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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建设促经济“逆势上扬”

“党的群众路线和‘三严三实’教育关键
是转作风，以转作风树形象，促发展，提升执
政能力。 ” 石鼓区委书记杨龙金的话掷地有
声。他强调，要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成果，必须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转
变干部作风，凝聚发展合力。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今年，区委印发
8 号文件规定，每周一下午，区里不安排会
议活动，各级干部下乡驻点走访群众，调查
研究，协调矛盾，推进发展。 区委组织部建
立微信平台， 各驻点联络员每周二上午 12
点之前及时上传干部驻点走访资料。 做到
有日志、有台账、有督查、有简报、有讲评、
有交流、有考核。 对参加驻点的干部，在提
拔使用前， 组织部门召开党员和群众代表
评议会，考察、测评满意度达不到 80%的，
一律不得提拔；在联系村处理问题未落实、
群众意见大的，不得调动。 建立问题发现、
交办、反馈、落实、评价机制，对群众反映的
每个问题都实行跟踪、解决，直到群众满意
为止……这“关键一招”成为锻炼干部党性
的最好形式。

“区委规定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来不得半
点虚假，倒逼大家像秤砣一样沉下去，扑下身
子，直接面对群众，连打电话、网络、短信等方
式沟通也行不通了。 ”区委副书记、区长黄辉
告诉记者。 她说，现在工作千头万绪，压力很
大，下乡走访不能走形式，要学会十个指头弹
钢琴，用干部“辛苦指数”换百姓幸福生活。

经济的增长需要转变作风建设支撑。 今
年以来，全区上下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全
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趋优、 快中见好的
良好态势。

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3.9:23.4:72.7，经
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成功申报省级商务服务业示范集聚区，
引进顺丰速运湖南 10 地市总部、 国信证券
等 30 余家重点企业以及 20 多家电子商务
企业入驻；

江霞建材产业园已如期完工并投入使
用，建设进度居全市前列；

高标准编制石鼓区乡村旅游发展规划，

成功举办衡阳市首届玫瑰花浪漫文化节；
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 4

个、12 家，累计达到 46 个、44 家，加快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

来到石鼓区，到处是轰轰烈烈、气势磅礴
的建设场面。 目前，蒸湘北路延伸、怀邵衡铁
路石鼓段、 长丰大道北延等项目已完成征拆
任务；全区种植乔木 2080 株、绿化种植面积
5000 余平方米、 疏浚改造下水道 50 余处；
市容市貌、交通秩序整治、背街小巷、两厢提
质改造“四大专项行动” 使城市形象不断提
升；统筹推进新农村示范村和“美丽乡村”建
设，大力实施“点亮乡村”计划，城乡人居环境
明显改善。

党员网格建立“品牌社区”

“这里有座烟囱摇摇欲坠，请立即派人来
拆除！ ”10月 12日，衡阳市石鼓区人民路社区
第四网格支部书记周艳敏在巡查时，发现和平
北路 5 号巷内有一座 30 米高的烟囱摇摇欲
坠，她立即向上级报告，区城管执法局随即安
排高空专业拆除队，将这一安全隐患排除。

“以前谁是党员我认不出，如今党员、干
部有了‘责任田’，主动上门服务。社区服务既
提速又提质，我们很满意！ ”人民路社区居民
章雨林冲着周艳敏竖起了大拇指。

如何实现社区服务“全覆盖、零距离”？今
年初，石鼓区以“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为统领，
实施社区网格化管理。率先实行“在社区建立
党总支、网格建立党支部、楼栋建立党小组”
的三级组织体系，把党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小
组延伸至楼栋中，按照“人在格中走、事在格
中决、旗在格中飘、情在格中系”的网格化管
理模式，划定党员“责任田”。 把居民党员、在
职党员、流动党员凝聚到网格中，构建了党员
服务于民的社区管理“经纬网”。

石鼓区加强 “两化两体系” 社区建设，
将原有的 45 个社区整合为 29 个社区，老城
区社区办公用房达 600 平方米、 新城区
1000 平方米，目前，区里已投入 3500 万元，
17 个社区办公服务用房面积均达 600 平方
米以上。 社区还按照“设施建设完整程度”评
选出示范社区、文明社区、达标社区和不合格
社区，并据此安排年度工作经费。

该区还通过开展“三公三亮”服务活动，
在每个党员户中公开挂牌亮身份、 每个楼栋
间公示党员认岗领责亮承诺、 每个网格里公
布党员积分管理亮作为， 让党员“居住在网
格、服务在网格、奉献在网格”，使小网格发挥
大作用。

“以前是撒胡椒面， 现在缩小了服务单
元，服务效能大幅提升了！ ”牛角巷社区网格
管理员李芳深有体会。她介绍，现在每天都要
到责任网格巡查一次， 负责网格内的信息动
态采集、登记，问题排查、解决、上报等工作。
对网格内发生的各类问题， 能处理的她当场
处理，不能处理的则逐级上报，交办给相关职
能部门，办理结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指标。

网格化管理使党员先进性越发彰显。 全
区被群众认识的党员、干部越来越多。社区发
生的大小事件，都能在第一时间被发现、第一
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理。 今年 1 至 9 月，全
区党员下沉网格服务群众， 共化解矛盾纠纷
800 余件，帮扶慰问困难群众 4260 人,为居
民办实事好事 2700 余件。

党员沉入网格化，为创建“品牌社区”作
了良好铺垫。 石鼓区黄沙湾街道雁栖湖社区
狠抓基础硬件设施建设，重新规划布局，设有
社区服务大厅、 先锋家园、 社区志愿者工作
站、慈善超市、图书阅览室等阵地。 为社区居
民提供 24 小时公共服务。有位居民反映公交
车未开通到社区，出行很不方便，社区经过与
耀江公司沟通， 耀江公司决定从今年 5 月开
始，每月花 1 万元租用一台中巴，免费让居民
乘坐，方便了居民出行。

石鼓区一些社区还通过开展“夏季纳凉
联谊晚会”、“社区周周乐”、“中秋猜灯谜”等
群众性文化活动，满足居民精神文化需求，增
加居民之间的互动，增进社区的幸福和谐，打
造示范社区、文明社区、达标社区……

老夫聊发少年狂。 86 岁的居民胡友恒每
天都在社区文化中心打牌下棋， 晚上还学跳
老年舞，越活越年轻，看上去才 60 出头！ 幸
福和喜悦写在脸上。

项目建设铸就“产业板块”

10 月 30 日，伴随着一阵轰鸣声，石鼓区
重点建设项目———华耀城杨岭安置小区一期
工程又迎来繁忙一天。建筑工人或切割钢筋，
或搬运材料，渣土车来来往往，塔吊也越升越
高，一片繁忙景象。

衡阳市获批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
市后， 华耀城项目是第一个总投资过百亿元
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建设对调整产业结构，推
进新型城市化，加快转变商贸物流服务模式，
构建核心商圈， 激活现代服务业具有重要作
用。建成后的华耀城可容纳商户 3 万户，提供
10 万个就业机会， 年实现营业额千亿元，不
仅将成为衡阳未来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更将
立足湘赣、辐射华中，为衡阳市及我省的经济
发展创造蓬勃生机。 让石鼓成为辐射世界的
物流基地，商贸航母!

� �华耀城项目只是石鼓区加快项目建设的
缩影。翻开石鼓区服务板块项目建设列表，华
耀城杨岭安置小区、来雁新城、珠江帝景酒店
以及中亿汽贸城等工程项目正在上演着“加
速度”。 石鼓区重点办主任蒋夏林告诉笔者，
今年全区服务业板块项目共 18 个，计划投资
上百亿元， 目前，18 项已全开工， 开工率
100%。 崇盛国际中心完成投资 5.91 亿元，项
目一期工程熊猫餐厅已运营、 柏石艺术中心
已开业；华耀城完成投资 13.98 亿元，3 号交
易广场玻璃幕墙已安装完成； 中亿汽贸城一
期已完成，正在试营业；珠江帝景酒店已经竣
工，将于明年开业……

今年，石鼓区在实施“打造雁城商都、建
设石鼓新城”的过程中，明晰了“12345”发展
思路：即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着力推进文
化旅游、现代服务“两大产业”；着力推进来雁
新城、华耀城和雁栖湖“三大板块”的开发与
建设；着力实施党建、民心、廉政、文明创建

“四大工程”；努力实现“五个目标”，即绩效考
核在全市保二争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工作
进入全省先进县市区、计划生育、综治民调进
入全省第一方阵、 文明创建群众满意率达到
90%以上。

项目建设提高了城市品位。 10 月底，石
鼓区华源支路管网改造完成， 标志着雁栖湖
治理工程全面实施。 关闭雁栖湖内的所有排

污口， 最大限度提高入湖截污率。 每逢丰水
期，雨水充足，雁栖湖水位升高，污水未经处
理直接经排入湘江，污染日益严重。 近年来，
石鼓区将雁栖湖纳入来雁新城建设规划，使
排污管网与来雁新城地下排水管网相连接，
经污水处理净化后排入湘江。 治理后的雁栖
湖将发挥衡阳北大门的“绿肺”功能，与来雁
新城项目交相辉映， 成为雁城北端的两颗璀
璨明珠。

项目建设让老百姓拥有“获得感”。 石鼓
区高标准、高规格建设安置小区，交出了令人
满意的民生“答卷”。今年全区启动 15 个安置
征迁项目，总面积达 54.14 万平方米，在全市
率先实现 23 个安置征迁项目清零， 发挥了

“领跑”和示范作用。今年 1 至 9 月，全区用于
民生支出 5.26 亿元， 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
72.6%。全区投入化解大班额建设资金 2.5 亿
元，启动 5 个项目，规划建筑面积 7.4 万平方
米，项目建成后，可增加 150 个班，容纳 6750
名学生。

精准扶贫打造“温馨家园”

初到角山乡银杯村， 仿佛来到世外桃
源，到处山清水秀、草木丰茂，在蓝天白云的
映衬下，一派恬静祥和。 很难想象这是一个
贫困村。 银杯村为啥富不起来？ 一是长期农
业粗放经营，主要种植水稻、蔬菜，规模偏
小，结构单一，产值较低，带动作用不明显；
二是交通条件限制，村里至今还是一条曲折
狭窄的山区公路。 扶贫工作队决定依托主导
产业拉长产业链条， 做优做强莲藕加工业，
带动贫困户脱贫； 牵线搭桥修通 1.3 公里水
泥路，实现车辆直通各个小组。 今年 5 月，一
客商到银杯村考察后，经过多方协商，最终
决定投资 900 多万元，将一座 310 亩的水库
打造成一个集休闲、游乐、垂钓于一体的水
上乐园……

这是石鼓区推进精准扶贫的一个缩影。
今年，石鼓区委、区政府结合自身实际，将“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落实到每个干部行动上，形
成独具特色的精准扶贫“石鼓模式”。

11 月 2 日， 区委书记杨龙金率领发改、
财政、 农办等相关部门调研角山乡小云山村
精准扶贫工作。 他先后走访慰问了 3 户贫困
户。 据悉，小云山村属省级贫困村，有贫困人
口 315 人，2017 年底必须脱贫摘帽。

羊乃桥组唐显全今年 53 岁， 身体健康、
勤耕苦作， 因为患有严重脑积水的妻子陷入
绝境，不仅花光所有积蓄，还借来近 10 万元
给妻子治病， 至今住在一个连厨房厕所都没
有的危楼里。只有靠帮别人种 6 亩地，每年挣
2100 元生活费。 座谈中，杨龙金详细了解其
致贫原因、生活状况，认真研究帮助他脱贫，
利用扶贫基金给他盖新房，办低保。

区委、区政府从财政每年拿出 100 万元
作为扶贫基金，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组织村
里党员干部一对一扶贫， 帮助贫困家庭发展
生产，变输血为造血；完善基础设施，做大产
业规模，加快发展猕猴桃和蔬菜基地，帮助贫
困户脱贫。

实施精准扶贫，规划先行。 石鼓区按照
扶贫工作目标，突出一村一规划，因地制宜，
制定好精准扶贫三年工作规划。 坚持以小康
标准，统筹规划好贫困村水、电、路、房、网等
基础设施，同步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难题。 工
作队帮助七里井修路 2.5 公里，投入 240 万
元。 并紧密结合贫困村的资源特点，谋划布
局一批地域特色鲜明、比较优势突出的富民
产业。

石鼓区还因户施策、因人支招，实施一户
一方案，做到帮扶一户、脱贫一户、致富一户。
灵官庙村低保对象钟家林有重度糖尿病，妻
子伍冬梅患有心脏病，花去医药费 6 万多元，
生活困难，至今还住在 3 间破旧的土砖屋里。
区有关部门与他“结穷亲”，从大病救助里给
予他特殊关照， 区住建局为他申请危房改造
资金，并“扶贫先扶智”，从根本上引导他脱贫
致富……

湘江奔流击石鼓，石鼓催征起浩歌。
奔跑中的石鼓，在新一轮的起跑中，将加

油鼓劲，策马扬鞭，奋勇争先，书写出更美丽
更辉煌更灿烂的精彩篇章。

石鼓江山锦绣华
“石鼓江山锦绣华、朱陵洞内诗

千首、青草桥头酒百家、西湖夜放白
莲花……”“衡州八景 ”， 石鼓占据
“半壁江山”。 自古以来，这里人文璀
璨、文脉悠悠，留下历代许多风景名
胜和文人墨客的题咏，如今，经过凤
凰涅磐的巨变， 石鼓又以全新的面
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全国排行第四的“华南城”在此
投资打造商贸中心，“华耀城” 的商
贸物流辐射大湘南，“中亿汽贸城”、
“来雁新城”相继崛起，构成五彩缤
纷的雁城商都……这里的建筑集群
交汇、楼宇耸立，如群星集聚照亮衡
阳北门。

辉煌的背后是艰难的付出。 今
年来，石鼓区委、区政府以“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总揽全局，秉着“精诚
所至，金石为开”的服务理念，打造
群众满意的家园； 全区党员沉入网
格化，落实“方格”内各项事物；民生
建设阳光普照， 老有所养、 病有所
医、幸福和谐的气氛荡漾石鼓城乡。
今年 1 至 9 月， 全区完成财政总收
入 15.39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8.61%，经济增速、财政收入高于
全市 6.6 和 4.5 个百分点，分别排
名全市第二、全市第一，在逆势中稳
定增长。

石鼓经济社会发展波澜壮阔 ，
昂扬向上。

成俊峰 王朝顺 徐德荣

“品牌社区”建设让石鼓区百姓充满幸福感。

石鼓区委书记杨龙金（中）和区长黄辉（左）在建设工地调研。

———石鼓区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本版图片均由石鼓区宣传部提供）

石鼓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