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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方强

6月27日，在湘江源头蓝山县紫良瑶
族乡竹林村， 中河水坝上的生态基流孔
被堵塞了， 村党支部书记詹湘民和几名
党员很快跳进水坝进行疏通。据了解，该
村党支部带领干部群众10年接力守护湘
江源头，确保了一弯清水北上。

据《水经注·潇水》记载，竹林村野狗
岭一带是潇水发源地。 潇水是湘江干流

上游段，潇水源头就是湘江源头。 起初，
竹林村村民并没认识到这片水源的宝
贵，乱倒垃圾、乱排污水、乱采砂石现象
不时发生。

生在源头、 长在源头， 怎能不爱护源
头？ 2008年，时任竹林村党支部书记胡友
生定下村规：严禁任何破坏水源的行为，严
禁乱砍滥伐，党员干部带头轮流巡河。

“守护湘江源头，支部有责！ ”2011
年，接力棒交到了詹湘民手里。詹湘民发
挥村党支部堡垒作用，并完善村规民约：

严禁村民往河边、路边倾倒生活垃圾，所
有生活垃圾运至垃圾填埋场集中处理。
还组建党员干部义务保洁巡逻队， 每周
清理一次河道垃圾。

2013年5月20日， 竹林村野狗岭被
水利部、 国务院水利普查办认定为湘江
源头。村党支部守护源头的劲头更足了，
每天组织党员干部巡河一次， 节假日和
旅游高峰期增至两次。

在党员干部带动下， 竹林村村民环
保意识越来越强， 往河里乱扔垃圾的越

来越少，一些村民还主动担任巡河员。
慕名而来的游客， 带火了当地的农

家乐、民宿业与土特产销售，竹林村吃上
生态旅游饭的村民越来越多。 他们感激
地说，多亏了村里的党员干部，让大家端
上了“金饭碗”。

目前， 湘江源头水质达到了国家Ⅰ
类标准。 村党支部用竹管架设湘江源头
水直饮点，方便游客饮用。

“湘江源头水真甜，我要带一瓶回去
给家人尝尝。 ”来自长沙的游客黄先生说。

双牌将建大熊猫基地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耀东 潘

芳）今天，记者从双牌县政府获悉，双牌县政府与光大成贤
（福建）建设有限公司在北京就阳明山旅游综合开发项目签
约，双方将开展长期合作，在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建设中国
大熊猫饲养管理和公众教育基地等。

据了解，目前，我国养殖大熊猫布点共14个，华中地区
尚无大熊猫养殖基地。 双牌县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属南岭
支脉，处于华南、华东、华中三大植物区系交汇点，动植物资
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98%，有云豹、白鹇、红腹锦鸡等国家
保护动植物101种，历史上曾有大熊猫分布。 在阳明山国家
森林公园建设华中地区第一个大熊猫养殖基地， 辐射区域
人口可达3000万人以上，具有稳定游客客源，既可促进大熊
猫种群迁地保护，又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长沙县政协委员
“微建议”发挥大作用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通讯员 刘丹青

近日，长沙县政协委员孟湘说提出了《关于延长县妇幼
保健院前人行红绿灯时间的建议》。 这条不到200字的微建
议，由县政协审核后，交由县交警大队处理。县交警大队很快
去现场勘查，并采取优化信号灯配时、增设行人二次过街安
全岛、设置待驶区等措施，有效消除了安全隐患。

据了解，“湖南政协云”去年1月开设“微建议”栏目后，得到长
沙县政协委员积极关注和参与，一条条聚焦民生、关注群众身边
具体问题的“微建议”在政协云上汇集：路口过街设施是否合理，
公交站亭管理是否规范，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是否到位……长
沙县各级政协委员针对群众关心的一些具体问题，通过“湖南政
协云”平台提出建议，经审核后，交由当地有关部门处理。

长沙县政协委员徐广群在一次去乘飞机时发现，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的卫生间内蹲便器冲水开关没有明显提醒标识，
感应水龙头也有一些人不会用， 建议增加简单提示或示意
图。 其建议得到省、市、县政协重视。 省政协将其建议直接反
映给了省机场管理局，问题已得到积极处理。

目前，长沙县政协共收到“微建议”39条，其中上报省、
市政协处理12条，县本级受理21条（有15条已得到相关部门
答复，6条正在办理中）；另外6条因不符合受理标准，县政协
进行了“不予受理”回复并说明了原因。

武陵区选派干部
基层挂职获双赢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马贺鹏 贾泽远 )“坚持党的群
众路线， 能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不
足，让工作更细更实更有成效。 ”今天，
常德市武陵区棚改办工作人员敬涛在
其工作日记里写下他在永安街道庆丰
社区挂职7个月的深刻感悟。

去年底，为加强机关与基层的联系，
培养锻炼一批机关党员干部， 夯实党建
工作基础，武陵区选派了127名年轻干部
到村(社区)挂职一年，敬涛是其中之一。
他们在挂职社区党组织领导下， 参加当
地党风廉政建设、社区建设、脱贫攻坚等
工作。 这些到基层挂职的年轻干部，成为
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活动共办的区域化
党建“传感器”，不仅自己锻炼了才干，也
把单位的党建资源带入基层党组织，使
基层党组织更好服务群众， 实现了干部
成长与基层党建提质双赢。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黎罗清 艾杰）日前，对群众反映岳
阳楼区白水及磨子山拆迁项目的问题线
索，岳阳市纪委监委抽调精干力量，对举
报的合伙骗取补偿款问题进行联合办
案， 查清了公职人员李某等17人的违纪
违法事实，对4名公职人员以涉嫌受贿罪
审查调查，现已移送检察机关起诉。这是

该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践行“一线
工作法”的缩影。

在今年2月26日召开的岳阳市市县
乡负责干部大会上，该市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刘和生提出， 深入改进干
部作风，大力倡导和推行“一线工作法”，
坚持问题在一线发现、矛盾在一线解决、
工作在一线推动、形象在一线树立，真正

做到沉在一线、干在一线。岳阳市纪委监
委认真践行“一线工作法”，坚持以问题
为导向，将重心放在基层，着力点放在基
层，打通监督执纪“最后一公里”。

目前， 该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已派
出80个监督检查小组进驻各类重点工作
现场， 发现党员干部不担当不作为的问
题线索465起。 同时，对各级各部门在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市重大决策部署责任落
实不到位的问题，严格实行“一案双查、
双向追责”，已问责党员干部92人，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84人。

涟水大讲堂
传播新思想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通讯员 杨卫

星 吴涛 记者 周俊）近日，涟源市湘剧
院“涟水大讲堂”第二课开讲，中央音乐
学院教授周海宏以“走进音乐的世界”
为主题，分享艺术与生活的魅力，吸引
众多群众到场聆听。

“涟水大讲堂”是涟源市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 推动文化惠民而打造的
公益性全民学习课堂，每两月举办一次，
邀请专家学者就政治、经济、文化、法治、
社会公德等进行专题讲座。 5月2日首场
开讲以来，受到当地干部群众欢迎。 涟源
市委书记谢学龙表示，要把“涟水大讲堂”
办成讴歌新时代、传播新思想的大讲堂，
提升文化品位，促进涟源发展。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杨坚 张振明 陈平）近日，新宁
县集中销毁一批非法采砂设备和违禁渔
具，其中吸砂设备16套、采砂船8艘、竹筏
21艘，电鱼机158台、地笼2156条、粘网
116条。

去年4月以来， 新宁县切实执行省1
号、2号、4号总河长令， 全力推进“河长

制”，深入开展河流生态综合治理，逐步
实现“河长治”。 县里建立县、乡镇、村三
级“河长制”组织网络体系，健全了河长
巡河常态化工作机制， 其中县第一总河
长、 总河长和副总河长巡河达122人次，
并且做到巡河“五有”，即有现场图片资
料、有巡河记录、有问题清单、有整改交
办单、有办理情况通报。 另外，如期对全

县159艘“僵尸船”实施拆解，完成遗留砂
石码头整治17处，建成汛期船舶停泊区6
处。

同时，新宁对破坏水域生态行为实
施严厉打击，一年多来出动执法车148
台、执法船40艘次、执法人员596人次。
除扣押、 收缴非法采砂设备和违禁渔
具外，放生渔获物316公斤，处理向河
道倾倒垃圾、渣土案8起，制止侵占河
道案件12起，立案查处5起，行政拘留3
人。

守护湘江之源 10年艰苦不辞

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
岳阳践行“一线工作法”，问责92人处分84人

新宁销毁非法采砂设备和违禁渔具

实施增殖放流
改善水域环境

6月29日，舂陵河嘉禾县坦
坪镇凌云村水域，志愿者与村民
一道放流鱼苗。 当天，该县开展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向舂陵
河投放鱼苗420万尾。

黄春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