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韶山市银田村育龄妇女陶娜到村部
办理二孩生育证时，便民服务员告诉她，这属
于村里便民服务站代办事项的范围。 工作人员
通过“映山红”村级服务平台，为她进行了在线
快办， 帮助她在规定时间内拿到了二孩生育
证。 以往，群众要到镇上才能办理的生育证，现
在直接可以在村部办理，这正是韶山市推行党
支部“五化”建设以来，党支部在管理服务党员
群众中所发生的变化。

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 只有筑牢基层堡
垒，才能汇聚万千民心。 优化设置是强化基层
组织建设的第一步。 在今年的村支两委换届
中，韶山严格程序、把紧关口，242 名新当选的
干部平均年龄下降至 46 岁， 大专以上学历达
到 50%左右，基层力量进一步充实。 同时，韶山
注重党员经常性教育培训，坚持打造“流动党
校”， 实行送教下村， 扎实开展农村党员冬春
训，党员素质进一步提升。

每个月 26 日，是韶山的党支部主题党日，
当天各党支部都按照“5+1”流程，即佩戴一枚
主席像章、诵读一篇主席诗词、歌唱一首红色
歌曲、分享一个红色故事、集中交纳一次党费、
开展一次主题活动，在充满庄重感和仪式感的
氛围中， 严肃认真地落实各项组织生活制度。
90 岁的老党员拄着拐杖、26 岁的年轻党员请
假赶来都是为了参加支部的主题党日。 今年以
来，韶山市共组织专题讨论 800 余次，专题党
课 300 余次， 主题党日已经成为落实三会一
课、民主评议等组织生活的重要载体，成为全
体党员的行动自觉和政治自觉。

增强党员素质，严格党员管理，党员的责
任意识明显增强。 在每一项中心工作中、每一
个重点项目上，都有党员攻坚队；在群众生命
财产受到威胁时，总是党员冲锋在前。 一个党
员就是一盏灯，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今年 6
月底的洪灾，杨林乡云源村党总支书记黄伟雄
不顾自己安危，冲进即将被泥石流贯穿的村民

家， 成功转移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和虚弱的产
妇； 韶山乡新联村党员刘石豪不顾丧妻之痛，
召集家人一起抗洪。 通过开展机关党员进社区
报到服务、“五心五民”、“一进二访”、争当“八个
先锋”等活动，推行“居民点单、社区下单、党员
接单”的服务新模式，大力开展以“共产党员示
范户”“党代表之家”挂牌，党员佩戴党徽为主
要内容的“两挂一戴”活动，建立 452 个“共产
党员示范岗”“示范户”“示范门店”“示范车”，不
断促使党员亮身份、 践承诺、 树形象。 全市
7000 多名党员佩戴党徽，亮明身份，联系帮扶
38个村（社区）、627个片（组）、4075户家庭，入
户帮扶走访 12000 余次，开展志愿服务 2 万余
次，解决实际问题 320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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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故里”阔步向前

———韶山市五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文 / 贺凌云 彭婷 图 /喻名才

“总是魂牵梦绕，总是流连忘返
……”一首《韶山，我永远的迷恋》，
唱出了多少人对伟人故里韶山的景
仰和神往。 南北贯通的省道、国道，
纵横交错的高速，缩地有术的高铁，
打开了韶山的通道， 拉近了韶山与
天南地北的距离。

漫步韶山城区，华灯新路，城楼
焕新，一座全新雅致的如画山城；徜
徉景区，名景升级，游人赏醉，文化
旅游红火旺盛； 行走乡村， 青山绿
水，稻浪叠金，仿佛一幅色彩斑斓的
大地画布。 韶山，一座活力十足、美
轮美奂、 满载幸福的新城展现在世
人面前。 今日韶山，正朝着建设世界
知名旅游目的地的目标，砥砺奋进，
阔步向前，“伟人故里” 这张靓丽的
“红色名片”更加熠熠闪光。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的韶山， 风和日丽，
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人们汇聚在伟人故里，接
受红色文化的洗礼，共庆祖国华诞。 10 月 1 日
-8日，韶山各旅游景点共迎来了 68.04 万人次
的游客。

游人们有的参观核心景区，重温毛主席学
习和革命实践的光辉历程；有的观看大型实景
演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领悟红色文化磅礴
的气势与无限的魅力；还有的选择漫步银田镇
古街，在浓浓绿意环绕下，游走于村落街巷，畅
享全新的田园风……今年 1-7 月，韶山各景点
接待游客 1235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3.62%；旅
游综合收入 34.12亿元，同比增长 30.46%。

作为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的重要一级，韶
山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外地游客到韶山旅游也
非常便利。 沪昆高铁、韶山高速、长韶娄高速让
这座山水新城成为现代交通枢纽，从韶山直抵
省会长沙只需要 40 分钟车程， 坐高铁 20 分
钟，与长沙黄花机场实现 1小时对接。 省道、外
环线、县乡公路在市内织就了一张覆盖城乡的
畅达路网。 韶山“外通内畅”的交通网络，极大
地缩短了与中心城市、重要景区的时空距离。

为破解旅游大巴随意停靠、景区交通拥堵、
私家车蜂拥而至等难题，韶山主动作为，于去年
３月启动了景区交通换乘。 换乘中心按照国家
５Ａ景区游客中心标准建设， 集停车、 交通换
乘、咨询、导览等功能于一体。 游客车辆驶入换
乘中心停靠后，游客可以选择步行、骑自行车或
乘坐环保车进入景区游览。 如今的韶山，景区秩
序井然，环境明显改善，面貌焕然一新。

韶山还将全域旅游与美丽乡村相结合，按
照“一村一景”的要求，充分考虑资源禀赋、文
化底蕴等实际， 着力培育地域特色和个性之

美， 将核心景区游客引向美丽乡村示范片
（点）。 近年来，先后开发了稻梦田园、御谷生态
等一批生态观光农业， 每年吸引 40 多万人次
观光、休闲旅游，带动了 3000 多名农民就业，
帮助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 180人脱贫。 韶山村
村民李定洪 2012 年牵头成立了福星地稻谷种
植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将并村前的原韶山村和
韶北村共 1200 余亩农田全部流转过来， 统一
规划，科学种植，把“春天油菜遍地黄，夏来荷
花映日红，秋到稻谷金灿灿，冬至田间采莲忙”
的四季美景定格在了这片红色圣地上。 李定
洪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的新路子，合作社种
植的生态“祖田米”，最贵的每斤卖到 198 元，
每年都被游客订购一空。 他成立的湖南韶之红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为现代农业、红色
旅游和科普教育基地，体验式、参与式的乡村
游已见雏形。

家住韶山乡韶阳村的沈听平身有残疾，
大儿子常年在外打工，小儿子患有精神障碍，
要靠他和老伴照顾。 很长一段时间里，沈听平
和老伴拿着每月 200 左右的低保勉强维持生
活，是村里典型的贫困户。

2015 年， 在村党支部的鼓励支持下，沈
听平开始尝试养蜂。 当年 8月试养了 6箱，年
底一算账，赚了 7000 多元。 他跟老伴觉得不
错，在韶山市扶贫办和合作社的帮助下，2016
年又扩大规模，养了十箱，年底赚了 1.5 万元。
如今家里原本欠的十多万也还了大部分，家
里还新装了一个净水器。 提起现在的生活，沈
听平信心十足：“多亏了政府的帮助， 现在就
和老伴在家里专心养蜂，日子越过越红火。 ”

古人云：“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
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 ”过去的五年，韶

山市委、 市政府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着力解决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增进
民生福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屡屡获得群
众“点赞”。

该市按照市级领导联乡联户、 市直部门
包村联户、乡镇干部驻村（社区）联户、村（社
区）干部按片联户、普通党员分组联户的“五
联户”网格布局，全市 6000 多名党员联系帮
扶 38 个村（社区）、627 个片（组）、4075 户家
庭，实施以春送思路、夏送清凉、秋送学习、冬
送温暖为主要内容的“四季服务”活动，推行
“一册一卡一账”，即一本联系服务手册、一张
服务卡、一本联系服务台账，切实解决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与此同时，韶山还聚焦基层最急需、群众

最期盼解决的问题，选取就业、就医、上学、出
行、住房、饮水、用电、社会公共服务、文化健
身需求、环境保护等项目，建立《韶山市乡镇
惠民项目清单》，两年来共有 302 项群众身边
的小事、急事、难事列入其中，投入资金近 1.5
亿元。

韶山在全省率先实行 12 年免费教育，孩
子们受教育的机会更多更公平了； 深入推进
公立医院改革，废除“以药养医”，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覆盖率 76%， 老百姓看病更省钱更方
便了；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城镇、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34582 元、
22037元。

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市、 全国综治“长安
杯”、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国家知
识产权示范城市、 全省全面小康一类县达标
县市区行列……这一串串金灿灿的荣誉，不
仅是韶山这五年砥砺奋进的见证， 更是韶山
服务群众的点滴足迹。

办好民生实事 红色圣地幸福多

毛泽东广场 莫正德 摄

韶山城市小、人口少，该如何实现自身的
发展？“只有全面创新、深度开放，才能在发展
中抢占先机、赢得优势。 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是韶山实现跨越发展必由之路。 ”韶山
市委书记杨晓军的讲话指明了韶山经济发展
的方向。 通过优化创新环境，深入开展产学研
合作，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 完善高新区科技创业中心等科技服务平

台，加速了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韶山市去
年列为全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县。

位于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湘潭市
恒欣实业有限公司与湘潭大学合作建立全国
首家合作建立全国首家省级矿用井下乘人装
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省企业技术中心。
该公司公司主导产品为矿用架空乘人装置、无
极绳连续牵引车等，其产品市场不仅居国内前

列， 还远销海外市场， 公司拥有知识产权近
200项，荣获湖南省首届十大知识产权领军企
业、国家发明创业奖等殊荣。 2016年公司产值
达 1.2 亿元， 营业收入 9464 万元， 纳税 937
万元，利润 343万元。 湖南江冶机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与湘潭大学深度合作， 建立了再生
资源综合利用及铅锌等有色冶炼产学研合作
基地， 国内首个超净转化法废铅酸电池铅膏
回收新工艺技术专项课题实验室、 中试实验
室， 该公司今年在全国创新创业大赛中获优
胜企业奖。 2017年上半年，韶山完成规模工业
增加值 20.92 亿元，同比增长 7.3%；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完成 12.26 亿元， 占比 ＧＤＰ 比
重 35.02%,同比增长 8.75个百分点。

韶山市委副书记、 市长唐杰说：“我们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走绿色低碳发展
之路，以旅游产业发展为主导，着力构建科技
含量高、 资源消耗低、 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
构。 ”现在的韶山，已经成为了湖南首个绿色
GDP 评价改革试点城市，2016 年单位 GDP
能耗下降 5%。 韶山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优
势，通过文化旅游与工业、农业的融合发展，
加快产业推进。 景域集团、东方园林、中铁建
设投资集团等名企相继来韶投资兴业， 平里
村田园综合体等大项目成为加速韶山产业发
展进程，推进韶山大发展的重要支撑。

强化科技创新 绿色发展见成效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在刚
刚过去的国庆假期， 韶山各景点有一群身影
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身着红马夹，带着亲切的
笑容，耐心为游客指引道路、答疑解惑，细心
搀扶着老人上车、过马路，或是为游客递上一
杯杯温暖的茶水……他们就是韶山市“映山
红”志愿者。 近年来，韶山以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为抓手，不断提高市民素质，着力打造宜居

宜业宜游的幸福之城。 天空湛蓝纯净，街巷干
净整齐，车辆来往有序，人人文明礼让，邻里
和睦相处，志愿服务温暖贴心，韶山呈现出一
派文明和谐的景象。

“我是主席家乡人， 我为主席家乡添光
彩”“做谦恭有礼的韶山人”，红色文化滋育市
民文明理念。 作为伟人故里，韶山充分发挥
独特的资源优势，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
文化为内核，注重发挥文化的滋养涵育作用，
用人文精神增添城市魅力， 助推文明城市创
建。 通过开展向烈士敬献花篮、万人同唱东方
红等活动， 引导共产党员坚守信仰，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文明餐桌”
“文明旅游”“文明交通”“网络文明传播”“我
们的节日”“道德模范评选”，群众活动引导
市民崇德向善。 道德的光芒一次次绽放，引领
着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积极践行善行义举，在
全社会形成了人心向上、 人性向善的浓厚氛
围，市民群众得到了春风化雨般的德行滋养。

“楼房变漂亮了，马路变宽了，绿地面积
增加了，城市整修一新，韶山真的美了”。 座座
小区与花草树木相融， 条条道路与绿色屏障

相依，个个村社与生态文明相称，市民赞叹不
已。 韶山规范城区、景区主干道门店招牌，逐
步形成“一街一品、一城一景”的统一风格；对
城区主要街道和临街单位、 门店实施美化亮
化，为城区夜景增添色彩；清除了城市空中线
路，实现“三线”下地，提升了城市美感和品
位；完成了多条城市道路的提质改造，道路标
识、标牌、标线建设全部完成，规范公交停靠
点，道路交通环境不断优化。 优美的环境，优
良的秩序，带来文明大提升。 十载创建，韶山
文明之花盛开，处处绽放光芒。

中流击水三千里，扬帆破浪正当时。 大思
路，大手笔，大建设，站在活力发展与美好未
来的全新时空坐标上， 韶山正满怀豪情续写
新的华章，演绎新的精彩！

———来自湘潭市的报道之二十七

建设文明之城 全民参与热情高

“红色名片”熠熠闪光

筑牢党建堡垒 红色基因代代传

发展全域旅游 韶山风景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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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村党员为游客服务

城区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