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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坡村（原马溪冲村）村民杨必祥，在贵州
玉屏县田坪镇长冲垅村租了 40 多亩地种植
黑糯米。10月 18日，看着地里金黄的稻谷，杨
必祥内心充满了喜悦。

“走的是贵州的路，看的是湖南的山！ ”马
溪冲村和长冲垅村是湘黔两省边界众多相邻
的两个行政村之一， 这里地理位置犬牙交错、
界线模糊。

“要是在以前，我们哪敢去贵州租地。 ”杨
必祥说，主要是怕引起矛盾纠纷。 现在跨省租
地，是因为有了湘黔边界联合支部。

自 2011�年 4�月以来， 为了打破边界隔
阂，促进边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湘黔两省建
立了具有地域特色和组织特色的湘黔边界联
合支部。

2011 年 4�月，马溪冲村和长冲垅村结成
首个跨省联合村党支部，在不改变原有行政隶
属关系和村民户籍前提下，创造性建立支部联
建、村务联议、产业联合、设施联用、生活联谊

的“五联”工作机制，共谋致富路。
联合党支部成立后， 制定了两村村规民

约、议事协调、产业发展、纠纷调解、感情联谊
等实用管用规章制度，以制度促使双方深度融
合，抱团发展。

2013 年 4� 月，两村签订了《猫洞河接流
饮水协议》， 共同实施了 7�公里沟渠建设，满
足了两村 1800�亩农田的灌溉需求，改变了过
去“靠天吃饭”的现状。

新晃晃州镇洞坡村与贵州万山区夜郎村
也成立了联合党支部。“两村属‘插花之地’，容
易引发矛盾纠纷。 我们成立联合党支部，能减
少纠纷，大家虽然属于两个省，但生活上就像
一家人。 ”洞坡村村主任张长江说。

2015�年 8�月，新晃洞坡村与贵州夜郎村
联合支部通过实地考察，共同引进“千亩蜜枣”
种植基地。新晃目前和贵州建立了 3个联合支
部，创建产业合作组织 3 个，合作养殖出栏肉
牛 180 余头，发展油茶种植 100 亩，优质水稻

种植 400亩，烤烟 600亩。
联合党支部还共同维护边界稳定和谐，共

享社会综治信息， 建立定期通报和预警机制，
互为对方提供帮助和支持。

马溪冲村和长冲垅村成立的跨省联合村
党支部在长期实践中， 总结出矛盾纠纷调解
“3×3”工作模式，有效化解两村在水源、道路、
山林等方面的矛盾纠纷。 一次，两村村民因林
地边界产生纠纷， 随时可能发生群体性事件。
联合党支部成员公平公正地开展劝解和调解
工作，事件得以平息。据统计，联合党支部成立
至今，已成功处理跨省纠纷数十起，参与调解
率 100%，调解成功率 90%以上。

新晃大力推进“平安新晃”创建，与贵州周
边县市建立联打、联防、联调、联治、联创、联谊
“六联”工作机制，边界安定和谐。 社会治安进
一步好转，连续 12 年是省市社会管理综合治
理先进县，连续 8 年保持省级平安县，群众幸
福感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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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侗乡，幸福新晃！
湖南版图看上去是“人头形”，而新

晃侗族自治县正好在“鼻尖”上，南、西、
北三面分别与贵州省 5 个县区毗邻。 素
有“湘黔通衢”、“滇黔咽喉”之称。

全国生态示范县、卫生县城、人口和
计生优质服务县、科技进步县、民族团结
模范县，省级平安县、文明县城、园林县
城……新晃的众多身份中， 一个特殊的
身份即将大放异彩———湖南向西开放桥
头堡前沿阵地。

新晃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梁永泉
说， 怀化市委将新晃定位为湖南向西开
放桥头堡前沿阵地， 不是从简单的地理
位置来说， 而是希望新晃成为怀化乃至
湖南向西开放的一个窗口。 新晃应当是
怀化经济发展的一个增长极、 跨省经济
协作的一个示范园、 一个体制机制创新
的试验田。

目前， 新晃正积极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围绕怀化“一极两带”和
“一个中心，四个怀化 ”发展战略 ，坚持
“强工壮农、兴城活旅、生态和谐、协调发
展”的发展思路，以脱贫攻坚总揽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全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
会和谐，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努力建设湖南向西
开放桥头堡前沿阵地。

新晃清源药业科技有限公司这两年越做
越大。前几年，该公司的种植基地还局限在县
内， 如今业务已经扩散到贵州省铜仁市的万
山区、松桃、玉屏等区县。

“我们在铜仁市万山区有一个何首乌种
植基地。 ”公司总经理何开松说，业务越做越
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现在交通方便了。 以前
从位于晃州镇洞坡村的公司加工点到万山区
驱车要一个多小时， 如今驱车只要 20 分钟；
以前从加工点到贵州玉屏， 驱车要两三个小
时，现在选择 G242国道，耗时不到一小时。

和何开松一样， 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感受
到了交通便利带来的福利。

“向西开放，交通先行。 ”新晃交通运输局
党组书记、局长曾武俊说，今年新晃的交通建
设项目多、任务重，是“十一五”以来建设任务
最重的一年，也是打通交通建设瓶颈之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晃抢抓机遇，切实加
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现在穿境而过的
沪昆高速、沪昆高铁可直达北京、上海、广州、
昆明等地；G320 绕城线、G242、S341 等干线
公路，更是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内部交通网络；
新晃县城距离芷江机场和铜仁机场分别只有
30分钟、40分钟车程。

“今年，新晃有 71 条与贵州相接的村组
公路正在建设，年底打通。”曾武俊介绍。2017
年， 新晃对农村公路路网改善及提质改造工
程投资 2.41亿元。

“今年，新晃与贵州 5 个相邻的县区全部
实现通高速。 ”曾武俊站在地图前面介绍说。

目前该县国省干道通车里程达 305.252
公里、县乡公路通车里程达 642.112 公里，新

晃在湘黔边界以及东西部地区的交通枢纽地
位日益凸显。

2014 年 12 月 16 日，高铁新晃西站正式
运营，新晃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

高铁新晃西站副站长何增强介绍， 建站
以来， 开设的列车由原来 3 趟增加到现在的
23 趟，国庆、春节等节假日还会增开新晃西
至广州南的高峰往返列车 3趟。

“高铁开通后，物流快了，出行快了。 ”何
增强说，新晃黄牛肉全国有名，有不少乘客专
门从长沙坐高铁来新晃吃牛肉、购牛肉。高铁
的到来，改变了侗乡群众的生活方式，可以更
加舒适、便捷、安全地出行；高铁也改变了区
域经济格局，吸引外商、游客来到新晃。

交通便利了，新晃加速发展生态文化旅游
产业。依托新晃“山、水、文化、高铁”优势，打造
有一定影响的区域性“户外运动、生态休闲”的
旅游目的地，融入沪昆高铁旅游经济带，推进
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复合型发展。以侗民俗风
情旅游和生态绿色旅游为引领，突出平溪河流
域百里侗乡风情走廊、八江口温泉生态养生度
假、梅子坪现代农业观光、龙溪古镇、黄家垅森
林公园、夜郎大峡谷等景区建设。

新晃优化县城发展。以舞水为主轴，以高
铁进站公路、G320 绕城线、G242 新晃段、晃
山西路等城市主次干线为基础， 进一步拉伸
城市框架，扩大城市规模。 随着 G320绕城公
路的建设， 城区在原有基础上将扩容三分之
一。按照建设城北、发展城西、经营城东、完善
城南的思路，加快城北旅游休闲新城、城西黄
鳝垅新区和沙湾滨水新区、 城东现代物流中
心以及城南城市综合体建设。

行走在新晃省级工业集中区内， 一派生
机勃勃的景象。

梁永泉书记介绍， 新晃建设湖南向西开
放桥头堡前沿阵地，做好“排头兵”的角色，一
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成为投资洼地， 全面做
好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来新
晃调研时提出的“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营商成
本、服务企业发展”三篇文章和守住“生态环
境、安全生产、耕地红线”三条底线，积极打开
山门，以更优惠的政策、更诚挚的情感招商引
资。

新晃省级工业集中区和贵州大龙经济开
发区位于湘黔两省交界处，两园区隔路相望。

2012 年 6 月，新晃抓住湘黔两省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机遇， 创造性提出了建设
武陵山大(龙)新(晃)经济协作区的构想。 双方
签订了框架协议，明确在政策、规划、基础设
施、环保、产业、公共服务、治安管理、城镇建
设等 8个方面开展合作。 大（龙）新（晃）经济
协作示范园，已成为跨省“融园”协作的榜样。

大（龙）新（晃）经济协作示范园按照“政
策同等、发展同步、资源共享；规划一体布局，
基础设施一体对接，公共服务一体优化，就业
保障一体统筹，生态环境一体建设”的思路，
全力打造湘黔边界省际协作示范园。

“新晃合创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原材料全
部来自贵州。 新晃顺发铁合金有限公司在贵
州开设了分厂。 ”新晃省级工业集中区管委会
主任钟远华说，如今，两园区经济协作发展，
多个领域共建互通。

两园区定位不同，有竞争更有合作共赢。
钟远华介绍，以园区的规划建设为例，两园区
请一家公司做规划，全力共建“大(龙)新(晃)锰

钡产业集聚区”。 在建设规划上，双方的路网
已经打通，计划明年用水互补。

新晃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 去年新晃举办了中西部民族地区首届创
新创业大赛，共有 600多个项目参赛。 今年，
第二届创新创业大赛正在举行。

“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开创了招商引资、
创新创业新模式， 吸引和集聚更多技术、人
才、资金、项目等要素支持和服务新晃省级工
业集中区建设发展。 ”钟远华介绍。 湖南南松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中西部民族地区首届创
新创业大赛入园先锋企业。 该公司总投资
6500 万元，已形成日产手机玻璃盖板 3 万片
的产能。

做好“排头兵”，新晃打造产业高地。 新晃
一方面做强传统优势产业。 加强国家地理标志
品牌保护以及销售市场拓展，积极培育核心企
业带动行业健康发展。 同时培育新兴产业。 把
握市场需求变化和技术发展趋势，发展新能源
汽车、光伏发电、新材料等新兴产业。 突出发展
现代服务业，把电子商务打造成新晃加强产业
培育、服务实体经济、拓展发展平台的战略性
产业。

“强工”又“壮农”，新晃全面深化农业农
村各项改革，2016 年全县完成农林牧渔业增
加值 76334万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6732元，同比增长 12.1%。

5 年来，新晃大力发展新晃黄牛肉、龙脑
樟、侗藏红米等特色产业，入列全国肉牛标准
化养殖示范县，“侗藏红米种植系统”入列“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新晃黄牛肉、新晃龙
脑相继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获全国
首批、湖南首个国家地标产品保护示范区。

———新晃建设湖南向西开放桥头堡前沿阵地纪实

做好“排头兵”的角
色， 打造成为民生福地。
谈起民生事业，新晃侗族
自治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陆志前掰着手指数出了
多个第一：在全国率先建
立社会大关爱机制，实现
全县困难家庭及人员关
爱全覆盖；在全国第一个
实施免费午餐试点，并入
列第一批全国农村义务

教育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县；
在全市率先试点参合农民乡镇住

院医疗费用实行起付线后全报销，在全
省率先实行农村妇女免费分娩； 在全省率先
实行城乡无差别化的大病救助。

进一步加强民生托底，2016年 4月， 新晃
侗族自治县县委、 县政府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
《建立社会大关爱机制暂行办法》， 建立了一个
“求助有门、帮扶有章、关爱有效”的社会“大关
爱”机制，切实保障困难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

新晃集中优势教育卫生资源， 建设湘黔
边界教育高地和打造湘黔边界医疗中心。

新晃自 2011 年引入“免费午餐”爱心慈
善项目，被誉为全国“免费午餐第一县”，并被
中国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基金评为四周年
“执行最佳伙伴”、 五周年“最佳公益合作伙
伴”。 免费午餐基金累计投入 1886.71 万元持
续资助该县“免费午餐”工作，惠及全县农村

所有村小教学点、公办幼儿园、县职业中专师
生及其他所有农村学校教师 43109人次。

在新晃林冲镇卫生院， 挂着一块特殊的
牌子———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定点医疗机构。 10月 18日，来自贵州大
龙镇的高女士因为胃炎来到这住院。“主要是
因为离家近，而且这里的医疗技术也不错。 我
们在这住院的费用也可以报销。 ”她说。

林冲镇开通绿色便民服务。 政策上打通新
农合跨省报销绿色通道。 值班医生唐吕恩告诉
我们，来该院住院的患者，一半来自贵州。

新晃系湘黔边界最大商贸物流区， 也是
湘黔边界重要的工业与边贸城市， 边境贸易
发展繁荣。

“发展在大龙，消费在林冲”。 新晃林冲镇
的西、北与贵州省大龙经济开发区、玉屏县平
溪镇接壤，边贸流通业是该镇的产业之一。

来自邵东的周丰爱在林冲镇开了一家永
兴购物超市。“因为交通方便，周边贵州玉屏
县的大龙镇、 朱家场镇的老百姓都来我们的
农贸市场购物。 ”周丰爱说，超市三分之一的
顾客来自贵州。

“贵州的农产品卖到新晃，新晃的工业品、
服装、生活用品卖到贵州。 ”新晃经信科技和商
务粮食局局长杨顺焱说，为促进边贸发展，新晃
一方面推进市场建设，改进交易环境，对该县林
冲、凉伞等多个乡镇的边贸市场进行改扩建。另
一方面，推进物流体系建设，到村到组的水泥路
拉通，使物流更顺畅，服务更好。

交通先行 新 侗乡

跨省“融园” 成 榜样

创新管理 促 和谐
丰 富 多 彩

的民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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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新晃侗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