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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严禁”
带来风清气正

今年 4 月，新的一届石门县委、县政府领导
班子走马上任，工作千头万绪，群众期待殷切。
用什么举措打开工作的开局？ 拿什么举措回应
群众的期待？ 接下来的一个月，县委书记董岚带
领一班人跑遍了全县 20 个乡镇区和各大项目
建设现场，就党的建设、干部作风、反腐倡廉和
农业、工业、城建、教育、卫生、交通、旅游等工作
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和建议， 向广大党员干部提
出了“激活科学发展正能量、弘扬敢于担当好作
风、唱响爱我石门主旋律”的具体要求。

5月 2日，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政令不畅、
庸懒散奢、缺乏担当、索拿卡要”等干部作风问
题，石门县委迅速出台了《石门县改进干部作风
“六项严禁”规定》———

———严禁工作日午餐饮酒，违反规定者，一
律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严禁违反上班工作纪律，违反规定者，
一律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严禁行政不作为、缓作为、乱作为，违
反规定者，一律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并予以
免职。

———严禁公款旅游，违反规定者，一律给予主
要责任人严重警告以上处分，并予以免职。

———严禁将公车私自借给他人使用， 不准
用公车迎(接)亲、送葬、钓鱼、办家务，违反规定
者，一律给予警告以上处分；严禁公车私驾，违
反规定者，一律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并予以
免职。

———严禁违规赈酒，违反规定者，一律给予
严重警告以上处分，并予以免职。

从干部作风建设入手， 从工作细枝末节抓
起，铁腕整治，重拳出击。 5 个月时间，全县重点
查办行政乱作为、违规赈酒、违反上班工作纪律
等违反“六项严禁”规定行为 11 起，处理 55 人，
其中党纪、政纪处分 24人。

“风起于青萍之末，飘荡于八荒四野”。如今，
石门所有乡镇区、县直单位均实行了上下班打卡
签到制度；各单位严格执行“首问负责制”、“一次
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上班炒股、玩游戏、聊
天、工作日午餐饮酒现象得以根本杜绝；绝大多
数单位实行了休息日公车入库制度；“三公经费”
较以往大幅下降；无一单位组织公款旅游；全县
966 名干部职工主动取消原定的赈酒计划；30
万干群奋力抗旱两个月， 战胜历史上罕见的干
旱，20多万亩中稻和 40多万亩柑橘大旱之年全
面丰收。上半年干部作风满意度全省民意调查由
去年的第 104位攀升至第 39位。

县委书记董岚、县长郭碧勋率先垂范，带领
四大家领导在县电视台公开承诺， 在石门政府
网开设书记、县长信箱。 不到一个星期，所有县
委常委会成员、 各分管副县长都有了自己的电
子服务信箱。 截至目前，仅县委书记和县长信箱
分别收到各地群众来信 156 件和 271 件， 件件
有回复。

围绕 12 大课题， 历时 50 天调研， 问政于
民，问策于民，最终还政于民，施政于民。 如今，
“新石门、新创业、新跨越、生态立县、旅游活县、
产业强县、生态梦、旅游梦、城市梦、富强梦、小
康梦……” 这一系列事关未来石门发展的崭新

理念和宏伟蓝图，已经在广大党
员、 干部和群众中入脑入心，化
作具体而自觉的行动。

“百日整治”
城乡环境日新
“‘百日整治’以来，石门街

上硬是看不到一根烟头，墙上硬
是看不到一块‘牛皮癣’，人行道
上硬是看不到一个违规摊点
……要是县城的环境长期这个
样子，俺老百姓真的就满意了！ ”
11 月 3 日， 记者在石门街头采
访， 提起石门县城乡环境整治
“百日集中行动”， 当地百姓赞誉
有加。

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
互动， 共同提高。 自 6月上旬以
来，石门县按照“集中整治与长远规划同步、环
境整治与项目建设同步、 机关作为与全民参与
同步”的统一部署，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石门县城
乡环境整治“百日集中行动”。

在城区，冒着盛夏 37℃左右的高温酷暑，县
城所在地的楚江镇、 二都乡各社区和 100 多家
县直单位的 1 万多名党员、干部和群众，组成志
愿者和劝导员小分队，义务参加“整治”行动，劝
导各种违规和不文明行为，共清理澧水河 15 公
里河道垃圾， 铲除澧水河沿岸 15 公里杂草，清
理县城内溪沟 9.5公里，无人管理的卫生死角沉
积垃圾 357 处， 道路两旁建筑垃圾 2570 多方，
各类“牛皮癣”8200 多处，并以此形成了一套县
城环境整治的长效机制， 县城百姓反映强烈的
“脏乱差”状况得以改观。

头顶烈日，现场问政，同洒汗水，现场解难。
6月 4日，上任刚刚两个月的县委书记董岚在石
门经济开发区调研， 了解到开发区的道路配套
建设相对滞后，导致交通事故时有发生，群众意
见很大，立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投资 1400 多
万元，对连通石门火车北站的 3 公里石门大道、
澧水公路二桥和 8.6 公里的 S304 绕城线夹山
路段，全面进行路灯线缆铺设、路灯灯杆和道路
隔离栏安装，并设置公交站台 24 处，方便群众
安全有序出行。

石门电厂附近的宝峰路和澧水公路一桥年
久失修，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群众称之为“光灰
大道”。 县政府千方百计筹措资金 1500多万元，
城建、电力、电信等部门组织工人夜以继日施工，
短短一个月，长达 1.5 公里的大桥和宝峰路全部
改造升级为沥青路， 各种地上管线全部入地，连
同人行道铺装、行道绿化、污水管网改造，“光灰
大道”宝峰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光辉大道”。

在乡村，各地建立起严格的乡镇环境整治指
挥调度考核奖惩与保障机制，充分调动乡村党员
干部群众整治农村环境、 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

性，把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的重点放在了推行垃圾
分类处理，加强镇容镇貌治理，落实畜禽养殖、溪
河水库、生活污水排放三大污染治理上。

在垃圾处理层面，按照“县有公司乡有站、
农户有筐村有点”的要求，全县共建起了 19 个
乡镇回收站，200多个村居回收点。 按照“一凼
一池两筐”的要求大量添置分类设施，乡村开挖
了大量的有机垃圾填埋池， 配套了 5 万多个垃
圾焚烧池，30 多万个垃圾分类筐， 确立了垃圾
“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两种模式。 对可回收垃
圾、有毒有害垃圾、集镇垃圾，采取集中处理方
式；对可填埋垃圾、可焚烧垃圾，由农户分散处
理。 全县配备乡村保洁员 400多名，实行乡村公
共区域全天候保洁。 全县组建了 332 个村居环
境卫生协会，主要由老党员、老教师组成，承担
宣传教育、检查评比等工作。

在生活污水排放治理层面， 全面推广三级
沉淀、 自然净化、 生物吸收的生活污水处理模
式；在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层面，政府出台了《石
门县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促进畜牧业发展的
意见》，划定了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对“三
区”采取不同的整治措施；在溪河水库污染治理
层面，按照“岸洁水清”的要求，组织开展水体垃
圾清理活动，全面清除了水面的漂浮垃圾、岸边
的积存垃圾、树上的悬挂垃圾。 据监测，目前，全
县 88 座水库达到良好水质的有 83 座， 占总评
价水库的 94.3%。

如今的石门乡村，沟畔溪边，水清岸净，又
可以见到当地群众洗衣洗菜的身影了。 干净的
村道，整洁的房舍，青山绿水，蓝天白云，身处其
中，更像是一次美妙的乡村旅游。

“六条禁令”
引来凤栖梧桐

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就是生产力，就是吸引

力，就是竞争力，就是创造力。 多年来，石门县对
项目的引进、建设和生产，实行“保姆、保安、保
全”的三保式服务，做到“围墙内的事由企业负
责，围墙外的事由政府负责”，有效地促进了项目
的开发、建设和效益发挥。但职能部门办事拖拉、
索拿卡要、 推诿扯皮和项目建设工地阻工闹事、
参工参运、强买强卖等损害经济发展环境问题仍
时有发生，群众反响强烈，企业时有怨言。有鉴于
此，《石门县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六条禁令”》势如
破竹，落地有声！

———严禁违规行政审批。
———严禁利用职权“索、拿、卡、要、报”。
———严禁乱检查、乱收费、乱罚款。
———严禁办事拖拉、推诿扯皮。
———严禁维护经济发展环境不作为。
———严禁损害企业(项目)周边环境。
有禁必止，有令必行。 对全县经济发展环境

中存在的种种负面现象及时通过新闻媒体“曝
光”，对违反以上禁令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和《湖南省影响机关效能和损害经济
发展环境行为处理办法》严肃查处。 石门县交通
运输局太平交管站孙某行政乱作为案、 石门县
财政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工作人员失职案、 楚江
镇中渡社区蒋某强揽工程案和楚江镇刘家坪社
区金某强行阻工案等一批损害经济发展环境的
典型案件得到了及时查处。

通过责任交办、建立预警机制、及时化解处
置三条机制，形成组织领导、部门履职、属地管
理、企业配合、教育群众等工作合力，确保了优
化经济发展环境取得实效，一至十月，全县查处
影响机关效能和损害经济发展环境案件 21 件，
其中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 人、 受党内警告处
分 2人， 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7 人、 刑事拘留 20
人，逮捕 11人。

“六条禁令”禁出优良环境，引来凤栖梧桐。5
月上旬， 石门与中粮集团合作建设“中茶·武陵
绿”核心基地签约，7 月上旬，总投资 5 亿元的石
门火车北站正式开通运营，11月， 投资 5000多
万元、 紧邻石门火车北站的石门汽车东站竣工，
将铁路客流与公路客流紧密衔接。投资近亿元的
S241线曹何段将于年底建成通车， 长达 7公里
的曹何段将石门火车北站、石门大道、石门经济
开发区连成一线。 今天的石门大道两侧，一幢幢
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 大汉集团投资
1 亿多元的石长铁路二线拆迁安置小区及配套
工程全面竣工。总投资 5亿元的新合作石门东城

物流园项目进展顺利，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该
项目计划用地 230 亩， 建筑面积 24 万平方米，
项目竣工后，将集仓储、运输、会展、电子商务、信
息处理、物流配送、专业市场、生活服务等 8大功
能于一体，物资年吞吐量为 11.6 亿吨，物流价值
每年为 134亿元左右， 提供就业岗位 2000 个，
为搞活湘西北地区工农业产品流通、促进武陵山
片区特别是石门县域经济发展发挥重大作用。投
资 12亿元的正菱机械制造基地落户石门经济开
发区，建设年产 1 万台挖掘机生产线，项目投产
达效后， 可年实现销售收入 50亿元， 创税 1.25
亿元。投资 2亿元的湘佳牧业 6万吨禽肉冷链加
工项目落户生态工业园。 20个大型生态城建项
目引来境内外 56家企业登门洽谈。 华润集团和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院的“石门风电项目”成
功签约……

县长郭碧勋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全县开发
投资 5000万元以上的重大项目 69 个， 超年计
划 97%，新签约亿元项目 10个，新开工 1000 万
元以上项目 19个。

“五大梦想”
党心对接民心

7月 1日， 石门县城东城区———青山绿水之
间，花团锦簇之中，崭新的石门火车北站正式开
通运营。走进银灰色的石门火车北站，一种时尚、
高雅、便捷、绿色的现代化氛围扑面而来。一位铁
路专家参观石门北站后， 情不自禁地翘起大拇
指：“我到过全国各地的许多县级火车站，像这样
大气、漂亮、现代化的县级火车站，石门县北站应
该是第一家！”而一项来自石门民间的调查表明，
几乎 100%的石门百姓看好石门县火车北站，认
为她代表了石门的新形象， 是石门的新名片，石
门县城的新地标，也是石门“城市梦”的新起点。

7月 8日，石门县委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八次
全体(扩大)会议召开，石门县委、县政府围绕新
石门、新创业、新跨越，提出了实施生态立县、旅
游活县、产业强县、主城区带动和民生优先五大
战略，携手石门 68 万父老乡亲，共圆生态梦、旅
游梦、富强梦、城市梦和小康梦五大梦想，建设
生态石门、现代石门、幸福石门的宏伟构想。

生态是石门的最大先天优势，70.7%的森林
覆盖率、 全球 200 个重点生态区之一的湖南屋
脊壶瓶山，这是上天留给石门的财富，理应备加
珍惜。8月 6日，石门县委做出了《关于实施生态
立县战略加快建设生态石门的决定》， 提出到
2020 年，把石门建成宜居宜业生态强县，并出
台了一整套建设举措。

石门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壶瓶山千峰万峡，
蒙泉湖花山鸟岛，龙王洞洞水相连，热水溪溪水
生烟，夹山寺茶禅一味，仙阳湖碧波万顷。 今年，
石门财政预算首次向旅游倾斜， 从去年 200 万
元增加到 1000 万元，成功打造了以秀坪橘海赏
橘———夹山品茶问禅———水上仙境维新———壶
瓶山登顶漂流———东山峰天上街市为一体的精
品旅游线路，“湖南旅游强县”的品牌呼之欲出。

石门资源、物产丰富，产业强县优势凸显，
通过三五年的努力， 石门将打造 16 家产值过 5
亿、5家税收过亿的企业， 打造石门东城商贸经
济圈和湘鄂西物流中心， 进一步壮大柑橘、茶
叶、烟叶、养殖等特色农业。

石门县城山水依偎， 为实现主城区带动战
略，县政府已聘请国内顶尖设计团队，用一流城
市规划引领一流城市建设，让路桥穿山越水，让
建筑依山傍水，让城乡青山绿水，通过“三改四
化”，扩容提质，把石门打造成湘西北、湘鄂西边
界中心县。

“生态梦、旅游梦、富强梦、城市梦，一切都是
为了小康梦”，石门县委书记董岚这样诠释“五大
梦想”之间的关系。 她说，对于石门而言，没有农
村的小康，没有西北贫困山区的小康，没有低收
入群体的小康，就没有石门的全面小康。为此，石
门把民生战略放在优先位置，千方百计从增加城
乡居民收入、加大教育投入、丰富群众文化、确保
人民健康、保护弱势群体、保障一方安宁等现实
民生着手， 让五大梦想变成 68万石门人民看得
见摸得着的实惠。

10 月 10 日，第 13 届中国石门柑橘节成功
举办，作为石门柑橘节的升级版，今年的柑橘节
以“我们的节日”为宗旨，激发了石门广大橘农
的参与热情，“以节促销售，以节促旅游，以节促
文化，以节促发展”，3000 橘农参与的民间文化
大展演， 让 30 万橘农感受到他们不仅是 40 万
亩柑橘的主人，也是石门柑橘节的真正主角。 30
万吨早熟蜜橘销售一空， 卖出了历史上少有的
好价钱，让橘农们真正感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
良苦用心。 10多万外地游客和本土橘农在橘乡
橘城狂欢，使“橘乡之旅”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
火爆。据统计，前三季度，石门累计接待游客 345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7.6 亿元，均创历史
最高水平，各景区、景点的老百姓真正感受到了
“旅游活县”带来了诸多利好。 而石门的决策者
也越来越领悟到， 只要党心对接上民心，“五大
战略”、“五大梦想” 就会化作石门 68 万父老乡
亲的智慧和汗水，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生态石门、
现代石门和幸福石门！

飒飒清风 石门拂
常德市委

书记王群 （前
中）、市长周德
睿（左二）在县
委 书 记 董 岚
（前右五 ）、县
长郭碧勋 （左
一）等陪同下，
督查石门东城
物流园项目。

张友亮 摄

县委书记董岚向长沙 15 家旅行社颁发石门 “橘乡之
旅”邀约书。 张友亮 摄

十九峰如屏矗列，山城石门亮丽缤纷
贺欣初 摄

茶园春光 张友亮 摄

仙阳湖一角 张友亮 摄

壮观气派的石门火车北站 张友亮 摄

石门县夹山碧岩泉景区 张友亮 摄

通讯员 贺欣初 曾光耀 本刊记者 周勇军 张晶

初冬时节，踏访石门，目见耳闻，逸兴
遄飞。

柑橘增收已成定局，30 万吨早熟蜜
橘销售一空，均价每公斤比去年增长 0.2
元，全县橘农增收 6000 多万元。

澧水公路二桥和穿越十九峰山的白
庙垭隧道建成通车， 一桥一洞通南北，车
水马龙今胜昔。

1 至 9 月， 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11.5 亿元，同比增长 9.8%，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49.3 亿元，增长 13.9%。 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94.1 亿元，增长 36.1%。 完成
财政总收入 7.1 亿元 ， 同比增长 17.4%
……

10 月 28 日，全国文明县城文明程度
指数测评以城乡互动、氛围浓厚、机制长
效的特色和 99%的群众满意度征服了国
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的领导和专家。

在 2013 年度全省民调排位中， 石门
县综合民调从去年全省 104 位跃居至今
年的第 39 位。

这些灵动的数据和生动的场景是石
门生态立县、旅游活县、产业强县战略带
来的现实图景，是生态石门、现代石门、幸
福石门美丽画卷的形象写意。

图景的背后是谋划， 写意的背后是
练功。4000 平方公里的渫澧大地，吹来的
是一阵阵清新的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