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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茁 陈鸿飞
通讯员 颜洪波

12月16日，记者来到地处常宁市水口
山镇的中国五矿集团在国内投资最大的
项目———铜铅锌产业基地项目现场，只见
面积达25万平方米的厂房屹然耸立，世界
上最大的152平方米沸腾焙烧炉拔地而
起，5个容积较大的硫酸罐已全部安装完
成……

据介绍，该项目将于12月26日正式投
产，全部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200余亿
元、年利税达15亿元。

水口山镇党委负责人说，在项目推进
过程中，朱陂、新华等周边村党支部起了
十分关键的作用。 面对项目征地拆迁、瓦
松铁路修建、厂房建设等难题，党员干部
走村串户宣讲政策，和风细雨做群众思想
工作，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项目建设难题。

基层党支部在水口山镇铜铅锌产业
基地所发挥的作用，是今年衡阳市委狠抓
全市党支部“五化”建设，促进工作提速增
效的一个缩影。

今年，衡阳市委以锻造最强执行力为
抓手，分类推进支部“五化”建设，全面提
升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战斗力，使党
的组织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

因地制宜，分类推进
据介绍，目前，衡阳市共有1.4万个基

层党支部，既有农村、社区、机关事业单位
的党支部，也有企业、学校、离退休的党支
部，类型多、工作基础参差不齐，一个模子
推进党支部“五化”建设，针对性不强，难
以全面提高。

怎么办？
今年以来，衡阳市委在充分调研的基

础上，决定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党支部“五
化” 建设， 分10类制定工作指导手册，为

“五化”建设提供具体标准、工作流程、制
度规范和工作范例。

衡阳市还明确“三年达标计划”，全市
分10个行业领域打造1000个“五化”建设
示范点，全体市级党员领导干部，市委组
织部副处级以上干部，县乡(镇)两级党政
班子成员等办点示范。建立“三联一定”责
任制，即，县市区党政班子成员联系行业
系统，乡镇（街道）党政班子成员联系村
（社区），行业系统党工委成员联系所属单

位，每月定期到联系点现场指导。市委组
织部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聘请20名
党务工作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组建督导
组，开展“五化”建设常态化检查，促进党
支部“五化”达标创优。

截至今年11月底， 衡阳市已有6027
个党支部达到“五化”标准。基层党组织的
组织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在推
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城乡基层治理和
产业项目建设等工作中的引领作用更加
凸显。

从实际出发，创新组织设置
据了解，2015年， 衡阳市农村并村改

革时，全市共有4889个村党支部，并村改
革后共有2276个村。部分村党组织存在设
置不够科学，村党总支下辖支部活动开展
难，“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等一些基本制
度落实不够到位等问题，影响了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
发挥，给工作落实落地带来一定困难。

衡阳市从实际出发， 创新组织设置，
打破原有按行政村设置党支部的单一形
式，探索推行“中心支部+特色支部”的组
织设置方式，以在家党员为主体设置中心
支部。以龙头企业、经济合作组织为依托，
设立企业支部、产业支部。以外出务工经
商人员为主体，设立流动党员支部。党总
支委员兼任二级支部的书记。目前，全市
2276个村， 有1670个村设立党总支（党
委），下设特色型支部2193个。全市按照党
政领导干部倒排联点制，整顿软弱涣散党
组织440个，调整不称职不合格村（社区）

“两委”班子成员27人，补齐空缺的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70人。

为全面建立村干部警示和有错无为
的退出机制，今年6月，衡阳市委
组织部制定出台《衡阳市村干部
管理办法》， 这是该市第一次单
独就村干部规范化管理制定专
门文件。

“全面提高了保障水平，村
党组织书记基本报酬由2017年
的每月1800元增至今年的3000
元左右。” 衡阳市委组织部主要
负责人说， 为体现人文关怀，该
市还落实了村党组织书记每年
定期体检等制度，大大激发了全
市广大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

围绕中心显作为，党建引领
促落实

“我家现在住上了宽敞明亮的红砖
屋，今年还通过驻村‘党建扶贫党支部’牵
线搭桥，改良了板栗品种，搞起了土鸡、眼
镜蛇等特色养殖， 收入近3万元。”12月13
日，衡阳县三湖镇甘泉村村民王大正高兴
地对记者说。

衡阳市通过在贫困村组建72个产业
党支部、 非公企业联村组建122个同心党
支部、 市县单位驻村组建322个联合党支
部等方式，培育扶贫产业，帮助贫困户增
收致富。

地处丘陵地带的衡阳是油茶主产区，
没有规模化种植之前，农民守着油茶树换
不来钱。近两年，该市财政安排油茶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1亿元， 重点向扶贫领域倾
斜。全市依靠158个油茶专业合作社，用上
了无人播种机，扩大种植规模，年产茶油4
万吨，产值突破50亿元，油茶树成了贫困
户的“摇钱树”。

产业党支部还围绕黄花菜、 茶叶、烟
叶、蔬菜、特种水果等特色产业，设立产业
基金，积极撬动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投入
产业扶贫， 基本实现产业帮扶全覆盖。全
市已有6.03万户20.77万贫困人口脱贫，
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7.11%，下降至去
年的1.95%，214个省级贫困村出列，祁东
县成功摘帽。

衡阳市委主要负责人说，市委通过分
类推进党支部“五化”建设，大大提升了全
市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推
动了各项工作落实落地。今年11月，“衡阳
市营造良好环境，承接产业转移”的典型
经验被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

锻造最强执行力
———衡阳市委分类推进党支部“五化”建设促工作提速增效纪实

� � �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
员 唐龙海）今天，省检察院在长沙发布《湖南检
察公益诉讼白皮书》， 阐述我省检察公益诉讼工
作情况和典型案例。据了解，这是我省首次发布
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自2017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职能以来，
至2018年11月，湖南省检察机关共收集公益诉
讼线索8861件，立案5849件，提出诉前检察建
议和发布公告4391件，提起公益诉讼111件，法
院已判决57件， 检察机关诉讼请求均得到支
持。湖南检察公益诉讼立案数和起诉数分别位
列全国第五、第七，在非试点省份中分别位列
第一、第二。

从案件类型看：立案的5849件案件中，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188件，占比3.21%；行政公益诉讼
案件5661件，占比96.79%。提起公益诉讼的111
件案件中，行政公益诉讼案件1件，占比0.9%；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4件，占比3.6%；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106件，占比95.5%。

从案件领域看：立案的5849件案件中，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2329件， 食品药品安全领
域2143件，国有财产保护领域1036件，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领域334件， 英雄烈士权益保护
及其他领域7件。 提起公益诉讼的111件案件
中，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76件，食品药品
安全领域35件。

从办案效果看： 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
域，共督促恢复、保护被毁坏林地等4030亩、基
本农田214亩、湿地27861亩，治理恢复被污染水
源地15038亩、土壤1463亩，清理被污染和非法
占用河道100公里、被污染水域8321亩、网箱35
万余平方米，拆除非法网围、矮围16897米，清理
违法堆放的生活垃圾7860吨， 回收和清理生产
类固体废物33814吨， 关停整治违法排污企业
136家， 关闭拆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排污口
306个，增殖放流鱼苗509.8万尾。在食品药品安
全领域，共查处、督促收回价值391万元的假冒伪
劣食品132吨，价值857万元的假药0.81吨，督促
964家食品餐饮企业、农贸市场主体整改。在国有
财产保护领域， 共督促收回国有财产权益价值
1.15亿元。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共督促
收回土地出让金36.22亿元。

湖南首次发布
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白皮书

已立案5849件，行政公益诉讼占比超9成

公益诉讼让市民喝上放心水
位于长沙市岳麓区靳江河与湘江交汇处的

柏家洲，对面是中南地区最大的城市湿地———洋
湖湿地公园。本世纪初，柏家洲纳入经济开发区
洋湖片区，洲上居民陆续将户口迁回等待拆迁补
偿， 逐渐形成了生活、 捕鱼、 餐饮娱乐活动区。
2016年， 柏家洲划入饮用水水源国家一级保护
区。洲上居民生活污水直排、船舶航行、水上餐饮
娱乐等污染了饮用水水源，直接威胁到数百万市
民饮用水安全。

长沙市检察院、岳麓区检察院于2018年5月
22日、9月6日分别对长沙市地方海事局、岳麓区
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立案调查，并发出检察建
议，建议行政监管部门依法全面履行内河交通安
全监管职责和行政执法监管职责， 依法处理停
泊的船舶和违法建筑 。两级检察机关及时跟进
监督 ，与行政机关共同努力 、多方协调 ，由湘江
新区出资1.8亿余元，用于洲上居民安置、全洲
封闭防护和生态修复等综合治理 。最终 ，洲上
84处总面积20417平方米的违法建筑全部被拆

除，100多户居民得到依法安置，15艘船舶被强
制拖离或拆解上岸，数百万市民喝上了放心的饮
用水。

检察建议推动收回4.7亿余元
土地出让金

2017年11月，常德某置业公司通过竞拍取
得常德市城区709号地块土地使用权，却未按合
同约定期限缴清土地出让金 ， 涉及金额近5亿
元。常德市国土资源局多次催缴未果，此后也未
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追回欠缴的土地出让金，致使
国家利益受到侵害。

2018年6月，常德市检察院发现该置业公司
欠缴土地出让金的情况后，于7月12日以行政公
益诉讼立案审查。通过调查，查清该置业公司不
按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事实，遂于8月23日向常
德市国土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局积极采
取有效措施追缴土地出让金。常德市国土资源局
收到检察建议后，迅速采取措施全力追缴。目前，
该置业公司已将欠缴的4.7亿余元土地出让金
全部缴清。

典型案例摘选■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