣传发动全覆盖。在县电
视台、《巴陵通讯》、《和谐洞庭》、 县手
机报、政府门户网站建立专栏，全体国
家工作人员手机统一设置创建宣传彩
铃。 在进出县城的主要路口和县城内
的主要地段设置大型创建宣传牌，县
城内所有机关单位、社区、市场、大型
公共场所、公交车站、公交车、出租车
均有创建宣传内容。 公交站台上，一个
8 岁的小男孩指着站点宣传栏问：“妈
妈，什么是创国卫啊？ ”“创国卫啊，就
是要我们讲卫生、讲文明，大家一起动
手、共同参与，把我们的县城建设得更
加美丽幸福。 小朋友从小要养成讲卫
生的好习惯， 不乱丢垃圾， 不乱涂乱
画。 ”健康培训全覆盖。 把创建知识纳
入各类培训内容，以社区、校园、企业、
机关、医院为重点，持续开展健康教育
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进医
院等“五进”活动。文明劝导全覆盖。实
行县直单位分路段劝导责任制， 每天
有 88 家单位 260 名劝导员在县城各
主次街道、公共场所、创建重要区域发
放资料，宣传政策，规劝不文明、不卫
生行为， 有力提升了居民的文明卫生
意识。 岳阳县一网友在红网论坛上发
帖，讲述了自己一天的劝导经历，他和
同事在青山北路劝导时，仅一天时间，
“街赵大药房”、“青山红超市”、“怡园
便利店”等等所有店主，都主动配合，
把门前道路旁的灯箱广告拆除掉了。
在路边帮孙子换尿片的老奶奶也主动
将扔在地上的尿片扔进了垃圾桶……

人民县城人民建， 建好县城为人民。 岳阳县
委、县政府认为，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离不开党委
政府的坚定决心和坚强领导， 更离不开人民群众
的齐心协力和团结奋进。

他们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 将创建
国家卫生县城作为锤炼干部作风、 提高工作执行
力、 树立党委政府形象的载体， 开展“创建我先
行”、“党员创建示范岗”、“党员志愿服务队” 等活
动，积极引导党员干部当好宣传员、战斗员、指导
员： 积极宣传创建政策和健教知识， 弘扬先进文
化，传播现代文明；勇于承担创建中的急险难重任
务，做到“拿起扫帚搞卫生、抡起铁锹除垃圾”，确
保所负责的区域干净，不留死角；带头学习创建政
策，带头投身创建工作，带头转变工作作风，带头
遵守文明行为规范， 以实际行动引导和带动群众
自觉维护县城形象和秩序，积极参与创建活动。 该
县将每周二定为全县“大扫除日”，县委书记、县长
带头，干群积极参与，清扫责任地段垃圾，清理卫
生死角。

他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广大人
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 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美好家
园， 成为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活动的坚强后盾和力
量源泉。 在创建国家卫生县城中，共有 30 万人次
参与全民卫生大扫除，群众覆盖率 97.5%；清理死
角死面 97 处，硬化社区、城中村道路 18 公里，疏
浚下水道 15.6 公里， 开展村庄绿化 41540 平方

米，改厕 1523 个。 在全县 18 条背街小巷改造中，
临街群众积极筹资投劳，共筹资 216 万元，占总投
资 40%。 积极参加“五好家庭”、“文明卫生单位”、
“清洁院落”、“秀美村庄”、“文明服务、 诚信经营”
等创建。 34名六旬老人义务参与重点街道城管执
法，有效遏制了不文明行为，人民网、新华网等给
予充分肯定。 各社区积极协调关系、调解纠纷、化
解矛盾，组织扶贫帮困、爱心互助，开展义务巡逻
等活动。

他们充分发挥社团组织的引领作用。 组织动
员 1.8万名志愿者开展“为创建全国文明县城、国
家卫生县城发挥光和热”活动。仅 2013年，全县志
愿者们共开展交通劝导、义务城管、“净绿”行动、
创建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 5 次， 纠正居民不良行
为 350 人次，发放《创建倡议书》、《居民公约》1 万
余份。 县摄影协会举办了 2 次主题摄影大赛，县
“微水爱心志愿者协会”成立“爱心超市”，开展了
“关爱身边好人，传递道德力量”为主题的志愿服
务活动，“阳光心灵志愿协会”、“巴陵风志愿服务
队”、“巴陵风自行车俱乐部”等民间组织积极开展
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引领新风尚，传递正能量。
在广大干群共同努力下，县城居民讲卫生的多了，
乱丢、乱吐、乱扔等不良行为少了；讲文明的多了，
乱停乱靠、乱闯红灯等陋习少了；讲发展的多了，
打牌赌博等现象少了，呈现出齐心协力抓创建、众
志成城谋发展的良好氛围。

创建为民 顺应民意科学决策

创建靠民 凝聚民力全面推进

创建惠民 围绕民生强力攻坚

①晨练 许伟军 摄
②菜市归来 许伟军 摄
③老年文艺爱好者 许伟军 摄
④晨读 许伟军 摄

①
②

③
④

岳阳县委书记毛知兵（中）、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汤森林（左一）督
战创卫工作 许伟军 摄

岳阳县委副书记、县长张中于义务清扫街道 许伟军 摄

文明创建宣传 许伟军 摄

县生态工业园 许伟军 摄 荣城夜色 李斌斌 摄

鸟瞰县城一角 许伟军 摄

魅力新荣城 吴小平 摄

绿化的庭院 许伟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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