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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礼壹 刘奕芸

益阳市人民政
府与软通动力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11 月 4 日，益阳市与华为新型智慧城市生态合 作 伙 伴 闭 门 会 议 在
益阳召开，业内一些专家学者和知名企业家相聚一堂，发表真知灼见。
在同一天， 湖南新型智慧城市研究院签约暨揭牌仪式在湖南城市
学院举行。 该研究院以益阳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为导向，联合国内外新
型智慧城市相关的优势科技资源， 搭建高水平的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
平台，形成一批引领新型智慧城市发展的关键性、共性技术成果。

▲

在全省率先启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是益阳市委、市政府创新社会

益阳市与华
为新型智慧城市
生态合作伙伴闭
门会议在益阳召
开。

治理的新探索。 近年来，益阳市在社会治理方面深化改革、大胆创新、积
极作为，让群众有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

让老百姓有更多幸福感
—益阳创新社会治理纪实
——

建设智慧城市，善政惠民兴业开新局
智能制造深入推进。 全市已入选工信部
两化融合贯标试点示范企业 4 家（益阳橡机、
汉森制药、艾华集团、克明面业），奥士康科技、
万京源电子、益阳橡机等企业正在与德国智能
制造设计公司和有关研究院开展多方合作，着
力打造智能工厂、无人车间。 怡康养老服务公
司被工信部授予智慧健康养老示范企业。
数字经济产业园发展起步。该产业园规
划用地 4500 亩，统筹推进建设“一中心三
基地”（数字经济创新孵化中心，中南电子商
务互联网产业基地、智能制造示范基地和芙
蓉云算谷），目前，软通动力、58 集团、芙蓉
兴盛、彩生活、超图、拓维信息等一批企业已
经落户园区，中国平安、科大讯飞、泰华智慧
等一批企业正在对接。

▲

南县司法局工作人员在南洲镇南洲村开展
法治宣传。

▲

今年 6 月 1 日，益阳市“互联网 + 政务
服务”一体化平台上线试运行，构建了“一号
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的政务服务新
模式，以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
益阳市是全省“互联网 + 政务服务”示
范市， 目前在益阳市 715 个政务服务事项
中，
“最多跑一次”或“一次都不跑”的事项已
占 95%以上。
2017 年以来， 益阳市携手华为、58 集
团、 中国电信湖南分公司等战略合作伙伴，
合力推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围绕“善政、惠
民、兴业”三大目标，编制出台《益阳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顶层设计方案》，统筹设计业务、
系统、数据、标准、部署“五大”架构体系，整
体规划了五大类（信息基础设施、统一支撑
平台、民生服务类、产业支撑类、城市管理
类）51 个项目，估算总投资 55.8 亿元。 截至
目前，共计完成投资近 10 亿元，其中大数
据中心机房、电子云平台、政务资源共享平
台、政务外网、智慧城管一期和视频资源融
合平台已经基本建成，“互联网 + 政务服
务”已经完成市级平台建设，雪亮工程正在
全面铺开建设，智慧医疗、智慧国土、智慧教
育、智慧农业、智慧住建、智慧益阳 APP 等
项目正在启动建设。
益阳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快速推进的同
时，数字经济发展迈出新步伐。
产业基础不断壮大。全市纳入统计口径
的 18 家移动互联网企业预计全年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66 亿元，同比增长 12%；全市电
子信息产业规模企业突破 100 家， 完成年
产值 300 多亿元；大数据产业取得突破，芙
蓉云通大数据中心已经启动运营；全市电子
商务企业、个体工商户突破 2 万家，电子商
务交易额接近 400 亿元； 中小企业上云已
完成 8000 余家。

汇智聚力成效显著。 通过举办“生态农
业、智慧乡村”互联网大会，益阳市与华为新
型智慧城市生态合作伙伴闭门会议，组织开
展“院士专家益阳行”活动，以及举办“汇智
聚力·建设益阳”恳谈会等，吸引了大批互联
网大咖和益阳籍企业家关注关心益阳发展。
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得到新加强。 在 2016
年成功申报国家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的基
础上， 今年益阳市再次成功申报国家电信普
遍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全市行政村光网和 4G
覆盖率均达 100%， 全市固定宽带家庭用户
83.3 万户，移动宽带用户 282.9 万户。
“2017 年中国智慧城市创新奖”、“2017
中国智慧城市示范城市奖”、“2018 中国政
府信息化管理创新奖”、“2018 年中国城市
治理智慧化优秀奖”、“2018 中国领军智慧
城市”……一块块闪光牌匾的背后，是益阳
人民的一张张笑脸。

资阳区邹家桥 村 民 服 务 中 心 ，村
郭兴洲 摄
民正在使用益村平台。

线上线下融合，牵住农村治理“牛鼻子”
12 月 27 日，益阳市资阳区迎风桥镇邹家桥
村便民服务中心里，前来办事的群众络绎不绝。
“这下好了，我们不但办事方便省心，还可以在
益村平台线上了解村务， 发声议事， 卖土特产
品。 ”一位村民笑容满面地说道。
为完善村级治理，2016 年， 益阳市政府与
58 集团合作，在全省率先开发建设“益村”平台。
这是一个集电子党务、电子政务、电子村务和电
子商务于一体，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农村综合性
服务平台。 通过“益村”平台，村民可以在线办理
领补贴、申请危房改造资金、销售土特产，还能
征婚交友、求职应聘等，党务、村务也一目了然，
村民的意见建议及诉求实现线上直达。
据介绍，目前“益村”平台注册用户 175 万
户， 入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家庭农场共 1416
家，已帮助村集体经济增收 1.72 亿元，帮助近 3
万户农户卖出农特产品、近 10 万人实现就近就
业。
益阳市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益村” 平台
是建设智慧乡村的好帮手。 今年初，
“益村”推广
工作被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 成为我省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措施之一。

创新“枫桥经验” 奏响平安和谐最强音
“由事后堵转变为事前疏, 如今到
政府吵闹的人少了,反映合理诉求的多
了。 ”12 月 26 日,安化县冷市镇党委书
记周华山介绍说,冷市镇是益阳市和安
化县创新发展新“枫桥经验”的试点乡
镇,已探索出“村民道德档案”、“五老”
工作室、“法律赶集” 等先进工作经验,
解决了许多群众的生活、医疗、就业、教
育、 工作困难及其他各种民生问题,该
镇下半年的民意调查由年初的倒数几
名跃居全县前列。
近两年来, 益阳学习、传承、发展
“枫桥经验” ， 在推进社会综合治理工
作上,变“小独唱”为“大合唱” ，不断提
高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
平,为法治益阳、平安益阳建设打下坚
实基础。
党建引领人防发力，全面化解矛盾
纠纷。“益阳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动员人民群众,努力让信
访问题不出村、不出乡镇。 ”益阳市委常
委、市委政法委书记董岚介绍说,市委
书记瞿海带头开展信访维稳工作,全市
部署开展信访工作责任落实年、开门大
接访、风险大排查、民情大走访等行动,
及时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
“一户一档案建立以来, 我们对全
村情况一周一排查, 对产生的矛盾
纠纷实行区块管理, 由组上和当
地党员认领,在组里消化,到村
上矛盾很少了,新设立的联合
调解中心只用了一次。 ”11
月 23 日, 安化县冷市镇大
苍村村支书刘品一说,营造
浓厚的和谐氛围,村组干部
和党员起了关键性作用。
技防物防结合,提升矛
盾纠纷化解力。 今年 9 月
起,益阳在全市实施“行车卫
士”工程,即由运营公司联合物

联技术公司,推出一个摩托车、电动车
防盗定位终端,由车主绑定手机卡,免费
上门安装,有效解决了此前电动车等容
易丢失、 寻找困难的问题。 10 月 30
日,赫山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险工作
正式启动, 综治保险每户保费 10 元,保
费由政府买单。 全市还推行“政府补贴、
群众自建、联网共享”的乡村雪亮工程,
破解农村地区治安管理难题。 加强智慧
法庭、智慧检务、智慧公安、智慧司法建
设,强化网上巡防机制,打造政法机关一
体化网上办案的高速公路,益阳也一直
在努力探索。
心防给力, 从源头预防矛盾纠纷。
“矛盾纠纷的发生, 往往在于心理出了
问题,却不能得到及时疏导,所以要注重
发挥心理上预防的作用。 ”赫山区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杨凯波介绍说,赫山区
依托区乡(镇街)村(社区)三级综治中心,
设立了 227 个心理咨询室、1378 个网
格社会心理服务点。 赫山区妇联携手益
阳市海威婚姻与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打
造了一支由心理咨询师和婚姻家庭咨
询师为主的志愿调解员队伍,并聘用 13
名首席调解员(心理咨询师)轮流在婚调
中心值班,主持婚姻矛盾纠纷调解。 通
过婚姻调适、心理疏导等服务,先后为
1681 对前来登记离婚的夫妻进行调解,
成功挽回了 662 个即将破碎的家庭,为
全区婚姻家庭打开了“减压阀”。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益阳还积累了
一些社会综合治理的成功经验,如在全
省法院系统率先设立诉前调解中心,在
全省率先推行调处、鉴定、赔偿、法律服
务等多位一体的医疗、交通纠纷调处模
式,在全省率先建立村民服务中心,益阳
电视台和益阳市司法局联合成立“和为
贵”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等。 承前启后的
不断探索,奏响了益阳综治维稳的最强
音, 切实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满
意度和获得感。

而早在 2012 年，益阳市在推进农村基层治
理机制改革方面就迈开了步伐， 目前全市所有
行政村建立了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 村民议
事会为决策主体、村民委员会为执行主体、村务
监督委员会为监督主体的“四位一体”农村新型
治理机制，让村里的事真正由“村民提、村民定、
村民办、村民管”。
为了促进“四位一体”农村新型治理机制与
“益村”平台有效对接，益阳市在“益村”平台设
置线上“村民议事”模块，与线下村民服务中心
设置的“村务议事室”互为依托，确保“四位一
体” 现代农村治理机制线上线下结合运行，有
效增加议事监督时效性和透明度。 2017 年线上
线下共议决村级重大事项 9800 余件，实现议事
监督常态化。
实践证明， 这种新的治理机制促进了农村
和谐稳定发展， 助推了基层治理体系与能力现
代化，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坚实支撑。
2018 年初， 全市共有 11 个村因村务财务不公
开、民主管理不到位，被确定为软弱涣散村党组
织，通过进一步充分发挥“四位一体”机制民主
管理与监督作用，软弱涣散问题得到有效整改。
湖南新型智慧城市研究院签约暨揭牌仪式在益阳举行。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益阳市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