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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的经济最活跃、 哪里的党员最集

中、哪里的矛盾最突出，就把党的阵地建到哪
里。”咸嘉湖街道工委书记李群素介绍，近年
来，街道工委把服务作为基层党建的“底色”，
打造由“1个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加N个社区（小
区、两新组织）党群服务站”组成的“1+N”的
党群服务阵地，推动党建工作在小区、社区、
楼宇全覆盖，筑牢党建工作的“主心骨”。

如今，在这个占地2.8平方公里、居民接近
8万人、 中小微企业超过2100家的繁华街道，

“党味”浓，“人情味”更浓。
穿梭在咸嘉湖街道的党群服务中心和各

个党群服务站， 记者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好
找”： 党群服务站或位于小区的中心位置、或

紧邻繁华的城市主干道、或占据写字楼的“黄
金楼层”，门口挂着鲜艳的党徽，共产党员“亮
出身份”在岗值班，一眼就能找到。

街道党建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除了设在
专栋的党群服务中心外， 每个党群服务站的
选址和布置，都有讲究。

针对大量单位人变成社区人的情况，咸
嘉湖街道利用小区的闲置区域如架空层、空
门面等，搭建功能齐全的服务站点，打造党员
的“15分钟组织生活圈”；针对人数相对集中
的楼宇党组织， 街道在楼道间设立舒适大气
的服务阵地，为党员提供“足不出栋”的组织

“娘家”；针对覆盖面广、党员流动性大的“两
新”组织党组织，街道在临街商铺内划出充足
的活动区域，打造“共建共享”的“邻里中心”。

利用党群服务站， 就近就便开设党员学
习“微课堂”，党员不出小区、不出楼栋，便可

参加学习、活动。
曾经的“口袋党员”孙形洪，在咸嘉湖街

道河西王府井楼宇党群服务站找到了“娘家”
的感觉。

“回忆入党那一天”“习总书记的话语记心
头”“党章党徽赠送活动” ……每月一次的主题
党日严肃活泼；乐在“骑”中自行车赛、书香阅读

“朗读者时间” ……不定期的党员活动丰富多
彩；不仅如此，30余家企业的党员，都可以共享
楼宇党群服务站的中心服务区、党员休息区、活
动室等平台，同时还能在“家门口”享受党组织
关系转接、党费收缴等多项党建服务。

“现在，参加活动更加便捷了，互相之间
更加熟悉了，活动更加丰富了，感情更加深厚
了。”党员们如是说。

一个个党群服务站， 不仅成了党员教育
的“加油站”，也架起了党群交流的“连心桥”。

钢筋水泥， 高楼广厦， 小区楼里的你我
他，即便门对门地住着，也常常互不相识。但
在咸嘉湖街道高鑫麓城小区， 党群服务站正
在让越来越多的人打成一片。

放学回来的孩子们在“四点半课堂”嬉戏玩
耍；爱下棋的爷爷们“杀”得不亦乐乎；腿脚不便
的奶奶们一边闲聊一边任由中医理疗师按摩；无
职党员们聚在一起收看专题政论片……下午3
时的高鑫麓城街区党群服务站，格外热闹。

白鹤咀社区党总支副书记万皓思介绍，
在小区物业公司党支部的大力支持下， 社区
党总支把高鑫麓城小区800多平方米的架空
层，装修改造成为了党员学习教育基地、志愿
服务基地和居民活动阵地。小区直管党员、在
职党员、流动党员、党代表等每天轮流值班，
居民的任何问题、 需求和意见都可向服务站
反映，值班党员会做好记录上报党支部后，再

由党员志愿者自由认领服务。
在党群服务站“正能量”的感染下，街道

辖区内的一批企业、社会党组织也开始走出
楼宇，走进社区，提供专业的新型公益社会
服务。

茉莉花国际酒店党支部的党员志愿者来
到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孤残人士身边，
通过购买画作和手工艺品的方式， 鼓励他们
自食其力；银谷联盟“教育派”党支部连续多
年组织青少年主题夏令营，组织开展“两型”

“美德少年”等寓教于乐的活动，深受好评。
在咸嘉湖街道，“1+N” 党群服务平台有

效整合区域内党建、行政和社会等资源，为党
员群众提供集党建、经济、城管、综治、群团、
志愿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 大到为单位解
决用工需求，小到为老人剪发、送餐等，一个
个“小站点”，实现了党建“大服务”。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唐旭东 袁武华）今天，从江华瑶族
自治县贝江乡搬到江华县城四联移民安置
点的赵斌动情地告诉记者， 扶贫搬迁让他
过上了幸福生活。 江华县城四联移民安置
点的扶贫搬迁正是在农发行湖南分行的支
持下顺利开展的。“十三五”期间，农发行湖
南分行计划投放15亿元支持江华瑶族自治
县打赢脱贫攻坚战。

农发行湖南分行行长张勇介绍， 为助
力湖南脱贫攻坚工作， 该行分别与省发改
委签订《金融支持湖南省易地扶贫搬迁合
作框架协议》，与省扶贫办联合制定《湖南

省农业政策性金融精准扶贫实施方案》，与
全省51个贫困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明确
在易地搬迁、旅游扶贫、光伏扶贫、产业扶
贫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近3年农发行湖南
分行已累计审批各类精准扶贫项目贷款
494.69亿元， 支持贫困地区基金项目172
个， 今年前三季度已累计投放扶贫贷款
184.76亿元。到9月底，农发行湖南分行精准
扶贫贷款余额553.61亿元，占全行各项贷款
32.07%， 占全省金融机构精准扶贫贷款余
额近40%。

脱贫攻坚，金融是“活水”。从2015年
到目前，农发行湖南分行已累计投放易地

扶贫搬迁专项贷款60.37亿元； 投放涉农
棚户区改造精准扶贫贷款125.91亿元；投
放水利精准扶贫贷款75.08亿元， 重点支
持贫困地区重大水利项目建设；投放贫困
地区其他基础设施精准扶贫项目贷款
100.66亿元。

支持产业扶贫，铺就“造血”之路。支持
茶陵等地探索“政府+企业+农户”产业扶贫
模式， 与省工商联等部门签订“万企帮万
村”合作协议，支持安化县黑茶产业园区建
设， 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增收和贫困地区产
业聚合发展。到今年10月份，农发行湖南分
行已累计投放产业扶贫贷款127.51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冷冰 徐宏勋

国庆长假里, 长沙县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
游人如织。坐在自家白墙灰檐的联排别墅里，浔
龙河村村民黄建国喜上眉梢：“以前靠种田，一
年下来仅能解决温饱。现在土地流转有收入、村
里产业有分红，别墅一楼租给城市创客，每月还
有2000元以上租金。儿子、儿媳还成了村里的
产业工人，年收入10万元以上。”

浔龙河村距长沙县县城星沙镇15公里。
这里城中有村，村中有城。既有城市的繁华，又
有乡村的宁静。而8年前，这里却是贫穷偏僻之
地，2009年，该村仍是省级贫困村，“七山两水
一分田”，村民祖祖辈辈的梦想就是摆脱贫穷。

正当村民思考如何冲破贫穷的藩篱时，一
位怀揣雄心壮志的企业家开始酝酿一场改天
换地的农村建设变革。他，就是浔龙河村党总
支第一书记、湖南浔龙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柳中辉。

柳中辉生于斯长于斯，1999年走出山村
创业，数年摸爬滚打，积累了雄厚资本。2009
年，他毅然回村，担任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决心
为农民筑梦，改变父老乡亲命运。

这里毗邻“国歌之父”田汉故里，人文底
蕴深厚；这里环境优美，有着纯天然的青山
绿水。乘当时国家政策东风，柳中辉认为浔
龙河的出路在于新型城镇化。但新型城镇化
建设坚决不能走原来资本对乡村资源的掠
夺性开发之路，也不能走企业发展与农民发
展的对立之路。

农民的利益必须放在首位，让他们充分享
受发展中的各种资源、政策的红利，有更多的
获得感。

“浔龙河式的新型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
化。要让老百姓怀有共同愿景，就必须有一个
民主、公开、透明、易于操作的法规程序，那就
是全民公投。”柳中辉的设想征得了村民同意，
也得到上级支持。

湖南省首个市场资本投资城乡一体化建
设试点项目由此大刀阔斧地展开。

根据规划，村民住房需全部拆迁，实现集中
居住。村民原有住房拆迁后，可凭宅基地使用权

置换一套新房。通过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推动村
民实行集中居住，是浔龙河村土地改革的亮点。

自2009年启动建设以来， 项目从盘活乡
村资源和促进民生两部分入手，率先破题城乡
发展瓶颈，形成了“生态产业、文化产业、教育
产业、旅游产业、康养产业”五大特色产业有机
结合、相容并生的产业布局。

如今， 一期一批80栋村民安置房拔地而
起，好呷街、民宿街、农创街等亮丽绽放，村民
喜搬新家。

数载耕耘，地覆天翻。近几年，浔龙河项目
已累计完成产业投资8亿元。五大特色产业齐驱
并进，一个颇具民俗风情的艺术小镇初具规模。

———生态产业方面， 已流转当地农田、果
园、山地等共1.2万多亩，发展成为高标准的蔬
菜生产种植基地。

———旅游产业方面，已成功举办“麦咭音
乐节”、春节灯展、樱花节等活动，成为长沙市
近郊休闲游重要目的地， 高峰日游客量达2万
余人次。

———文化产业方面，成为湖南金鹰卡通频
道《嘭！发射》等节目的拍摄录制基地，园区正
在筹建田汉生态大剧院、 田汉戏剧文化小镇
等， 并致力于以浔龙河创客孵化平台为载体，
打造中国首个万亩生态艺术众创空间。

———教育产业，已引进北师大长沙附属学
校，培育园区教育产业引擎，以期最终形成融
基础教育、素质教育、职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
性教育示范园。

———康养产业方面，依山就势进行布局和
建设，逐步打造“乡村宜居、养生养老、健康休
闲”产品体系。

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建设是大手笔———
项目规划占地面积14700余亩， 计划总投资
140亿元，已被列为湖南省重点项目、湖南省
两型示范项目等，浔龙河村获评全国生态宜居
示范村， 并确定为2017年度全国文明村推荐
村。目前，各产业已安置当地村民劳动力就业
200余人，人均年增收5至8万元。

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已进入大建设、大发
展时期，一幅生态、新型、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画卷正华丽舒展……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张栋

新修改的《巡视工作条例》，其中一个
重点和亮点就是“深化政治巡视”。在巡视
实践中，如何体现深化政治巡视的要求，彰
显巡视利剑作用？

“概括起来讲，就是要以‘四个意识’为
政治标杆，牢牢把握政治方向，突出巡视监
督重点，着力查找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
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的问题。”近日，省
委第四巡视组组长孙剑霖在接受湖南日报
记者采访时说，随着政治巡视的不断深化，
要求在方式方法上，必须有所创新和突破，
真正做到“盯准”“盯实”“盯紧”。

“在发现问题环节， 务必提高政治站
位，做到‘三个结合’‘盯准’问题。”孙剑霖
说，在发现问题环节，不光要看到问题，更
要盯准问题。这就需要提高政治站位，找准

突破口和切入点， 善于从政治上查找和分
析问题，具体要做到“三个结合”：与深刻理
解“五大发展理念”和“四个全面”战略结合
起来，把握政治高度；与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 把握
思想深度； 与深入学习党章党规党纪结合
起来，把握巡视尺度。

“在深入了解环节， 注重压实政治责
任，践行‘三见’要求“盯实”问题。”孙剑霖
介绍，在深入了解环节，关键是坐实问题，
精准高效是要求、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要
敢于较真碰硬，善于调校聚焦，做到见人见
事见细节。要在监督对象上，见人———突出
“关键少数”；要在监督重点上，见事———突
出典型问题；要在方式方法上，见细节———
突出事实数据。同时，在巡视组发现问题的
基础上，还要善于做到“三借”，即：借力派
驻机构改革的成果， 充分发挥相关纪检组

“不走的巡视组”探头作用；借用各类专项
检查的成果， 综合研判被巡视单位的政治
生态； 借调专业技术的力量， 既当“快枪
手”，又当“狙击手”，打好攻坚战和机动战。

“在推动整改环节，着力强调政治效
果，做到‘四要四突出’‘盯紧’问题。”孙
剑霖表示， 推动巡视整改是一项政治任
务，也是巡视工作的目的意义所在，必须
注重政治效果，切实做到触及灵魂、突出
党性原则，一针见血、突出震慑效果，立
行立改、突出遏制作用，举一反三、突出
长效机制。在操作层面，要特别注重把好
整个整改过程的“四单”操作关，以问题
为导向、列出“清单”，以任务为目标、分
解“派单”，以督查为抓手、对好“账单”，
以民主评议为依据、销号“埋单”，以扎实
的巡视整改成效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和获得感。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黄妙 刘毅

“没想到我一个月也能挣这么多钱！”
10月12日，在娄底市娄星区双江乡清桥村，
50岁的肢残贫困户龚建军领到3000元工
资后，笑得合不拢嘴。这是该村70户贫困户
勤劳致富的一个缩影。

“白鹅出栏一批4000只，收入19万元，
第二批正在出售；存栏黄牛65头、土鸡850
只、黑山羊22只……”在村部办公室的“脱
贫作战图”上，展示着这个省级贫困村产业
扶贫的成绩单。

清桥村平均海拔650米以上， 山多地
少，村民增收渠道狭窄。2016年，原清桥、企
石、佳仑3个村合并成今天的清桥村。娄星
区财政局、区人武部派出工作队驻村扶贫。
一定要让清桥村人过上好日子！ 村支两委
和扶贫工作队踌躇满志。

如何带领村民脱贫？通过堂屋会、路边

会、党员代表会、小组长会、各界代表会，并
开展深度调研和论证， 扶贫工作队和村支
两委决定：靠山吃山，发展规模养殖业，重
点养殖白鹅。

村里对70户201名贫困人口实施“一户
一策”：有劳动能力不愿养殖的，进行劳务
输出；愿意零散养殖的，免费送幼仔，并无
偿提供技术； 愿意参与规模养殖的， 采取
“公司+农户”或“公司+入股+务工”的方式
实施帮扶。

去年下半年， 村里建起了第一个合作
社———白鹅养殖合作社，养殖白鹅5000只。
贫困户以财政扶贫资金入股， 还可申请扶
贫小额信用贷款增加股份， 年底根据金额
保底分红。入股贫困户经培训合格后，还可
参与合作社的生产和管理， 解决劳动就业
问题。

“我在合作社入了股，又在这里务工，
有两份收入。”贫困户龚建军对村里的脱贫

计划赞不绝口。但就在今年初，这个50岁的
汉子还愁眉不展。父亲患尿毒症去世，欠下
3万多元的债务；一对双胞胎女儿正在读初
中， 妻子外出打工后杳无音信。 他告诉记
者：“分红加工资， 到今年底我就可以把债
还清了！”

纯生态产品是市场的香饽饽。 清桥村
的白鹅一上市就脱销， 还有许多客户提前
预订。去年，该村共出栏白鹅5000只、肉牛
50头，收入130万元，其中有32户贫困户一
年的“分红+工资”就有5万元。

尝到甜头的清桥村人，思路、眼界也越
来越大。2017年，他们成立清桥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新建了3个养殖基地，从单一的养
鹅拓展到养牛、养鸡、养羊。

“按现有存栏量和订单数计算，今年全
村养殖业可实现收入200万元以上，全村整
体脱贫摘帽不是问题。”村党总支书记廖庆
丰信心满满地说。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蒋丹）今天开始，新一轮阴雨天气在湖南
展开， 这样的绵绵阴雨天气将一直持续至19
日前后。受不断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19日
前湖南气温整体偏低， 大部分地区寒露风持
续，提醒农户加强田间管理，公众需注意保暖。

10月9日开始，受强冷空气影响，我省出
现了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程，湘西、湘中以北
大部分地区达到轻度寒露风标准。省气象台预

计，16日至17日， 省内大部地区有小雨；18日
至19日白天以阴雨相间天气为主。期间由于冷
空气还会不断补充南下，省内气温仍然维持在
偏低水平，大部地区寒露风持续。

气象专家提醒， 未来三四天湖南多阴雨天
气，气温持续走低，公众需注意保暖，谨防感冒。
此外， 农户需注意防范低温阴雨及大风对农业
生产的不利影响，目前棉花处于吐絮收花期，需
及时采摘，尽可能防止降水影响棉絮品质。

农发行支持湖南精准扶贫显身手
与51个贫困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前三季度投放扶贫贷款184.76亿元

深化政治巡视要“盯准”“盯实”“盯紧”
———专访省委第四巡视组组长孙剑霖

浔龙河：
为农民筑梦
———“小村故事”之十三

何淼玲

数次路过浔龙河村，它的美，如惊鸿一瞥，
来不及细细品味。

这次来此采访，走走停停，终于一睹芳容。
给我最深的感受是： 资本带着温度和感情下
乡，原汁原味的乡愁得到很好保护。

浔龙河项目已进入大规模开发建设期，方
兴未艾，热火朝天。据了解，该项目规划占地面
积14700余亩， 但核心开发区只有两三千亩。穿
行其间，你会发现，大多数建筑依山就势，而非
逢山开路，最大程度保护了原生态的山山水水。

中央在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 城镇化要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
愁是什么？是世代相传的共同记忆，是深入骨髓
与血脉的基因。“记得住乡愁”，就是人们能否在
居住环境里有认同感、幸福感和归属感。在浔龙
河， 资本带着温度和感情下乡， 进行保护性开
发，城中有村，村中有城；闹中求静，动静相宜，
让村民诗意地栖居，让乡愁得以保留和延续。

来浔龙河走走吧， 闻一闻醇厚的泥土芳
香，看一看夕阳西下时老牛悠悠地吃草，注目
薄暮中从农家升起的袅袅炊烟，欣赏多彩多姿
的当地民俗，你能体会到天人合一的妙境。

清桥“脱贫曲”

■记者手记

留住乡愁，让资本带着温度和感情下乡

� � � �长沙县果园镇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 通讯员 摄

冷空气南下气温低迷
湘西、湘中以北需防寒露风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服装产业
助脱贫
10月13日， 桂东县

增口创业园曹氏服装纺
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技术主管指导贫困户工
人制作服装。 该公司年
生产牛仔服装200万件
（套）， 产品畅销欧美等
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
公司招纳了当地231名
贫困人员进厂就业，帮
助农民在家门口实现脱
贫致富。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贯彻新《条例》 巡视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