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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市镇文昌村干干净净、江南镇黄石村
青石板路平整清洁、东坪镇唐市社区主干道
两侧绿化美化、羊角塘镇潘杨村河道河水清
澈、柘溪水库碧波荡漾……近段时间，走入安
化的乡村，到处可见这样整洁舒适的场景，好
一派田园风光！

今年来，安化县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一项重要举措，全县早谋划、强保障、快实
施，以“三清一改”(清垃圾、清沟塘溪流、清农
业生产废弃物，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不
良习惯)为整治重点内容，大力推行“党建引
领·三员(专职保洁员、义务劝导员、兼职督导
员)两长(河长、路长)网格化管理责任机制”，
建立健全长效化工作机制，强化示范带动、督
查考核，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群
众主体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格局，全县
农村呈现出“道路干净、溪沟畅通、田园清洁、
庭院整洁”的靓丽画面。

网格管理 整体推进保障措施强

在东坪镇唐市社区公路旁竖着一块醒
目的人居环境整治“三员两长”网格化管理
责任牌，上面清楚地公示着社区各片区的

“河长”“路长”及其工作职责。“通过三员两

长网格化管理、以及党员积分、居民积分管
理，唐市社区几乎人人都是保洁员、家家都
有劝导员、每组都有督导员。”唐市社区支书
张完桃介绍。

今年以来，安化县大力推行“党建引领
加三员两长网格化管理责任机制”，发挥党组
织在人居环境整治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夯实
县、乡、村三级工作责任，提高服务群众能力
和基层治理水平。该县成立了以县委、县政
府主要领导为组长、副组长的领导小组，抽调
10 名精干人员负责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督促。每个乡镇成立乡
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办公室，并明确了
乡镇书记、乡镇长为第一责任人，乡镇领导、
乡镇干部实行包村、联村工作制度，全县各村
村支部书记为人居环境整治直接责任人，以
村为单位实现“网格化”管理，压实村干部和
党员包户工作责任，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网格化管理责任机制。南区中砥村实行

“八网格”管理，以网格为单元开展义工队、巾
帼小队活动，网格与网格之间相互支持、帮

助，实现整体推进，全面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同时，建立县级财政主导、涉农资金整

合、群众积极参与的多元化投入体系。2019
年度，安化县累计安排涉农资金2.6亿元，其
中安排专项资金12661.2万元用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设施设备建设、沟渠清理、河道保
洁、垃圾转运、厕所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至
今，全县共建成垃圾压缩中转站共 25 座，添
置垃圾转运车143 台，购置大、中、小垃圾桶
204226个，合理设置垃圾收集点3499多个，
人力斗车1346台，各类型压缩式垃圾收集车
71辆，完成农村厕所改造5028户，扩改乡村
公路 1 万余公里，建设村中心公共活动场所
1100多处。

严格考核 比学赶超激励措施实

梅城镇在今年第二轮双月评比排名倒数
第一名后，痛定思痛，认真查找落后原因，加
大工作力度。为扭转后进局面，镇党委书记
组织各村支部书记、驻村干部分片查看，大家

现场发表看法，书记当场作总结点评，以此激
发各村的积极性，通过努力，该镇在全县第三
轮双月评比中扭转以前落后局面，取得全县
排名第三位的好成绩。

为确保村庄清洁行动推进效果，安化县
实行双月查、季度督、年终评的督查考核机
制，实现督促检查常态化。县委、县政府领导
经常开展明察暗访，“四不两直”查岗查现
场。河长、路长坚持巡河必巡路、巡路必巡
村，现场解决问题。同时，把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纳入绩效考核，严格奖惩兑现。每双
月由县人居办牵头，县委督查室、县政府督查
室、县住建局、市生态环境局安化分局等部门
单位组成联合督查组，随机抽查各乡镇三分
之一的行政村，进行现场走访、入户调查，对
排名倒数第一的乡镇，约谈乡镇领导和联系
该乡镇的县直部门分管领导，对连续两个双
月倒数第一的乡镇，进行问责。

此外，还将督查结果通过电视台、县人民
政府网站、手机微信平台通报全县。通过奖
优罚劣，鼓励先进，鞭策后进。

发动群众 志愿参与落实措施细

近日，益阳安化县奎溪镇雾寒村村支两
委、驻村帮扶工作队及学生、党员、村民志愿
者90多人，来到村公路、溪沟、灌木丛等易生
垃圾或存有陈年垃圾的地方，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行动。类似这样的活动，奎溪镇各
村经常开展，广大村民争当主角，群策群力，
人居环境大为改观。

安化县在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注
重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他们以村为主宣传动
员，引导村民成立义工队、义务宣传队、巾帼
志愿者服务小队等社会服务组织，积极宣传
政策和带头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目前，全县
共建立 300 多支“义工队”，总人数达到 8 万
余人，已投工30多万个。

冷市镇文昌村采取“党员+农户”“组长+
农户”“义工队+农户”模式，召开“屋场会”，出
动宣传车，深入宣传人居环境整治内容与意
义，全村志愿者共清理山塘 3 口，沟渠 1000
米，小溪河道7000多米，清除公路两边杂草
14000 平方米，清理陈年垃圾3000 余袋，并
引导农户拆除猪栏、牛栏、灰棚屋等残垣断壁
共 15 间，村容村貌得到显著提升。5 月 14
日，益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现场推进
会在安化县召开，“文昌经验”在全市得到广
泛推广。 ·砥砺奋进 精彩湖南·

美丽乡村入画图
——安化县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纪实

各有关单位及船舶：
经有关部门批准，湖南省电力公司柘溪水力发电厂升

船机通航设施进行常规性检修。定于2019年12月26日
至2020年2月3日停航，2月4日通航，停航时间40天。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东坪水电厂船闸通航设施进行常
规性检修，定于2019年12月27日至2020年1月15日停
航，1月16日通航，停航时间20天。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株溪口水电厂船闸通航设施进行
常规性检修，定于2019年12月28日至2020年1月16日
停航，1月17日通航，停航时间20天。

检修期间，升船机和船闸通航设施停止运行。施工结
束后，按期通航，不另行通告。

安化县地方海事处
2019年12月10日

公 告

11 月 29 日，腾讯（长沙）智慧产业总部正式挂牌启
动。在启动仪式上，腾讯公司与长沙市在教育、金融、网
络安全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在金融领域，长沙银行与
腾讯云计算（长沙）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利用各自
优势和专业经验，整合资源通过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
和共同发展。长沙银行董事长朱玉国与腾讯云计算(长
沙)总经理徐铭签订合作办议。

根据合作协议，长沙银行将与腾讯公司建立金融与
科技战略合作关系，重点在云计算服务、大数据、物联网、
生物识别、人工智能与区块链、获客引流、园区产融合作
平台建设、平台产品等领域开展合作，并将按照发展需要
及管理要求逐步推进落实合作事项。

与腾讯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是近年来长沙银行与科
技大厂开放合作的又一重大举措。2018 年 11 月，长沙
银行与华为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研究
银行业的下一代ICT（信息与通信技术）架构，推动新技
术在银行业的应用。2018 年 12 月，长沙银行与阿里云
在长沙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长沙银行的专有云、
互联网金融平台、数据智能平台以及互联网端的场景金
融业务方面进行全面合作。长沙银行介绍，将以大数据
为基础、以金融科技为支撑、建设好智慧银行，在数字化
转型的道路上坚定笃行。 （周君乐） ·精彩湖南·

长沙银行和腾讯达成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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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杨卫星 吴启明）12 月 11 日，设
在涟源市的娄底高新区里，投资2亿元的
三一路机生产线智能化升级改造工程接
近尾声，开始进行设备调试。该项目建成
后，将全面提升路机生产智能化水平。这
是涟源以技术创新为突破口，不断推动
产业升级，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项目之一。

近年来，涟源市坚持走“科技引领、
创新发展”之路，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性

文件，鼓励和扶持技术创新，提升企业核
心竞争力，推动产业提质升级。从去年至
今，全市共奖励科技创新优秀企业45家，
奖励资金达555万元。市财政科技投入资
金从2017年429万元增至2018年2176
万元；全社会研发投入从2017年1288万
元增至2018年3.46亿元。

同时，涟源市全力打造创新平台，成
功创建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入孵企业
达60家。新增创安防爆省级创新平台、回
春堂药业省级技术中心、飞天电商园“飞

麦众创空间”等3个创新主体，并在涟源
农业科技园区筹建王汉中院士工作站。
目前，全市共有16个科技创新平台、7个
省级技术中心、4个省级星创天地、1个国
家级众创空间、1个省级众创空间、1个科
技规划馆。康麓生物、回春堂药业、湘山
生物、远扬煤机等 16 家企业，与国内
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其
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康麓
生物组建了科研团队，其柑橘加工技
术走在全国前列。

科技创新的“沃土”，培育出大批新
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目前，涟源市规模
工业企业拥有研发人员2294人，全市累
计获授权有效发明专利70件，发明专利
成果转化率达 95%以上，许多企业通过
技术创新走上了高质量发展道路。

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记者 李文
峰）“以前河道淤积、废水直排、水葫芦疯
长，现在岸绿水清，鱼翔浅底，水草浮动，
美不胜收！”不久前，茶陵县城护城河改
造一新，当地一位居民谈起家门口的美
丽蝶变时，高兴不已。

“护城河见证了毛泽东亲手缔造的
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茶陵县工
农兵政府，这片红土地承载着光荣的历
史。”茶陵县委书记彭新军说，茶陵正以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为契机，致力传承红色基因，推进湘赣
边界中心县建设，加快高质量发展，谱写
新的篇章。

茶陵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6县之一，
至今保留有革命旧址15处、红色遗址40
余处。该县优选38处红色遗址作为教育
基地，由县财政安排专项经费进行保护，

“以史励志，以史铸魂”。选取老一辈革命
家与先进人物的 100 个初心故事，编辑
出版《初心永恒》一书，作为全县主题教
育学习选修读本，送进机关、企业、校园

和乡村、社区。
同时，开展“传承红色基因、讲述初

心故事”微党课比赛等活动。茶陵各级党
组织将党课搬进红色教育基地，并把39
位茶陵革命英雄的事迹编成大型现代湘
剧《云阳壮歌》到各地巡演。全县红色史
迹迅速成为“网红”，各级各部门党员干
部纷纷前来“打卡”。

茶陵县还突出问题导向，结合巡察、
党建调研、扫黑除恶等情况，全面检视违
背初心使命的各种问题，深挖根源。9至

10月，全县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整治立案 17 起，结案 26 起，处理 33
人。县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精心选派60名
党员干部，成立15个指导组，对全县103
个单位的主题教育实时全程指导。38名党
员县级领导带头，就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
果、推进产业项目建设等42个课题开展调
研，推动全县各级主题教育落地落实。全县
列出基层综合治理、人居环境整治、解决城
区“三难”（出行难、停车难、如厕难）等方面
问题218个，正在抓紧整改。

株洲出台5条措施
控制污染

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欧阳坚）
15日13时，株洲市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启动Ⅱ级应
急响应，并出台了5条强制性污染控制措施。

这5条措施分别为：工业企业严格落实错峰生产、限产
措施，确保环境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减少工业排放量；城市
建成区内禁止土石方开挖、回填和运输，禁止路面整修、房
屋拆除、混凝土搅拌、建筑工地喷涂粉刷、护坡喷浆施工等
作业，市区各类工地、料场、堆场严格落实扬尘防治措施；城
市道路每天洒水以及喷雾降尘不少于3次，重点区域增加洒
水降尘2次以上；开展重点区域周边道路交通疏导，加强对
城区中重型货车通行管控，严厉打击中重型货车违规上路
等行为；全市范围内严禁露天焚烧各类垃圾、农作物秸秆
等，城市建成区禁止燃放烟花鞭炮、露天烧烤。

长沙办理生态环境
违法案件830起

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记者 陈新 通讯员 易丽平）记者
今天从长沙市生态环境局获悉，今年1至11月，该市办理生态
环境违法案件830起，处罚金额3400.74万元，查封扣押38
起，移送行政拘留45起，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11起。

长沙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赵玲芳介绍，今年以来，长沙
市生态环境系统严格实施“三级执法、两级巡查”机制，加强
重点时段、重点行业、重点区域执法巡查；深化生态环境部
门与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的衔接，多次召开联席会议，推
动跨部门领域环境执法；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加强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中、事后监管，优化营商环境。

湘潭教育学院
以主题教育促教师内涵提升

湖南日报 12月 16日讯（记者 徐荣 见习记者
曾佰龙 通讯员 刘文军）连日来，湘潭教育学院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引领，抓教师培训
改革试点工作，成功承办了 20 多个国、省、市教师培
训项目。

今年 9 月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湘潭教育
学院（湘潭市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先后承办了国培
计划 2019——湘潭市首批教师培训师培养对象递
进式研修（A143）省内研修、2019 年省培计划——新
高考新课程网络研修、湘潭市 2019 义务教育阶段音
乐骨干教师培训等国、省、市教师培训项目。各项培
训精心设计课程，注重教师内涵提升，获得省教育厅
肯定和参训教师好评。

常德完成317处铁路沿线
安全环境问题整改

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王明志
陈涛）日前，常德市武陵区东江街道赵家碈社区石长铁路
K90+826处，经交通、街道等部门和单位联合处置，一栋距
铁路线3米左右的非法钢材仓库被依法拆除。目前，常德市
已完成317处铁路沿线安全环境问题整改，确保铁路运营安
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常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铁路安全环境整治工作，成
立分管副市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制定铁路沿线安全环境
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全面整治铁路安全保护区内私搭乱建、
沿线彩钢瓦和塑料薄膜等构筑物危害铁路接触网等问题。
对全线排查出的隐患和省交办问题，逐项列出清单，明确整
治责任单位、责任人、整改期限和质量要求，高标准推进安
全环境隐患整治。铁路沿线区县政府及市县有关部门积极
主动作为，会同相关铁路运输企业整治一处，验收一处，实
现隐患整治闭环销号。目前，黔张常铁路沿线228处安全隐
患整治全部完成，石长线、焦柳线铁路沿线108处隐患点已
完成89处，预计12月底全部整治到位。

涟源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发明专利成果转化率达95%以上

以史励志 以史铸魂

茶陵主题教育谱写红色新篇章

易地搬迁 瑶家新颜
12月16日，新建成的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勾蓝

瑶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正在开展内部装修。
该安置点共建房屋66栋，可安置搬迁户70户521
人，春节前可入住。近年来，该县通过建设11个集
中安置点及村民分散自建安置，共安置搬迁群众
1984户7915人，让贫困村民住上了新居，开启新
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任泽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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