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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秦斌）“西湖路汽车南站附近有出店经
营现象， 请第6网格管理人员迅速处理。”1月2
日， 邵阳市大祥区城管局督查组通过微信群发
出信息，并附上现场照片。网格执法队员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 处置完毕后立即在微信群里反馈
结果。

2016年，大祥区城管局创新城市管理机制，
构建网络化管理新模式，将城区9个街道57个社
区分为4个片区14个管理网格， 实行全天候、无
空隙巡逻监控，“城市窗口”越擦越亮。 据统计，

实施网格化管理后， 该局执法效率提高了
220%。全区2016年共清理整治门店违反“门前
三包”行为5821起，处置流动摊点4256起，规范
各种违规行为1700余起。

为抓好网络化管理， 大祥区城管局建立班
子成员联街道、中队长联片区、执法队员联点的
责任体系；将全体执法人员下沉到网格，以区域
面积、人口密集、管理难度为依据，为每个网格
配备“一岗四员”（城管形象示范岗,城管督查员、
城管现场执法员、 城管协管员、 街道城管联络
员）；对各辖区执法责任人实行定区域、定类别、

定责任、定管理标准、定管控措施的“五定”管理
制度，将城市管理工作逐条逐项分解，建立问题
责任清单，层层负责、项项落实。同时，建立信息
化协调机制，依托数字城管指挥中心平台，将全
区所有路段划分为重点路段、 较难路段和一般
路段3个档次，进行巡查管控，确保管理无盲时、
无盲区。

大祥区城管局还建立城管工作微信群，明
确专人管理， 网格管理信息报送、 问题督查交
办、工作指令下达全部通过微信群快速处理，做
到事事有回音，案件查处有对比图片。

�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进科 黄雪）近日，临武县南强镇香塘
村18户贫困户获得临武浦发村镇银行发放的贷
款。至此，临武浦发村镇银行完成了首批分贷统
还精准扶贫资金发放工作，468户贫困户共获贷
款2340万元。

2016年以来， 临武浦发村镇银行综合运用
金融扶贫方面的政策，加强政企银三方合作，以
“分贷统还”模式，解决贫困农户和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担保难、贷款难、贷款贵问题，帮助贫困
村、 贫困户加快脱贫步伐。“分贷统还” 即采用
“银行+县扶贫办+农业企业+贫困户+政府担保
资金”联动扶贫模式，由村镇银行、县扶贫办、农

业企业、贫困户4方一起签订扶贫小额信贷分贷
统还合作协议，信贷资金由贫困户申请后，投入
县政府、县扶贫办、村镇银行3方认可的优质农
业企业， 作为入股资金， 企业每年给予贫困户
10%的分红收益， 贷款利息由政府扶贫资金补
贴。为保证信贷资金安全，县政府安排1000万元
财政资金，作为风险补偿金进行风险担保。

2016年11月25日， 收到临武县扶贫办提供
的第一批100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名单后，临
武浦发村镇银行40多名员工立即投入工作。经
半个多月奋战，共走访8个乡镇155个行政村，完
成农户资料收集1095户，并为舜峰、汾市、金江、
南强、 武水5个乡镇468户贫困户发放了小额精

准扶贫专项贷款。其余627户共3135万元扶贫信
贷资金，也于2016年12月发放到位。

临武浦发村镇银行负责人表示，他们将继
续按照县里扶贫工作部署， 确保共计2000余
户贫困户的扶贫信贷资金及时发放。资金全部
到位后， 每年可为贫困农户带来收益1000多
万元。

�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廖声田 宁奎）
1月3日，新年上班的第一天，记者在张
家界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该
市以“跳起来摘桃子”精神定目标、明
思路、出举措，撸起袖子加快推进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国内外知名旅游胜地
建设。

刚刚过去的一年，张家界经济保持
平稳较快增长， 旅游发展势头强劲，大
交通建设取得突破， 城市建设不断提
质，全面深化改革稳步推进，人民生活
持续改善，实现了“十三五”开门红。

发展交出了靓丽答卷的同时，但张
家界作为经济不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
地区，经济总量不大，发展质量和效益
亟待提升。于是新年伊始，张家界贯彻
落实省党代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提出以大格局、大视野、大平台的世

界眼光和国际思维谋篇布局，以“跳起
来摘桃子”精神定出今年目标：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9.5%以上； 规模工业增加
值增长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旅
游总收入增长20%；全面小康实现程度
达到90%以上。

围绕全年目标任务，张家界将加快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加快现代农
业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
景城一体的国际旅游精品城市，加大脱
贫攻坚力度， 加大环境治理和保护力
度，大力发展生态产业。

在张家界，“逮” 字是土家人撸起
袖子加油干的通俗词， 市委书记虢正
贵在会上亲自动员，要求坚定信心、攻
坚克难，以“逮”的气魄撸起袖子加油
干，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

定目标 明思路 出举措

张家界:“跳起来摘桃子”,撸起袖子干

�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通讯员 全凯
记者 唐善理）“入冬以来， 我们已对全
乡160余处渠道、塘坝进行整修、加固，
并解决420多人的饮水问题，目前共计
投入劳力1万多人次。”1月3日，双牌县
理家坪乡党委书记贺勇华见到记者时
介绍说。

2016年入汛后， 双牌县遭遇两次
强降雨过程， 水利设施损毁300余处，
造成经济损失近6000万元。 为尽快修
复各乡镇的水利水毁设施，改善水利条
件，该县水利部门把水利建设作为秋冬
生产和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去年
10月底起就全面吹响了冬修水利“集

结号”，明确了“科学规划，统筹兼顾，突
出重点，精准扶贫”的冬修水利思路，采
取水利项目争、涉水资金合、地方财政
投、水利基金征、群众自愿筹等多元化
水利投入形式，共筹措冬修水利建设资
金12639万元，计划修复和新修各类水
利工程3500多处。

到目前，该县已开工冬修水利工程
2800多处，投入劳动工日35.95万个，出
动机械台班1.67万个，完成计划投资超
过80%。 冬修水利项目全部完工后，可
新增蓄水20万立方米， 新增恢复灌溉
面积0.94万亩， 改善灌溉面积1.99万
亩，解决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3.7万人。

双牌冬修水利工程3500多处

�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杨庆 曾夏辉）1月3日， 桂阳县
纪委通报，去年该县清理兼职取酬干部
342名，共退缴款261万元。

去年，郴州市开展清理国家公职人
员兼职取酬整治活动。桂阳县严格制定
详细的整治方案，按照“自查从宽、被查
从严”的原则，核查国家公职人员违规
兼职（任职）取酬情况。全县县直单位、
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纪（工）委书

记、纪检组长签订承诺书，做到“五个保
证”， 即保证清理整顿的重点工程和重
大项目指挥部不遗漏，保证在重点工程
和重大项目指挥部兼职取酬的工作人
员不遗漏，保证将清理国家公职人员在
重点工程（项目）指挥部兼职取酬整治
工作的相关精神在本单位广泛宣传到
位，保证将核实无误的应清退金额按规
定时间足额收缴到位，保证对执行不到
位的人员一律按程序问责。

桂阳清理342名兼职取酬干部
退缴款261万元

�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李书兴）“因违规发放津补贴、
制作虚假资料套取新农合资金，十都镇
卫生院院长欧阳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与撤职处分……”近日，炎陵县纪委有
关负责人介绍，该县又查处了一起“雁
过拔毛”式腐败典型案例。

据了解，2016年以来，炎陵县坚持
问题导向，突出念好“三道加法”紧箍
咒，即“排查+督察”找线索、“问责+曝
光”成震慑、“约谈+制度”织“铁笼”，使
“蝇贪”“蚁贪”无所遁形。至2016年11
月底，共查处“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41
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3人、政纪处分
7人、双重处分2人，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等23人，追缴资金近300万元。
炎陵县“三道加法”中，“排查+督

察”主要是找线索，即盯紧重点人员、重
点领域和重要问题，分领域、分部门、分
条块全面排查问题线索，分门别类建立
工作台账， 并由县纪委开展专项督查。
同时，狠抓查纠问责，对“雁过拔毛”式
腐败实行“一案三查”，既追究当事人责
任，又追究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
力者的责任，并及时通报、曝光；建立履
职约谈、诫勉谈话等制度，并针对发现
的共性问题和监管“漏洞”，制定完善了
“村级集体‘三资’清理处置和财务处理
办法”等27项制度，把权力“锁”进制度
的“笼子”。

使“蝇贪”“蚁贪”无所遁形

炎陵念好“三道加法”紧箍咒

大祥区构建城管新模式
实施网格化管理，执法效率提高220%

临武县力推金融大扶贫
浦发村镇银行首批468户2340万元扶贫资金发放到位

元旦小长假，游人“嗨翻天”

长沙二环线
隔音屏工程完成

1月2日， 长沙市西二环线桐
梓坡跨线桥， 机动车从新安装的
隔音屏旁经过。 该市二环线13座
桥梁隔音屏工程自去年9月动工，
共安装11220米隔音屏。新安装的
隔音屏结构更稳固，更简洁美观。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建国

“加油，加油！”2016年12月31日，江华瑶族
自治县涔天河镇水东村宽阔的晒谷坪上，10多
名游客滚着铁环，奋力向前。长沙游客李先前
开心地说：“我们仿佛又回到了30多年前的少
年时光。”

水东村离江华县城9公里， 村落依山傍水，
有至今保存完好的清代古民居建筑群， 还有天
岩井、雷公井、五将军岭等景点，并有10支瑶文
化表演队。

村支书王清德介绍：“以前， 我们守着旅游

资源不知道开发。2016年以来， 在县里指导下，
我们投资50万元完善基础设施。同时，把当地民
俗风情等开发成旅游产品， 游人越来越多。”元
旦小长假，该村推出了打糍粑、打陀螺、滚铁环
等游客参与项目。

不知不觉到了中午， 热情好客的村民们身
着瑶族节日盛装，在古建筑间摆起长席，端上原
汁原味的瑶家美食。“献歌敬酒喽！”瑶家阿妹三

五成群，唱着喜庆的瑶歌，依次向游客们敬酒，
欢声笑语远远传开。

旅游业兴起，最开心的是村民们。村民王德
彪家的“瑶家客栈”早已客满，他告诉记者：“今
天有1500多元收入。” 村民李二梅说：“今天，我
的小卖部有1200多元纯收入。”

当地旅游部门统计，当天，水东村接待游客
近1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