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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通讯员 杨鑫

记者近日来到长沙市望城区， 看到
各小区内环境整洁优雅，公共设施完善，
居民和谐相处， 学雷锋志愿服务蔚然成
风，让人在寒冬中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
居民纷纷反映， 这跟望城区强化基层党
支部的工作密不可分。

今年来，望城区根据长沙市委“城市
基层党建年”相关工作部署，因地制宜推
进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 积极探索城市
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路径， 形成了
党员带头、居民自治的崭新模式。

党建+商圈市场：“红色引
擎”助推经营转型发展

接近年关， 望城区湾田商贸物流园
传来好消息：2018年园区税收超8000万
元，比去年提高了好几倍。

但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商户们缺乏内在凝聚力和协调性， 各自
为战，园区发展颇为艰难。

“本想扶持培育大商户带领散户转
型发展， 可发现他们之中很多人自身素
养不高，难担大任。”湾田商贸物流园党
委书记刘永红介绍， 后来园区中逐渐出
现产业联盟，以其中一家商户为龙头，而
龙头企业的负责人就是党员。

在此背景下， 园区决定将市场发展

与基层党建有机融合，于今年6月构建起
“1+3+N”党组织架构：“1”即湾田商贸
物流园党委，“3”指工、青、妇群团组织，
“N”则是符合条件的企业、商户、商协会
等建立的党组织，通过强化党建引领，将
党的工作覆盖到园区每个角落。

今年以来， 园区中涌现出一批优秀
党员商户， 他们带头建立起9个商户联
盟，加强行业自律、诚信经营、抱团发展，
经营几乎没有淡季。 党员商户们还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 组织开展“望城安居扶
贫”“湘西教育扶贫”等爱心公益活动20
余次。

党建+老旧小区 ：“领头
羊”牵引小区提质提档

走进高塘岭街道雷锋路社区， 只见
清新的花坛与古朴的亭台相映成趣，雷
锋屋里展示着雷锋照片， 白墙上图文并
茂的彩绘雷锋故事吸引人们驻足观看，
可谓“开门见绿、推窗见景、百米见园”。

“我们社区本是望城典型的老旧小
区，提质改造迫在眉睫。”雷锋路社区党
总支书记刘爱回忆， 然而提质改造一开
始并不被居民理解支持， 甚至有居民说
这是搞形象工程。

对此,社区挑选有声望、有能力、有
热情的老党员，请他们发挥余热，来当社
区工作的“领头羊”。72岁的楼栋长苏中

元，挨家挨户敲门，与群众拉家常、讲道理，
劝他们共建美丽家园；86岁的原望城县委
副书记冯正其， 提出将雷锋文化底蕴融入
小区规划设计，雷锋的“螺丝钉精神”等8个
故事跃然墙上……在老党员的带领下，小
区面貌焕然一新。

实际上，在望城各处，都有工作经验丰
富的老党员被聘请担任小区支部书记、业
委会顾问等，成为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定海
神针”。如百合湖滨小区离退休老党员杨乐
明、邓云季等经常参与小区重大问题讨论，
帮助解决物业管理纠纷等难题； 黄狮岭社
区的退休老党员们自发成立志愿巡防队，
排查解决安全隐患……他们还牵头成立
“邓爹爹工作室”“冯正爹工作室”等一批老
党员工作室， 动员更多党员群众参与到志
愿服务中来，实现基层自治。

党建+新建楼盘：四级联动
让人感受家的温暖

“党组织确实是在为我们百姓解决实
际困难啊！”月亮岛街道富基世纪公园小区
一居民感慨。 该小区是望城的一个新建楼
盘， 由于周边的谷山路、 新月路均还没拉
通， 因此规划设计的水网端口还没有全部
开设，电路也是临时用电。今年7月，楼盘入
住率突然猛增，加上持续高温，停电、停水
频发。

针对此问题， 小区党支部马上联合社

区党总支、业委会、开发商、物业公司召开
党建联席会议，找准问题根源，发现无法通
过自身力量解决， 便层层向上级反映。很
快，区委组织部联合电力、市政、自来水厂
等相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商定解决方案。
不到一个月，居民便用上了充足的水电。

望城作为省会最年轻的城区， 外来人
口与新建楼盘非常多，如何让“新望城人”
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该区大力推进“街道
工委-社区总支-小区支部-楼栋小组”四
级党组织构架，以成立单独党支部、联合党
支部、功能型党支部相结合的方式，将符合
条件的54个楼盘全部纳入党组织网络。同
时建立区、街道、社区、小区四级区域党建
联席会议制度，凝聚各方力量，构建起城市
党建共同体。

各基层党支部还对直管党员、 在职党
员、流动党员、离退休党员采取不同的管理
方式，让他们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如针
对在职党员， 根据其自身工作性质设立相
应的志愿服务岗， 学校教师走上课堂辅导
岗， 爱卫办工作人员走上垃圾分类推广宣
传岗……一个个雷锋式党员活跃在望城的
大街小巷，让新居民真正感受到家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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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赵新富 杨雄春)12月上旬，随着
清澈甘甜的自来水从蓝山县新圩镇株木
水村12组村民谭显锋家水龙头哗哗流
出， 该村自来水饮用水源改造工程顺利
通水，持续近4个月的饮用水源信访矛盾
纠纷迎刃而解。

今年8月7日， 接到株木水村群众关
于取水口受到污染的信访举报后， 该县
环保、水利等部门和新圩镇党委、政府结
合“2468”干部住村制度，第一时间组织
干部对该村井水进行取样检测， 找村民
走访座谈，迅速制定整改方案，在对周边
污染源进行排查和整治的同时， 整合
300万元资金为村民从毛江水库接饮用
自来水。目前，株木水村新株木水自然村
80多户已实现通水， 老株木水自然村自
来水管铺设安装正在加快扫尾。

干部住村主动上门， 让群众足不出
村化解信访纠纷， 这是蓝山县推行
“2468” 干部住村制度带来的新变化。为
进一步转变干部作风， 该县要求领导干
部按照“县处级干部每月住2天、正科级
干部住4天、乡镇党委书记住6天、乡镇干
部住8天”的要求住村，上门为群众解决
实际问题。

该制度实行以来， 全县共排查出大
小 矛 盾 纠 纷 1508 余 起 ， 调 处 率 达
91.91%；妥善处理突发性事件102起，推
动办结中央和省市巡察组信访交办件
292件， 将矛盾纠纷信访问题化解在基
层，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难事
不出县”，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

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 （记者 田育才）12月15日，在
广西南宁市举行的“中国生态文明论坛南宁年会”上，张
家界市武陵源区等45个市县被生态环境部授予第二批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称号。 武陵源区成为我省第
二个获此殊荣的市县。

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从2017年开始开展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的评选。2017年， 江华瑶族自
治县入选第一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

武陵源区以武陵源风景区闻名于世， 是张家界的核心
景区，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自然保护区、索溪峪
自然保护区、杨家界自然保护区组成，景区以世界罕见石英
砂岩峰林为主的张家界地貌闻名遐迩，以“山峻、峰奇、水秀、
峡幽、洞美”著称于世，被誉为“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

近年来，武陵源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后创
建国家级生态乡（街道）2个、生态村1个，省级生态乡（街
道）4个、生态村36个，2011年荣获“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称号，2014年创建为省级生态区。

望城：基层党建激活“一池春水”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 马卫平 阳程杰

12月5日， 衡阳衡东县草市镇洲西
村。村党支部书记、衡东县高塘洲先油
茶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冬文，一大
早带领合作社成员单春华、 周外生等8
名党员，肩扛锄头、手拿柴刀，来到该村
第七组油茶新造基地，为新造油茶林除
草、砍除杂木。

洲西村地处衡东、株洲攸县、郴州
安仁3县交界处，位置偏远，村里土壤全
部为红壤土质。现有村民450户2400余
人。

相传，早在光绪年间，洲西村就有
种植油茶的习惯， 至今已有120余年的

种植历史。但曾经有一段时间种植油茶的
村民越来越少。

“要把油茶产业建设成为带领群众致
富的好产业，打造成为衡东油茶特色产业
第一村。”2010年，刘冬文当选为洲西村党
支部书记。在村支两委会上，他响亮的提
出这一目标。

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带动全村党员群
众，甩开膀子，开荒造油茶林。2014年，刘
冬文又牵头成立衡东县高塘洲先油茶种
植专业合作社。

几番冬去春来，如今，村里的新、老油
茶林面积达2900亩，年产茶油1.2万公斤，
产值达140万元。仅此一项，合作社股民人
均年收入达4800元。

以前，村民采摘茶籽后，要用拖拉机

翻山越岭，拉到邻近的株洲攸县、郴州安
仁等地的榨坊榨油。每次都要跑几十公里
山路，要三四天时间不说，榨出来的茶油
油质还一般，加上成本高，茶油卖不起价
钱。

何不在家门口建一个榨油坊呢？
说干就干。刘冬文将合作社成员单春

华用以入股的大米加工厂， 改建为榨油
坊，另还配套新建2间榨油坊，并筹措资金
添置粉碎机、烘干机、榨油机和过滤机等
设备。目前，榨油坊茶油日生产量达400公
斤左右，茶油的品质还大大提升。

据悉，目前，合作社正积极向上级申
报油茶商标，进一步做大做强洲西油茶品
牌。“山上的油茶树，真正变成了大家的摇
钱树。”单春华动情地说。

“山上油茶树，变成摇钱树”乡村振兴纪实

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 (记者 徐典波)
12月15日， 首届全国岳州窑文化论坛在湖
南理工学院举行，“岳州窑文化研究” 省社
科研究基地和省社科普及基地同时揭牌。
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纽约州
立大学等高校50余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
探讨新时代岳州窑传统产业发展大计。大
家认为,在传统文化复兴的今天，岳州窑应
当发出时代的声音，更好走向世界。

岳州窑始于东汉，后为唐代的“六大
名窑”之一，又因战乱等原因，至宋代逐

渐消亡。近年来，为复兴岳州窑传统文化
产业， 湖南理工学院设立了岳州窑产学
研基地，并依托岳州宋瓷文化有限公司、
上海汉光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视觉
艺术学院等单位， 组建了岳州窑陶瓷文
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确定了岳
州窑专业人才培养、 原料研发、 创新设
计、工艺创新等协同创新方向。自组建以
来， 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投入岳州青瓷的
研发工作。2016年10月， 岳州窑青瓷研
发成果在京通过专家鉴定。

此次论坛上,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遊宇
教授、 清华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所长张夫
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梅田、中国
艺术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王永健等与会专
家，围绕文化产业与文化自信、岳州窑文化输
入与输出、 当代美学与陶艺复兴等专题展开
讨论。大家认为，当前传统文化复兴正浓，特
别是在“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以岳州窑为
代表的文化产业发展迎来了“春天”。

与会专家学者还参观了岳州窑陶瓷文
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湖南理工学
院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万长林表示：“我们
将发挥高校教学科研优势与经济实体的技
术人才优势，通过产学研深度合作，推动岳
州窑复兴工作的有序开展， 打造岳阳新兴
文化产业创新品牌。”

发出时代声音 更好走向世界
首届全国岳州窑文化论坛在湖南理工学院举行

蓝山“2468”住村化解
信访“千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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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通讯员 周鹏 记者 龚柏威）
益阳市赫山区检察院日前发出一份诉前检察建议，督促
国土部门收回一宗闲置了7年多的土地， 为国家挽回经
济损失3亿多元。

2011年1月27日， 娄底一家公司竞得益阳龙岭工业
集中区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但该公司未在约定时
间动工开发，土地一直闲置。赫山区检察院发现相关线
索后立案审查，确认该宗土地处于闲置状态。今年7月16
日，该院向赫山区国土资源部门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
建议，督促依法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国土部门调查
后确认这宗土地闲置系公司自身原因造成。前不久，经公
开听证并报益阳市赫山区政府批准，国土部门向有关公
司下达决定书，对这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予以无
偿收回。

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 （李曼斯 刘
石江 ）“在成为‘宁乡市十大创新平台’
后，公司获得了更多资金、人才等方面
的政策扶持， 科研实力越来越强。”12
月13日， 位于宁乡市历经铺街道的湖
南邦弗特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获批
“湖南省企业技术中心”， 该企业负责
人陈莉表示， 这得益于园区为其争取
的系列政策红利。如今，该企业产品热
销欧美、东南亚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2018年预计实现产值3.8亿元，税收达
2800余万元。

据了解， 历经铺街道辖区共有工业
企业103家，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9
家，今年1至11月份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19.9亿元，完成工业税收7441万元。

为促进街道工业经济健康发展，该
街道在历年基础上，新增投入200万元，
进一步对园区水、电、路、燃气、通信等基
础设施建设进行了完善提升。同时，着力
解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瓶
颈。今年以来，该街道主动服务，解决各
类问题52个。

收回闲置土地
止损3亿多元

武陵源区获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称号

历经铺街道
多措并举帮扶企业

12月13日，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天心分局的工作人员在湖南红太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走访调研，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今
年10月以来，长沙市开展“千人帮千企百日大行动”，各级各部门抽调1000名党员干部，深入到1000家重点企业，帮助企业提振信心，
解决实际困难。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邹定波 摄影报道

帮扶企业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