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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陈昊 通讯员
张军 孙治国）7月1日早上8时，海拔1100多米
的龙山县大安乡马脚坪村里， 村支书兼村主
任蔡长礼和村秘书、村辅警等人，来到村便民
服务大厅准时上班。“周一到周五坐班， 周末
双休安排一名村干部值班， 全心全意为老百
姓办实事。”蔡长礼说。

龙山县有397个村（社区），村干部全职化
工作，已成为当地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常态。
2018年8月开始，该县对村（社区）党组织书
记、全职化秘书、辅警3名工作人员推行全职
化管理，实行“基本报酬+工作绩效”的劳动报
酬制，村（社区）书记年报酬为4至4.5万元，全

职化秘书年报酬为3.56至4.23万元，辅警年报
酬不低于4万元， 工作任务和业绩出色的，还
可拿到一定奖励。

“提高村干部的待遇，让他们能脱产投入
村里工作，有利于激发他们工作激情，为加
速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组织保
证。”龙山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石红梅
介绍。

据介绍，坐班村干部的职责，包括填写坐
班日志、接待村民来信来访、协调日常村务、
为村民代办等120余项日常事务。要求对群众
上门办事做到有记录、有回应、有处理。推行
首问负责制，谁值班谁负责，能当场解决的就

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答的，要专人负责逐级
上报，以期能给群众一个圆满答复。

村干部全职化管理， 给农村带来实实在
在的变化。 记者翻开马脚坪村的坐班日志发
现，这里的民间纠纷、矛盾调解记录在逐月下
降， 从原来每周两三个到现在一个月都难得
找到一个， 随之增加的则是村民前来办理生
育证、老年证、砍伐证等事务记录。

目前，该县通过严格把关，共选拔1198名
村级全职化工作人员服务基层。 据不完全统
计， 该县推行村干部全职化服务群众“零距
离”以来，共为群众办理事项6万余件，群众满
意率达100%。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
员 黄玲玲 杨雄春 赵威）“早上在网上提交
资料，下午就拿到营业执照，‘一件事一次办’
果然便民！”6月26日下午，蓝山市民在接到蓝
山县政务中心“一件事一次办”综合窗口工作
人员打来的领证电话时， 十分惊喜。 这在以
前，市民要跑上3个部门，花费2天才能办好。

“一件事一次办”改革，是今年省委、省政
府推出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任务。 永州市
在全省率先落实“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并作
为整治干部队伍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等突出

问题， 减轻基层负担与调动基层干部积极性
机制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来抓。 到政府办事
烦什么、何处烦、烦在哪里？永州市多次召开
两代表一委员和企业群众代表座谈会， 了解
群众办事难点、堵点。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示
范引领、分步实施，推出“减证便民”等一批创
新举措，将服务向基层、向各类办事服务点延
伸，实现办理“一件事”相关部门并联协同审
批、联合勘验、统一出件。

目前，首批难度较大的43个事项，经市本级
和中心城区先行试点后，已在全市推开。剩下的

57项拟于7月中旬全市推广， 确保7月底省政府
公布的100项“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在永州全面
落地，实现全市通办、一窗通办、就近可办。

目前，永州“一件事一次办”办件量居全省
第一。通过改革，100个市场准入涉照“一件事”，
平均需要资料由原来的29.11份消减至现在的
25.1份；平均承诺时限由原来的29.12个工作日，
压缩至现在的16.07个工作日， 提速44.81%；办
事环节由原来的平均17个压缩至现在的4个，环
节精简率达76.47%。办事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
吸引省内多个市州前来考察学习。

推行首问负责制 服务群众“零距离”

龙山县对村干部实行全职化管理

早上在网上提交资料，下午就拿到营业执照

永州“一件事一次办”让百姓惊喜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潘芳 崔晓云 何少波

“抛开所有惆怅，带上欢乐的行囊，寻觅
如诗如画的单江……”6月28日， 双牌县打鼓
坪乡单江村瀑布下，水珠飞溅，凉风习习，50
多名游客、村民共唱歌曲《醉美单江》。

村支书吴联平满脸笑容：“通过环境整
治，单江村告别脏乱差，成了‘网红’村，真不
容易。”

单江村320户、1265人，野生茶、野果等散
布于3万多亩大山里，单江河、东源河环村流
淌，207国道从村旁穿过。然而，几年前单江村
却是个贫困村。

2015年开始，单江村从环境整治入手，向贫
困宣战。村党员干部主动带头示范，包户做工作。

村民周永祝的家在国道旁， 他在屋边搭
建窝棚作鸡舍鸭舍，50多只鸡鸭在村里乱窜。
吴联平11次上门做工作， 说动周永祝拆除窝
棚，把鸡鸭转移到村后的山林里放养。吴联平
还自掏腰包让他在院前栽花种草。 看着焕然
一新的家居环境，周永祝心服口服，还做起其
他村民的工作来。

目前，单江村拆除空心房13栋、临时窝棚
15处，家家户户改水改厕，并把鸡鸭等集中到
村后的山林放养。

每月开展环境卫生评比， 引导大家共同
维护环境卫生。 村民李柏林主动负责房前村

道的保洁；村民吴柏林美化院落，近日被评为
“最美庭院”……

终于，单江村河水清了，庭院美了，吸引
大家来村里游玩。 游客们将村里的风光照片
传上互联网，很快单江村成了“网红”村。村民
们参演的歌曲《醉美单江》也走红网络。

村里还先后举办采茶、帐篷露营活动等，
野生猕猴桃、野生茶等变得畅销，农家乐也发
展到12家。

村民吴跃勇介绍，今年，他家野生茶的销
量从1.5吨增加到5吨多，均价从每公斤800元
增加到每公斤1200元。吴海荣、吴柏林等人的
农家乐，每天营业收入4000多元。

2017年底， 单江村整村脱贫出列，2018
年，实现人均收入近万元。今年1到5月，3万多
人次到单江村旅游。如今，单江村越来越红，
越来越富。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肖洋
桂 通讯员 刘福昌 )7月4日上午，随
着“沅安号”盾构机刀盘破土而出，常
德市沅江隧道正式贯通。这是首条穿
越沅江的隧道，也是我省目前最大的
水下盾构隧道。预计今年10月建成通
车，届时开车最快可5分钟过沅江。

沅江隧道位于常德市城区沅江
一桥与三桥之间， 起自鼎城区隆阳
路，沿阳明路向北，穿越沅江，与对岸

皂果路连接。隧道由中铁十四局集团
承建，总投资25亿多元，全长2240米，
其中盾构段长1680米，双向4车道，设
计行车时速60公里。隧道采用东线和
西线两条隧道形式， 分别掘进建设。
2017年底，东线隧道开始掘进，已于
去年率先贯通。

据介绍， 沅江隧道断面有4层楼
高， 卵砾石地层累计长达3000余米，
卵石最大强度比岩石还要硬，且磨蚀

性强，刀具磨损严重。每掘进50米，盾
构机就要更换1次刀片。

隧道建设采用针对性设计研制
的“沅安号”盾构机，是国家重大科技
专项重点项目，为国产首台大直径常
压换刀泥水平衡盾构机，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 盾构机刀盘直径11.75
米，整机长度132米，重达3000吨，常
压换刀比带压换刀效率提高了4至5
倍。隧道的全面贯通，标志着我国大
型水下掘进机制造技术、复杂水下隧
道建造技术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单江,成了“网红”村

常德沅江首条隧道双向贯通

传承苗族蜡染 助力脱贫致富
7月3日，花垣县双龙镇四新村，石杰忠（左）与学员在晾晒苗族蜡染。2015年，身有残疾的

苗族蜡染传承人石杰忠在该村创建“玛汝题民族工艺有限公司”，免费开办苗族蜡染工艺培训
班，吸收70多名残疾村民参加培训学习。目前，已有32名残疾村民学习合格，成为公司员工，每
人每月有1500多元收入，制作的苗族蜡染产品远销美国、香港等地。 龙恩泽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2017年以来，厂里被淹了3次，都没
人来问过我们……”“今年４月被水淹后，
损失30多万元设备，一个股东跑了……”7
月4日下午，永州市委、市政府主办的《问政
时刻》进行录播，当天，永州市经济开发区、
交通运输局、卫生健康委员会、冷水滩区、
零陵区等5个市直单位、 区的有关领导，接
受由永州市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
企业代表等30人组成的问政团犀利问政。

现场的大屏幕上， 播放前期暗访的视
频： 永州市经济开发区因某处排洪沟建设
迟迟未能推进，造成这一带20多家企业两
年多来3次被淹。

“我是市党代表，请问视频中的排洪
沟建设由哪家单位负责， 为什么两年多
了还没有完工？针对洪灾，你们有没有预
案”“为什么企业已经停工， 报表还显示
正常生产”……

面对提问， 尽管永州市经济开发区领
导一再表示歉意，但大家仍不依不饶，现场
主持人更是直接发问:怎么解决问题？

“我们郑重承诺，上述问题在20天内
解决好，请大家监督我们。”永州市经济开

发区的领导诚恳表态。
永州市出租车不打表的问题虽然经

过反复整治，但仍然没有根治，暗访中发
现， 设在永州火车站的客运管理办公室
大门几次紧闭，出租车司机公然喊高价，
途中拼客……

“我是市政协委员，请问永州火车站
客运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什么时间上下
班？ 为什么经常不在岗”“对永州市出租
车不打表的顽疾，你们怎么办？什么时候
解决”……

永州市交通运输局的领导表示：“目
前， 全市正在开展出租车行业专项整治
行动，我们将要求工作人员打卡上下班，
发现一起出租车违规运营， 坚决查处一
起，给予罚款、退出经营权等处理。”对这
一表态，30名问政代表中，23人表示不满
意。

接下来，通过火辣的问政，永州市企业
职业健康体检、 冷水滩区某企业厂房无法
施工、零陵区某广告公司10余万元款项未
按时拨付等问题，都得到限时解决的答复。

大家纷纷表示，永州市委、市政府举办
这样的问政很实，希望能多举办，让官僚主
义、形式主义无处遁形。

永州电视问政直指民生问题，个个提问都得到答复———

民盼火辣问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