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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尹辉 张和生） 炎陵
县生态好、无污染、昼夜温差大，种
植出来的黄桃，松、脆、香、甜。 自7
月13日炎陵县委、 县政府在广州
市举办了炎陵黄桃珠三角上市发
布会后， 炎陵黄桃风靡珠三角，目
前收到的订单已逾50万公斤。

据悉， 炎陵县今年黄桃种
植面积达5.1万亩， 其中挂果面

积2.2万亩， 预计产量1.2万吨。
为了丰富广州发布会的活动，
扩大炎陵黄桃在珠三角的品牌
影响力， 炎陵县活动主办方早
在7月初， 便公开招募了10名羊
城超级桃迷， 在现场展开吃桃
争霸赛:每人分得4个大小均一的
黄桃， 看谁在最短时间内吃完。

广州发布会后， 该县还举
行了2018炎陵黄桃农商对接签

约仪式， 现场签约炎陵黄桃50
万公斤。 广州多家生鲜电商、
生鲜线下店也将于近日起销售
炎陵黄桃， 让爱吃炎陵黄桃的
广州市民一饱口福。

� � �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 （雷鸿涛
赵志高 刘辉霞）7月14日， 由洪
江市农业局主办的2018洪江市
黔阳黄桃节举行。这次节会为期
一天，吸引北京、长沙等地40余
家客商前来洽谈合作。

“种下黄桃树，收获‘黄金
果’。 ”黔阳黄桃曾获省名优特新
农副产品博览会金奖，在洪江市
栽种1.2万亩， 年产840万公斤，
年总产值8400万元。 近年来，洪
江市把黔阳黄桃列为扶贫项目
予以重点扶持， 已惠及贫困户

1600余户， 人均年增收1500元
以上。

黔城镇桃源村是黔阳黄桃
主产地之一，也是这次活动的分
会场。 该村现种黄桃1300余亩，
年产约130万公斤， 去年实现全
村脱贫摘帽。

节会期间， 举办了黔阳农
产品推介招商暨三地 （黔城、
长沙、 深圳） 联动黄桃推介会、
合作共赢签约仪式、 最美黄桃
擂台赛及“桃王” 公益拍卖等
活动。 当天， 洪江市市长张龚

参与拍摄的一段推广黔阳黄桃
的抖音小视频， 也在怀化朋友
圈“火” 了起来。 在这段长约
15秒的视频中， 5位市民和张龚
手持写有“黔阳黄桃”“个大”“肉
脆”“鲜香”“味甜”“世上黄桃千
千万，黔阳黄桃不一般”等字样
的纸条， 先后出场。 欢快的音
乐， 加上夸张的表情， 让视频
很受欢迎。

� � �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 （记者
王文 ）炎炎夏日，长沙市民在家
门口就能吃到正宗“宁夏沙漠
瓜”。 今天上午，宁夏中卫市中宁
县农牧局会同鸣沙镇政府、中宁
县文兴硒砂瓜营销专业合作社，
在长沙市渔人码头举行2018年
硒砂瓜品牌推介会，向湖南消费
者推介正宗“宁夏沙漠瓜”。

“富硒硒砂瓜”产自宁夏中
卫市，因当地独特的土壤、气候、

光照条件，使中卫硒砂瓜个大皮
厚、耐运输耐储存、果肉鲜红、甘
甜爽口，富含人体必需的微量元
素， 具有提高免疫力等功效，深
受广大消费者欢迎，成为2008年
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
会专供农产品，被吃瓜群众亲切
称为“宁夏沙漠瓜”。

据介绍，宁夏中卫硒砂瓜每
年4至5月种植，7至9月成熟；最
早成熟的是中宁产区白马乡和

鸣沙镇的硒砂瓜，7月初成熟。 现
在市场上到处都是贴了各种商
标的宁夏中卫硒砂瓜，那么如何
鉴别呢？ 中卫富硒硒砂瓜全面推
行“二标合一、一瓜一标、一年一
印”的质量追溯管理模式，商标
注明使用年份， 设定使用期限，
让消费者清楚了解到每一个硒
砂瓜的产地、 采摘日期等信息，
市民可以现场扫一扫西瓜上粘
贴的二维码标识辨别真伪。

木瓜丰收瓜农笑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黎治国

又到木瓜成熟时。 7月16日，在桑植
县走马坪白族乡前村坪村木瓜园内，500
多亩的木瓜长势喜人， 每一株木瓜树上
都挂满拳头大小、或青色或淡红的木瓜，
最多的一株树上有100多个木瓜，瓜农们
正忙着采摘。

“这是前年栽种的木瓜树，今年第一
次挂果，就实现了大丰收。 ”种植大户张
功礼乐呵呵地说，“看了挂满枝头的木瓜,
才知道什么叫硕果累累。 ”

木瓜果皮光滑，果肉厚实，甜美可口，
营养丰富，有“百益之果”“水果之皇”“万
寿瓜”之雅称。2015年，在张家界市中级人
民法院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村里提
出绿色产业兴村的新思路，时任村支书牵
头成立桑植县金凰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
社，带动村民规模种植木瓜，计划用3年时
间形成村里支柱产业。“1亩地栽种木瓜
200多株，利润可达到2000元，比种地划
算多了。 ”张功礼告诉记者，他已在自家25
亩山林、田地上全部种上木瓜，预计今年
产量可达2万公斤，收入能突破4万元。

“木瓜成熟后，除了由合作社统一收
购、销售外，还欢迎游
客前来采摘。”中午时
刻， 来前村坪木瓜基
地参观的游客渐
多。“哇，这么大的
木瓜呀 !” 来自桑
植县城科赛公司
的20多名游客开
着小车，顺着产业
道驶进木瓜园， 见到漫山遍野的木瓜发
出感慨。 他们在体验采摘乐趣的时候，不
时用手机拍照留影，流连忘返。

“屋前屋后，山坡岭上，凡是适合种
植木瓜的地方，全都种上了木瓜。 ”村党
总支副书记张青树说， 明年合作社将引
进产值更高的木瓜品种， 全村发展到
2000亩以上，打造出“一村一品”木瓜品
牌，形成“水果采摘+农家乐+民宿”乡村
旅游产业链。

� � �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朱小润 )“一定要加
强巡查力度， 严厉整治和查处对公
路两旁乱倒乱堆乱占用现象。 ”7月
15 日 ， 江 永 县 委 书 记 、S325 线
K20-K23段路长周立夫在环城路段
巡查时发现， 公路旁有倾倒的建筑
垃圾，立即组织有关人员，不到半天
时间，几十吨垃圾全部清理干净。

江永县有国、 省道83.544公里、
县道144.9公里，线长面广，原来只有
交通、公路局单一的部门管理，许多
方面的工作开展协调沟通很困难。
今年初，县里实施“路长制”， 采取政
府主导、部门联动、全民参与的管理
模式， 将道路管养由单一的部门管
理变为由“路长” 负责的综合管理。
全县62名副处级以上干部分别负责

管理了一段公路，担任“路长”。 县交
通、城管、公路、交警和公路沿线乡镇
党政负责人为“分路长”， 17家科局
单位共同参与，全面实施县、乡镇、村
三级路长制。各“路长”负责包干路段
沿线200米范围内的乡村振兴、产业
发展、项目建设、环境卫生等，对沿路
村庄路段进行“美丽乡村”公路建设，
让公路成为农民脱贫奔小康的致富
路。

该县“路长制”实施过程中，还结
合国、省干线“美丽公路”和农村“四
好公路”的建设，把辖区的干线公路
建设为美丽的绿色通道，把农村公路
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作为推动江
永县的旅游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一
项重要举措， 多部门联动在公路的
“建、管、护、运”上狠下功夫。

管理维护好乡村公路
江永县“路长制”发威

� � �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潘丰华）今天，在冷水江市中
连乡余元村刚建好的标准化卫生室
内， 乡村医生段勇正进行室内布置。
他感慨地说：“新的卫生室在设备和
药品配备上都进行了升级， 能够更
好地服务村民。 ”

近年来， 为进一步提升乡村医疗
服务水平，实现“小病不出村”目标，冷
水江以村级卫生室标准化建设为重
点，对村级卫生室实施全面升级，为农
村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同时，把村
卫生室标准化建设纳入重点民生实事
项目， 有序推进全市92个行政村卫生
室标准化建设工作， 年底将全面完成
“一村一个标准化卫生室” 建设任务。

目前， 全市50个标准化村卫生室建成
并投入使用，47名全科医生已进驻。

标准化村卫生室设置有诊断室、
治疗处置室、药房、观察室、公共卫生
服务室等功能室， 增设全科医生室；
以村委会公有用房和便民的原则进
行建设，由冷水江市财政按每个卫生
室4万元投入经费，实现了施工图纸、
建设规模、设施设备、标记标牌、管理
制度的全面统一。

通过标准化建设，冷水江在产权
上将村级卫生室由私有转为公有，使
村卫生室从个体行医为主转变为集
体公益性事业； 将乡村医生配备从
“赤脚医生”向全科医生转变，有效提
高乡村医疗水平。

提升乡村医疗水平
冷水江力保

“一村一个标准化卫生室”

� � �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邓利良）今天，宁乡市委宣传
部向媒体透露， 宁乡市市民之家综
合测绘窗口正式运行。 这标志着国
土、规划、建设3个部门测绘“三测合
一，一测多用”新体制全面实施，一般
建设工程项目测绘累计服务时间从
15天缩短到5天， 服务性收费减少
50%以上。

以往， 建设工程项目涉及地籍
房产测绘、规划测量、市政工程测量

等多个程序，分别由国土、规划、建设
等不同的部门管理，测绘标准要求自
成体系，各不相同。 一个项目从立项
到竣工验收， 要向3个部门申请最少
5次以上的测绘，费时费力效率低。

今后， 宁乡市将分散在国土、规
划、建设等部门的测绘事项统一整合
至国土部门，全面整合现有测绘机构
和人员，在市民之家统一设置测绘事
项综合服务窗口，实行“一次申请、一
次测绘、一次收费”全程一条龙服务。

宁乡市开放综合窗口
实现“三测合一”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李慧兰 吴碧波

7月14日，新邵县陈家坊镇富阳
村党支部书记石红叶再次来到村民
金春凤家，金春凤第一句话仍是为割
断水管的事道歉。石红叶安慰她：“我
们没有怪你，知错能改就是好事。 ”

原来，前段时间村委会在建设饮
水工程时， 水管经过金春凤的田地，
她一时冲动将水管割断。 通过村干
部做思想教育工作，金春凤认识到了
错误，并写了一份检讨书。后来，她的
这份检讨书被收入村里“一户一档”
档案袋。

富阳村地处县道旁， 靠近镇中
心，交通便利，运输业发达，村民普遍
过上了较为富裕的生活。 但以前由
于教育引导缺失，部分村民道德水平
不高， 不关心集体， 不热心公益。
2016年， 村里引进一个莲藕种植项
目， 但有几户村民宁愿让土地荒芜，
也不愿意流转出来。

去年5月，鸭塘、桥石、富阳三村
合并为富阳村，石红叶被选为村党支
部书记。 如何才能增强村民公德意
识、树立文明新风，推动村里各项事
业发展？ 这是石红叶日思夜想的问
题。“只有把村民文明行为与其切身
利益联系起来，他们才会有更多的认
同感。 ”石红叶和村党支部成员一起
商量，于去年底出台了“一户一档”扣
分考核制度。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为确
保公平公正，每次扣分时，具体扣分
分值由村民小组长、村协调委员会成

员、 村支两委班子成员共同商讨决
定。此外，将扣分公告进行张贴，还进
行广播。 值得一提的是，在各扣分项
目中，凡歧视、虐待老人及遗弃女婴
者，一律按扣5分顶格处理。

在富阳村村级活动中心三楼档
案室里，共陈列着886袋“一户一档”
档案，每个档案袋里都有各户人口信
息、户口簿复印件等资料。今年初，村
党支部、村委会将“一户一档”扣分考
核制度和村规民约一同印到挂历中，
发放到各家各户。

如今， 随着扣分考核制度的实
施，富阳村呈现出了文明新风尚。 村
民行为更规范、举止更文明了，村里
环境更整洁了， 邻里关系更融洽了。
今年65岁的村民罗爱之说， 以前大
家办红白喜事总有攀比心理，浪费好
多。 今年村里有好几户办红白喜事，
没有谁像以前那么大操大办了。

陈家坊镇副镇长、驻富阳村干部
黄卫城说：“村民们也更加配合工作
了，基层干部可以有更多精力去谋发
展、干实事了。 ”

目前，富阳村创办了富阳农业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富阳苗圃等5家企
业，解决村内劳力就业121人。 还建
成了目前邵阳市规模最大、现代化程
度最高的万头全智能全自动化富硒
生猪养殖基地，成立了富阳农民生猪
养殖专业合作社， 发展社员102人。
同时，利用养猪产生的沼气沼渣发展
富硒酥脆枣500亩、西瓜300亩、蔬菜
100亩，还扩建了苗圃、莲藕基地、葡
萄基地，富阳村乡村振兴呈现出美好
的前景。

乡村振兴纪实

实行“一户一档”扣分考核制度———

新邵富阳村劲吹文明新风

炎陵黄桃火爆珠三角
订单已逾50万公斤

洪江市举办黔阳黄桃节

长沙市民家门口能吃到正宗“宁夏沙漠瓜”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钟广宇 易露

占地种菜、 邻里不和、 低保不
公、道路不畅等大小矛盾，他们总能
化解! 在岳阳市岳阳楼区奇家岭街
道，活跃着这样一群人。 他们中有干
部、网格员、乡贤，更多的是普通党
员和居民， 是岳阳楼区社区居民自
治“群英断是非”中最活跃的音符。

“群英断是非”，如今成了岳阳
楼区居民交口称赞的社区自治“品
牌”。 7月12日，岳阳楼区奇家岭街道
办事处工委书记彭宪会称：“去年
来，街道通过‘群英断是非’化解矛
盾纠纷59起， 不少困扰居民多年的
老问题得到解决， 街道信访量同比
下降了56%。 ”

“群英”就在身边
奇家岭街道地处岳阳市城郊接

合处，占地种菜、环境卫生、用水用
电等民生问题曾经十分突出， 且迟
迟得不到及时回复与解决， 信访层
出不穷。

怎样改变这种困境？ 去年初，奇
家岭街道借力全区推进社区治理和
服务创新“三合一”工作，整合社区
党员议事会和居民议事会， 探索以

“网格”为单位，建立起“支部挂帅、
格格（网格员）点题、党员牵头、乡贤
助力、部门参与、群众满意”的“群英
断是非”社区共治模式。

学院路社区20多户居民在社区
空坪种菜，引发邻里纠纷。“社区到底
能不能种菜？ ”网格员将“麻纱”上报，
社区激活“群英断是非”，党总支牵头
组织普通党员、 居民和部门代表，通
过邻里辩是非、群众拉家常、干部讲
政策，意见渐渐往种菜污染环境一边
倒，种菜居民认识到不妥，后来主动
铲除菜地。 社区趁势而为，助其修复
地坪，环境变好了。 党员得到群众点
赞，社区工作得到居民认可。

“‘群英’ 生活在群众身边，人
熟、地熟、情况熟，居民也信得过。 ”
学院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孟谦坦言，
矛盾一出现，“群英” 能第一时间发
现和化解。

“是非”不出社区
“群英”如何把是非断准、断好？

奇家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安娜介
绍，矛盾出现时，“群英”采用矛盾纠
纷排查、群众诉求表达、事前统一思
想、事中“群英”共商、事后监督执行
等办法，将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
合，建立起居民自治机制。

“这里成了示范路，10多年没解
决的道路停车及拥堵问题终于解决
了。 ”老党员范家具领着记者到岳磁
街看成效。目前,道路交通秩序井然，
停车规范有序， 还有戴红袖章的志
愿者协助管理卫生、疏导交通。

岳磁街不宽但车流量大， 曾一
度成了居民吐槽的“问题路”。 去年，
为规范道路停车位，居民各执一词，
矛盾骤然升级。 街道启动“群英断是
非”， 由范家具等老党员召集网格
员、乡贤、居民代表，邀请城管、交通
等职能部门，大家一起共议、共评、
共断。 最后少数服从多数，问题得到
彻底解决。

“是非让各方来断， 干部只当
‘裁判员’，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让群
众引导群众， 避免了矛盾发酵而上
访。 ”范家具称，基本能做到“小事不
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和谐”共建共享
目前， 奇家岭街道将常规方式

难以形成共识与合力的重大决策、
重大分歧、重大事项等，纳入
“群英断是非”的范畴。以往因
低保救助不透明闹访不断，街
道引入“群英断是非”,将低保
申请户的情况摆上桌面，社

区、村按季度、分网格共同评议。 目
前街道低保户不增反降， 群众对干
部信任度也高了。

在治陋习等工作中， 社区老党
员发挥组织作用， 带领志愿者现身
说法，用家乡话宣传政策，居民乐于
接受。 街道将“群英断是非”模式运
用到项目征拆， 在全区率先完成学
院路周边等3个省定棚改项目征拆
清零任务。 通过“群英断是非”，过去
“拆不拆、建不建、种不种”等各方纠
缠不清的矛盾，在党员、乡贤正能量
影响下有了共识，避免了上访、打官
司， 解决了问题， 也增进了邻里互
信。 最近， 奇家岭街道出了一条新
闻，81岁的居民李巧云要求入党。 究
其原因，李巧云说,党组织有力量，社
区变和谐了， 想多为社区发展贡献
余热。

“群英断是非”推行后，上访者少
了，想当“主人”的多了。政府治理、社
会调节和居民自治形成良性互动，基
层工作人员能够集中精力谋发展、抓
发展，街道发展也日新月异。

岳阳楼区探索社区居民自治新模式———

“群英断是非”巧解“麻纱”

葡萄熟
采摘乐
7月16日， 通道侗

族自治县万佛山镇石壁
村果园， 游客在采摘葡
萄。近年，该村引入专业
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流转土地近1000亩发
展水果种植， 发展集观
光、采摘、休闲为一体的
乡村旅游， 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体验农事乐
趣。 刘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