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宁

“今天就是来大家面前‘刷脸’的，
我是你们的微网格长，以后大家有事
就找我啦！”5 月 8 日晚 7 时，在浏阳市
澄潭江镇荆坪村北坑组张开付家中，
干部群众团团坐，党员、网格干部主动
亮身份，与群众一对一认识、面对面交
流，共话家常、共话发展。

今年 3 月以来,澄潭江镇启动“党
建+微网格”和“网格管家 民情直达”
工作，并以此为基础引发了一系列探
索实践。

网格管理引发“村民夜话”探索

在推进网格管理落实的过程中，澄
潭江镇把“网格工作日”入户走访作为
主抓手，通过干部的“下访”来实现政策
传达、民生直达，通过一个月的实践，在
取得实效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堵点”。

“入户走访时，有些村民因为不知
道我们的身份，态度谨慎，很难一下子
拉近距离。”网格干部涂绪友在走访过
程中碰了壁。一些干部走访不是吃

“闭门羹”，就是对话“一老一小”，传达

政策、收集问题都存在盲区。
为了提高网格工作的知晓度，拉

近干群关系，该镇在全镇 203 个小区
推开“村民夜话”活动，以小区为单位
召集群众“夜话”，让群众与联村领导、
网格干部、联户党员坐在一起，相互认
识、畅所欲言，同时向村民宣讲食品安
全、交通安全、移风易俗、养老保险征
缴、垃圾分类、改厕、疫情防控等政策
知识，让“天线”接上“地气”，既推动了
工作又融洽了感情，架起了干群沟通
的“连心桥”。

群众说事干部办事，124件“烦心
事”迎刃而解

“夜话”倡导的是“把话筒交给群
众”，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帮助群众解决
实际问题。山下村党总支书记宋北京
说：“干部对于民意不仅要听下来、记
下来，更要去落实和解决，才能暖民
心、促发展。”

山下村东冲组的山坳里有 20 多
亩农田，原来村民一直是人力耕作，

只有一条一米多宽的小路连接田地，
耕田机和收割机都通不过。今年组
上的村民都想改用机械耕作，在 4 月
27 日百福小区的夜话会上，村民提出
了这个问题，村上和小区主任现场认
领。第二天，由村级出资购买材料、
叫来挖机拓宽道路，小区主任胡吉祥
动员党员群众投工投劳，2 天时间就
铺出了一条长 300 多米、宽 3 米的道
路，农用车能够顺利通过，有效遏制
了耕地抛荒。

和家村山坪路口遮挡视线的树枝
被修剪，安装交通安全提示牌，安全隐
患得以消除；碧溪村桥头片区主干道上
的路灯亮了起来；澄潭村凼里组至兰家
组水圳不再堵塞……多次夜话下来，许
多民生问题被反映、被关注、被解决。
一个多月时间，该镇共开展夜话活动
102场，参与人次2.5万余人，吸纳民意
212条，解决民生问题124件。

在澄潭江镇，干部、党员、群众围坐
一起促膝交流的“村民夜话”已经成为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化解民生难点的好
平台，更成为打通基层社会治理“最后
一米”的好办法。（李紫薇 傅含颖）

“村民夜话”接地气 干群交心解难题
惠利玛鞋城位于浏阳市新文路商

业步行街（简称“步行街”），营业面积
600 多平方米，共有工作人员 40 余
名。疫情蔓延的这段日子里，鞋城负
责人孙志祥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
力：客流稀少，有时候一天下来，进店
的顾客还没有鞋城的工作人员多，最
少时一天的营业额仅1000多元。

然而，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
假，得益于浏阳市淮川街道首届国潮
美食文化节的举行，惠利玛鞋城借美
食文化节的“东风”，顺势推出优惠促
销 活 动 ，打 了 个 漂 亮 的 销 售“ 翻 身
仗”。“美食文化节期间，我们的日均销
售额较节前高峰期同比增长 5 倍，甚
至还较去年同期增长20%。”孙志祥感
慨，这次美食文化节，不仅让他看到了
步行街巨大的消费潜力，也进一步坚
定了在此投资的信心。

4月 28日至 5月 5日 8天时间，涵
盖美食、音乐、时尚、艺术等七大主题
的淮川街道首届国潮美食文化节火爆
开场，共吸引线上线下1100余家商户

参与，日均人流量超过 4万人次，累计
总人流量达30万人次，带动步行街商
圈周边消费额近亿元。

为释放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
淮川街道以节会经济为重要抓手，通
过“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方式，精心
策划推出首届国潮美食文化节，充分
发挥节会效应，拉动“消费马车”重新
跑起来，助推曾为“三湘（县市）第一
街”的新文路步行街商圈重现生机。

在本次美食文化节期间，新文路
步行街上首次布置了 50 余个美食展
位，鼓励商家自主创意宣传促销，同时
还允许街头艺人、街头特色摊担在特
定区域内开展文化特色活动。为促进
步行街商贸回暖，淮川街道出台《关于
打造特色街区促进商贸繁荣的实施意
见》，以步行街商圈为核心，重点打造

“促销活动特色街区、街头文化特许街
区、广告招牌创意街区”，培育和发展
一批彰显城关底蕴、体现浏阳风味、形
成独特记忆的商贸品牌，真正让步行
街商圈“活起来、动起来、闹起来”。

为促进“三个街区”打造，浏阳市
城管局将审批权下放至城管淮川中
队，所有促销活动一律由审批制改为
备案制，并通过上门服务实现企业、
商家“零跑腿”。同时，对街头艺人表
演、街头特色摊担采取相对开放的管
理方式，经城管淮川中队备案后，允
许 在 特 定 区 域 内 开 展 文 化 特 色 活
动。美食文化节启动仪式上，市城管
局、淮川街道向 12名极具代表性的浏
阳街头艺人颁发了特色街区艺术表
演许可证。

“结合《实施意见》和‘促销活动特
色街区、街头文化特许街区、广告招牌
创意街区’的打造，我们将把节会经济
作为繁荣商贸的‘主引擎’，聚焦打造
特色步行街商圈中心，通过举办各种
节会活动，挖掘消费潜力，推动步行街
商贸复苏升级。”淮川街道主要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街道还将陆续举办亲子
文化节、夏装节等各类节会活动，确保

“月月有小活动，季季有大节会”，把受
疫情影响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活力
释放出来，全力打造浏阳消费聚集高
地。 （陈 珍 胡吉星）

浏阳淮川：一场美食文化节 带动商圈消费近亿元

09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市州新闻 2020年5月1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刘永明 版式编辑 刘铮铮

湖南日报 5月 11 日讯（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吴薇 尹维龙）漫山放绿，茶叶飘香。
5 月 8 日，记者走进常宁市天堂山办事处黄
洞村，看到一行行整齐的茶树宛如一条条绿
丝带缠绕山间，阡陌纵横。淡淡云雾间，村
民们背着竹篓，挎着竹篮，穿梭在茶树间，忙
着采茶。

常宁市是湖南省茶叶传统产区之一，
目前拥有茶园面积 8.19 万亩。境内的塔
山瑶族乡、天堂山办事处、洋泉镇是茶叶
主产区，这里气候温润多雨，昼夜温差大，
土壤腐殖质丰富，富含锌、硒等微量元素，
拥有种植高山云雾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
境。

“我们山上平整土地少，气候高寒，不适
宜种植传统农作物。种植茶叶以前，很多土
地都被荒废。”黄洞村41岁的村民陈玉芬，清
明节以来的两个多月采茶季，就挣了 9000
多元。在当地，像陈玉芬这样，依托茶叶产
业在家门口就业的有近2万人，人均年增收
超过3000元。

近年来，常宁市充分挖掘高寒山区海拔

高、土质好、气候湿润等种植茶叶的天然优
势，大力发展茶叶产业，突出“生态有机”特
色，做强常宁塔山高山生态有机茶品牌。
组建了一支茶叶专业服务队伍，加强
与湖南省茶科所、湖南农大、武汉大
学的合作，鼓励茶企自行对接，
稳步提升高山有机茶产业的
整体发展水平。

常宁市按照“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先后发展
茶企45家，新建高标准有机茶园5.1
万亩，并建成10余个茶叶产业专业村和
6个千亩连片示范园，茶叶加工直接从业人
员达3600人，年产茶叶3270吨，产值达到2
余亿元。

常宁茶产业的蓬勃发展，也让高山茶
园成为一道靓丽风景线，推动了茶产业与
茶文化、茶旅游一体化发展，加速了常宁绿
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进程。“五一”假期，
常宁茶旅融合吸引 2.8 万余名游客前往旅
游观光、休闲购物，带动旅游收入 1000 余
万元。

高山茶园风光好
带动近2万人就业，人均增收超过3000元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周俊 邹娜
妮 通讯员 杨纹漪 谢立松）5 月 7 日，冷水
江市金竹山镇麻溪村风雨桥上，微风徐徐，
三五老人闲坐谈笑。不远处，绿树掩映着农
家院落，村民在文化广场跳舞。村民张秀莲
感叹：“村里环境清洁，路面宽敞，看病有家
庭医生，办事有干部代理，晚上还有人巡逻，
我们的生活不比城里差。”

近年来，冷水江把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作为民生工作的突破口，全力推动规划、政
策、资金、项目等向农村倾斜，下足“绣花”功
夫打造宜居美丽乡村，实现农村各项基础设
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提档升级。

依托村（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冷水江
全面普及“一站式”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将
智慧党建、网格化服务管理、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服务等各类平台，以及文体活动室、
邮政网点、村级电商服务站等场所，整合进
服务中心。将其打造成集党务、政务、村
务、商务、公共文化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综
合服务阵地，实现所有村（社区）综合服务
平台均能提供“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
务。目前，冷水江已下放 23 项政务服务事
项审批权限至乡镇、42 项受理权限至村
级。

冷水江着力补齐农村硬件设施短
板，加大对大棚、节水灌溉等设施建
设支持力度，最大限度减少自然
灾害对农业的影响；加大道路
交通、饮水工程、村卫生室
等民生工程建设，解决农村
出行难、看病难、喝水难等问
题，实现“一村一辅警”“一村一卫
生室”“班车村村通”等。

为实现农村面貌“由外而内”蜕变，
冷水江推行垃圾减量分类处理，开展以“三
清一改”为主要内容的村庄清洁行动，基本
实现生活垃圾处理常态化、城乡一体化；强
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将近郊乡镇污水全部
纳入全市污水处理系统，实现污水处理的规
范化；强化环境面貌提质，开展联村建绿行
动和农村“厕所革命”，新增绿道130公里，村
级游园17个，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85%以
上。

织就乡村幸福网
新增绿道130公里，村级游园17个

湖南日报 5 月 11 日讯（记者
欧阳倩）今天下午 2 时许，女书传承
人李爱莲来到长沙市雨花区湖南
雨花非遗馆工作室，为直播做准
备：手机调好视频模式固定在支架
上，准备好笔墨，打开补光灯。“我
每周做三四场直播，既传播了女书
文化，也销售了一些女书书法作
品、女书陶瓷、女书团扇等文创产
品。”

李爱莲是潇湘爱莲女书文化研
究院院长，女书代表性传承人。她
做直播源于3个月前，当时受疫情影
响，雨花非遗馆线下活动暂停，李爱
莲动起了线上传播的念头。“刚开始
只是想每天在线教网友写女书文
字，为宅在家的市民解解闷。”没想
到，李爱莲的直播间一上线，就收获
不少粉丝。在一次教完“福”字女书
字体后，不少网友向李爱莲追问是
否有带“福”字的女书产品。于是，
李爱莲在直播环节也尝试“带货”。

“每场直播有一两千人围观，累计卖
出了数千元产品。”她说。

通过直播，李爱莲扩大了交友
圈。“直播平台建了交流圈，每天都
有各地网友参与讨论，气氛热闹。”
李爱莲介绍，有两位广州的女书爱
好者看了直播后，成了她的忠实粉
丝，并邀请她去当地讲课。

据了解，疫情期间雨花非遗馆
人流量受影响，不少非遗人纷纷试
水“直播带货”，走出了一条推广非
遗的新路径。目前，雨花非遗馆已
有女书、年画、皮影戏、竹编等多个
非遗项目开辟线上直播。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李睿孜

前不久，益阳市赫山区美丽乡村
建设现场会在衡龙桥镇华林村召

开。面对与会者的点赞，村党总支书
记范志祥很激动：“跌倒后，我终于‘爬
’起来了。”

在衡龙桥镇 2018 年经济工作会
场，因华林村未获评该镇2017年度全

面工作先进单位，范志祥赌气组织全
体村干部退场，拒领其他奖项，当年4
月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让好强
的他感觉“狠狠地跌了一跤”，抬不起
头。

2018 年 7 月，赫山区纪委监委出
台《对受处分人员回访教育工作办
法》，按照统筹安排、分级负责原则，
认真作好监督执纪“后半篇文章”。
衡龙桥镇纪委书记罗方生成了范志
祥回访帮教第一责任人。“当我把单
项奖牌送到村里时，范志祥依然拒绝
接受。”罗方生回忆，尽管事情过去
了几个月，范志祥心里的别扭劲并没
有过去。

罗方生先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范志
祥的错误根源，又带领他与全体村干
部一起学习新党章和问责条例，纠正

他“不贪不腐就不是违纪”的错误认
识。罗方生一次又一次的暖心帮扶与
贴心解惑，让范志祥很快放下思想包
袱，带领村支两委积极投身脱贫攻坚、
人居环境整治及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
中。华林村 2018 年摘掉了省级贫困
村的帽子，今年从镇里领回了全面先
进和年度综治工作群众满意度两块奖
牌。

在赫山区，和范志祥一样“跌倒了
有人扶”的，还有52位党员干部，他们
在处分决定生效3个月后至处分期满
前都得到回访帮教。“给犯了错误的干
部送去组织温暖与人文关怀，既能激
发干部改过自新的内生动力，又能达
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根本目
的。”赫山区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介
绍。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通讯员 黄祥湖
刘勋惠）“根据巡察整改要求，请你尽快将
违规领取的 1480 元上缴到指定账号……”
日前，安仁县派驻县委办纪检监察组在日常
监督中，通过电话对县直单位一干部应退未
退费用问题进行督促提醒。

据了解，每轮巡察后，安仁县纪委都会
根据巡察反馈问题，形成整改清单，逐一交
办到纪检监察室、派驻纪检监察组和巡察
办，压紧压实职责。同时，定期听取巡察整
改监督工作情况，推进巡察反馈问题立行立
改、真改实改。

驻县委办纪检监察组组长王林介绍，整
改中，派驻纪检监察组坚持问题导向、举一
反三，督促被监督单位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突出问题自查自纠，对发现的问题下
发交办函和《通知单》进行提醒。目前，已对

61人违规领取津补贴和违规报账问题下发
了清退通知单，督促4个单位累计清退违规
发放津贴、违规娱乐消费、公款旅游等费用
19万余元。

在派驻日常监督中，9 个派驻纪检监察
组将监督重点聚焦到巡察反馈问题整改上，
督促责任单位从严从实推进整改。派驻农
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在监督中发现，县农业
产业发展中心有一起职工停薪留职占编未
上班问题，未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到位，纪检
监察组及时采取谈话提醒和约谈，督促责任
单位尽快整改。

截至目前，该县 8 轮常规巡察和 4 轮脱
贫攻坚专项巡察发现并反馈问题 1144 个，
整改 1095 个，整改率达 95.7%，并建章立制
48项，有力推动了巡察整改工作落细落实、
改出成效。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龚道沿

“真没想到，我们这些居住在高山
顶上的农民，也喝上了自来水！”4月28
日，临澧县刻木山乡凤兴村九组村民
何书满把回访的乡纪委干部拉到厨
房，拧开水龙头，看到自来水哗哗流出
来，他情不自禁地说。

年过古稀的何书满和老伴体弱多
病，虽获得扶持发展养殖业、成功脱
贫，但安全饮水问题一直困扰心头，令
其发愁。

问题的解决得从一次巡察走访说
起。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去年 10
月，刻木山乡纪委把落实贫困村实现
整村脱贫摘帽后“不摘责任、不摘政
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督”情况作为重

点，开展专项巡察。乡纪委书记谢阳
来到刻木山顶实地查看，听取村民意
见。

“村里通过实施饮水工程项目，
90%以上的农户用上了自来水，只有
我们这儿没有解决，遇到干旱挑着水
桶四处去找水。”何书满反映山顶上村
民的苦恼。

听 完 情 况 ，谢 阳 心 里 不 是 滋
味。凤兴村是个省级贫困村。2017
年以来，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住
房保障中心、邮储银行等 5 家后盾单
位支持下，筹集 120 多万元，修建了
3 处水塔，铺设主管道 2.3 万多米，采
取一二三级提水方式，让山脚和半
山腰 665 户村民用上了自来水。但
由于山高地僻，加上村民居住分散，

水压不够，无法将水送到海拔 500 多
米高的山顶，导致山上 25 户村民没
有自来水。

回到村部，谢阳立即和村支两委商
议解决方案：设法筹资，增加增压设施，
延伸管道，让山顶上群众早日喝上自来
水。村支书胡亮毅立马行动，通过多种
途径，争取到30多万元。去年11月，工
程破土动工。村支两委成员忙个不停，
乡纪委干部多次现场督导检查，大家齐
心协力，安装大型增压泵4个，将主管
道延伸3000多米。经三级增压、四级
提水，今年1月，终于将自来水送上山
顶。

“巡察组帮咱解决了饮水难题，我
们不用肩挑手提了。”喝上干净的自来
水，何书满等村民十分感激。

冷水江

安仁：派驻监督助推巡察整改

“跌倒后，我终于‘爬’起来了”

高山农民饮上了自来水
5月8日，麻阳苗

族自治县谭家寨乡楠
木桥村四季果园基地，
村民焦香菊忙着采摘
桑葚。焦香菊家因丈
夫患病而致贫。2014
年，焦香菊开始在该果
园就业，年收入2万余
元，成功脱贫。该果园
占地600余亩，种植了
桑葚、无花果、黄金柰
李等10余种水果，不
仅给周边市民提供了
一个旅游好去处，而且
还带动了当地贫困户
就近就业脱贫致富。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扶贫印记

水果飘香

女书传承人开直播
授课带货两不误

5月10日，武冈市民富工
业园区，银记青公福饼食品有

限公司工人在制作空饼。空饼是
武冈十大名吃之一，有近800年的历

史。近年，该市积极引导传统手工业产业化
发展，在保留传统工艺前提下改善生产设
施，实行创新、规模化生产，带动了就业，促
进了群众增收。 滕治中 摄

传统工艺
促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