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潇水北路通了，我们出行更方便
了，都不用去挤旁边那条小路，安全多
了！”7 月 27 日，家住道县万和小区的
谢先生说，现在小区旁边的几条主要
通道都建设好了，既漂亮又安全，住在
这里幸福感满满的。

今年初，道县在“六城同创”基础
上启动了“八城同创”工作，不断完善
长效常态的创建工作机制，突出重点，
强力推进。坚持每周由县委常委、宣
传部长主持召开周例会，每月由县委
副书记主持召开调度会，每季度由县
委书记召开季度讲评会。县级领导严
格执行创建包干责任制，下沉乡镇、街
道、社区等开展创建督导，带动了各级

各部门齐心协力抓创建。
健全完善考评奖惩办法，将8个创

建工作组纳入“八城同创”考评奖惩范
围，将创建责任进一步压实到牵头单位
和责任单位。4月以来，严格开展月督
导、文明劝导督导、省文明指数测评期
间连续开展专项督导等，累计交办整改
事项1300余个。在原有综合协调组、
督导组、宣传组基础上，县创建办新增
设了民生微实事建设组。按照“五统
一”原则，8个创建办集中办公，组建了
强有力创建队伍。

坚持博采众长、学以致用，县创建
办组织考察队伍赴市“六城同创”办、
市文明办、宁远、江华等实地考察调研

8次，各创建工作组到各级各部门指导
创建工作累计 200 余次。协调 7 个街
道加快第一批 78 项微实事工程建设，
已签合同 58 个，已施工 36 个，已完成
7个。以入户宣讲提升居民创建意识，
城区责任单位累计包居民户入户宣讲
3万余人次；以宣传需求倒逼工作创新
提质，印发《“八城同创”工作简报》，各
媒体设立了专栏，制作宣传专题片，开
展系列问题曝光、电视问政、专家学者
访谈等。前段时间，省文明指数测评
工作获得省测评组充分肯定，市“六城
同创”二季度考核中，创区、创信工作
分别排名第二、第五，较一季度分别前
进8位、3位。 （盘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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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重臣 王 珊 李 海

盛夏时节，穿行宁远大地，只见入
城公路宽阔整洁，两旁青山绿水相映、
美丽乡村生机勃勃、新型城镇高楼林立
……处处是繁荣美好的县域生产生活
画卷。

美好生活，安全作底。位于湘南的
宁远县，地域广、人口多，安全工作盘子
大、任务重，如何守好安全“底线”？

去年 3 月，宁远县应急管理局挂牌
成立。一年多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
确领导和上级应急管理部门的有力指
导下，该局不断健全完善应急管理体
系，严格落实安全监管责任，统筹推进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推动全县应急管理
工作动力更足、能力更强、安全保障更
有力，呈现发展新局面。

凝人心、聚合力
发挥1+1＞2改革效应

根据宁远县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原
安监局职责、县政府办公室的应急管理
职责、县公安局的消防管理职责、县民政
局的救灾职责，县自然资源局的地质灾
害、县水利局的水旱灾害、县林业局的森
林火灾、县科工局的地震灾害应急救援
职责，以及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减灾、抗
震救灾、森林防灭火等指挥部（委员会）
的职责全部整合到县应急管理局。

全新的机构、全新的职能，如何高
效推动职能整合、工作磨合、文化融合，
尽快实现“全局一盘棋”？宁远县应急
管理局从组织、管理、党建等多方面入
手，用心念好“统”字诀。

统一人员队伍。全面加强组织架构

建设，新设13个内设机构和地震办、执法
大队、森林消防事务中心、应急救援指挥
中心等4个下属事业单位。单位搬迁后
实现集中办公，应急指挥中心面积达125
平方米，夯实了工作开展的硬件基础。

统一工作体系。高效整合职能职
责，及时调整县安委会、县突发事件应
急委员会、县减灾委员会、县防汛抗旱
指挥部、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县森林防
灭火指挥部成员名单，将森林防火、防
汛抗旱、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应急值
守职责统一到应急指挥中心，对应急响
应流程进行梳理规范，开展全县应急资
源普查，修订完善县总体应急预案和专
项预案，初步形成了统一指挥的应急救
援系统和24小时运转的值班备勤体系。

统一思想行动。针对机构改革后
队伍复杂、管理难度增大的情况，局党
组把党建引领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突
破口。大力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筑牢理想信念；开展定期谈
心谈话，对党员干部作风、业务、纪律及
工作等提出要求，不断稳人心、抓融合；
创建“五星党支部”，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创新
开展“最美应急管理人”评选，发挥先进
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系列举
措，全局凝聚力不断提升，表现出担当

作为、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展现出能打
硬仗、敢啃硬骨头的战斗力。

夯基础、强队伍
快速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去年7月12日至13日，一场强降雨
使宁远县北部 5 个乡镇遭受洪水肆虐，
宁远河及其16条支流水位全线暴涨，最
大洪峰流量 1085 立方米/秒，高出正常
值70倍。

县防指紧急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
应，应急管理与多个部门打好配合，及时
调运筹集救灾物资，投入抗洪抢险资金
860余万元，发放救灾物资价值120余万
元，组织投入抗洪抢险救灾人员5100余
人次，有力保障了受灾群众生命安全。

大灾面前，迅速响应，高效协同，离
不开一支强有力的应急管理队伍。机
构改革后，为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本领
和应急处置能力，宁远县应急管理局全
力锻造“精兵强将”，加快织就“安全护
网”——

打造“三大”训练基地，提高应急救
援能力。依托原民兵训练基地，投资近
2000万，建成了面积66875平方米的应
急处突训练基地，为全县应急队伍、广大
民兵提供练兵比武的优良环境；建设第
二消防训练基地，规划了消防教学、训

练、考核设施设备，物资仓库，定位为永
州市南六县消防训练中心，目前即将竣
工；筹备建设森林火灾救援训练基地，计
划投入800万元，用地10000平方米，建
成之后作为该县森林火灾应急能力中
心，同时具备森林火灾及其他各类灾害
的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日常训练、灾害高
发期备勤、综合办公等功能。通过三大
训练基地建设，该县各级各类应急队伍
都将拥有合适的训练场地，通过良好的
专业训练，保持好的战备状态，确保灾害
来时应对自如，安全高效。

建造三级救援队伍，织密应急救援
网络。为有效应对各类灾情，做到“早
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该县成立了

“县、镇、村”三级应急救援队伍，实现了
村一级“小患能处理，大灾能配合”的能
力。县级应急救援队伍，主要包括直属
县人武部的应急救援分队40人、县消防
救援大队83人、应急局管理的森林防灭
火专业队121人；镇级应急救援队伍，各
乡镇、街道、林场及森管局各自组建有
一支人数不少于 30 人的半专业灭火队
伍，在县森林消防中心的指导下进行训
练，备勤，各自区域内出现火情时，第一
时间赶赴现场“打早打小”，如果出现需
要县级专业队支援的情况，及时报告县
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并做好相应配合；村

级应急救援队伍，主要包括村级巡逻队
及信息员，第一时间掌握与排除本村范
围内的各种安全隐患，发现与阻止村民
的不安全行为，对于不能处理的隐患及
时上报并采取必要避险措施。目前宁
远县共有信息员 480 人，覆盖全县所有
村和社区。

通过训练基地“造血”、三级网络“防
护”，宁远县应急救援更加有序有力。

出重拳、亮利剑
全力守护一方平安

5 月 15 日星期五，是永州市宁远县
柏家坪镇农村传统赶集日。走进柏家
坪镇双井圩集贸市场，昔日占道经营的
马路市场不见了，映入眼帘的是离马路
20 米远的室内集贸市场。市场内各式
各样的货物摆放得整整齐齐，市民们正
穿梭于各个摊位前购买鲜肉、果蔬和各
种干货，十分热闹。

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和乱停乱放一
直是影响安全的老大难问题。为了切
实解决问题，还路于民，宁远县成立了
马路市场安全隐患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办公室设应急管理局。

以应急管理为“中枢”，多部门联
动，重拳出击，疏堵结合，整治马路顽瘴
痼疾。一方面对位于“长下坡、急弯”和

国道、省道、县道等主干道路的马路市
场予以强制关闭取缔和搬迁；一方面，
完善保障机制，投资 2000 余万元分类
分批对市场进行提质改造。目前，全县
38 处马路市场均已按“一场一策”的要
求“搬迁入市”或“暂时转移”，道路安全
和市民生活都有了保障。

马路市场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只是
一个缩影，自应急管理局成立以来，全
局上下出重拳、亮利剑，切实抓好应急
管理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一方平安。

加大安全生产工作力度。抓住重
点领域、重点环节，开展“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年”活动、“安全生产大排查大
整治大管控百日行动”、“强执法防事
故”行动等集中攻坚行动，整改风险隐
患 2990 处，立案处罚 218 起，罚款 343
万元，责令停产停业 28家，取缔关闭 22
家。针对非煤矿山、工贸企业、危险化
学品和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部署开展
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治理重大安全
隐患 164 个，严惩违法违规行为 751
个。加强防灾宣传，有序开展防汛、森
林防火、抗旱救灾、紧急救助工作，守护
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健全公共
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
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赈灾减灾救
灾能力。做好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保
障人民日益增长的安全需要，我们责任
如山，使命必达。”县应急管理局党组书
记、局长何胜兵的话铿锵有力。

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有力护航下，
2019年，宁远县未发生生产经营性安全
事故，未出现因灾伤亡事故，森林火灾
起数同比下降 41%。今年 1-6月，全县
森林火灾起数同比下降48.5%。

动力更足 能力更强 安全保障更有力——

宁远县应急管理凝心聚力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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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28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李向红）7月23日，全省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创建文明行业暨城市“厕所
革命”推进会在株洲市召开。与会省市
县代表现场考察后一致认为，株洲“厕
所革命”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样板。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2018年
以来，株洲启动城区“厕所革命”，按照
统一规划选址、统一建筑风格、统一建
设标准的原则，将城市公厕改造升级为
便民、利民的公共服务站——“建宁驿
站”，增添群众的幸福感。

新建“建宁驿站”选址，摒弃垃圾站
旁、旮旯里等“老地方”，定在“街两旁、
江两岸、桥底下、公园里、市场中”。内部
设计上，女性蹲位是男性2倍以上，并设

立第三卫生间、母婴护理台、幼儿坐便
器、无障碍设施等。均配备饮用热水、急
救药箱、手机充电器、免费 WIFI、公益
雨伞、图书漂流角等便民服务设施及便
民商业功能。同时，出台公厕精细化管
理办法，实现“如厕如同休闲”，成为文
明株洲的一个新窗口。

“建宁驿站”突出市场化运营，探索
“以商建厕”“以商补厕”模式，有效吸引
社会组织参与。该市通过广告、铺位出
租（兼顾保洁）等获得一定收入，有效
降低公厕运维成本。石峰区委托专业
公司管养“建宁驿站”，每座年管养费
用由15.6万元降至7.1万元，降幅达
54%。

在总结全市 200 座“建宁驿站”

建设运营经验的基础上，株洲将“厕所
革命”由城区向公共机构、服务场所、市
郊和县城延伸，不断提升厕所建设科学
化、管理专业化、运营市场化、服务人性
化、保障制度化水平，着力补齐影响群
众生活品质的一块短板。

目前，株洲“建宁驿站”公共服务被
列为第六批全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综合标准化试点项目,受到广大群众的
一致好评。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记者 彭婷）
7月27日，位于湘潭市岳塘区板塘铺的
韶华大剧院热闹非凡，不少家长带着孩
子前来报名参加该剧院免费举办的暑
期艺术培训班。为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
活，5天前开业运营的韶华大剧院特意
针对 4 至 18 岁孩子开办此次免费艺术
课程，受到孩子和家长们的热捧。

韶华大剧院前身为湘纺工人文化宫，
1954年建成开放，是砖木结构苏式建筑。
它既是湘潭市一座有名的文化殿堂，也是
湘纺工人业余文化生活十分集中的场所。
湘纺破产后，工人文化宫慢慢沉寂，加上年

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2014年停止运营。
岳塘区秉承“保护优先”“功能为主”

“文化点缀”原则，于2018年启动湘纺工
人文化宫提质改造工程，由湘潭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经多方征集，湘纺
工人文化宫被命名为“韶华大剧院”。

历经66年沧桑，经全面改造，7月22
日，韶华大剧院集演艺、影院、文体活动、
艺术培训、艺术展示等功能于一体，以文
体活动中心和综合性、多功能文艺演出场
所的新形象惊艳亮相。该剧院总建筑面积
4607.71平方米，剧场采用上下结构，共
有座位987个，能承办近1000人的演艺

活动。剧院还延伸发展文化艺术产业，拥
有艺术培训学校、韶华艺术团等。市民可
在这里体验浓郁的戏剧、歌舞剧、电影文
化，享受阅读、书法、文化交流乐趣。

岳塘区委、区政府负责人表示，韶
华大剧院作为该区便民、利民、惠民文
化项目之一，是对历史文化建筑的传
承、保护与发展。该区将积极引入一流
演出资源，大力发展剧场演出、艺术培
训、艺术展示、休闲娱乐等业务，演出更
多精彩剧目，开展更多文艺活动，让市
民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文化盛宴，打造
区域性演出中心与文化新地标。

岳塘区打造区域性文化新地标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记者 张咪
通讯员 唐频辉 张和生）“一颗炎陵黄
桃居然有6两多，甜度达到15度！”7月
26日，“黄金时代 桃醉人间”湘农荟大
直播炎陵黄桃专场在“神州第一陵”炎
帝陵举行，炎陵县委书记尹朝晖变身

“带货达人”，现场测试炎陵黄桃的重量

和甜度。
“湘农荟大直播”炎陵黄桃专场由省

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指导支持，省农业
农村厅主办。通过多平台同时直播，打通
炎陵黄桃销售渠道，让炎陵黄桃走出大
山、走向终端、走进千家万户。直播当天，
多平台浏览量达2800余万人次。活动还

联动绿叶水果全国700家门店、华润万
家湖南20多家门店等渠道同步线下销
售，线上线下采购销售达1192.5万元。

直播过程中，尹朝晖介绍，炎陵黄
桃个头大、颜色金黄、形态标致，颜值
高，肉脆、味甜、香浓，平均甜度大于12
度，富含人体所需的维生素C、纤维素、
胡萝卜素以及硒、锌等多种微量元素。
炎陵县黄桃协会秘书长谭忠诚也不失
时机地介绍炎陵自然风光、历史人文等
文旅资源，助力农旅融合发展。

“湘农荟大直播”举行炎陵黄桃专场
线上线下销售达1192.5万元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记者 蒋茜
通讯员 盘林 蒋品国）7 月 26 日，道县
2020年移民美丽家园系列活动走进该
县清塘镇小塘村，全方位展示库区移民
后续帮扶成果，推介当地特色农产品，
助力脱贫攻坚。

小塘村位于都庞岭下，属于云溪水
库移民村、省级贫困村。近年来，该村依
托政策支持，通过发展特色产业、整治人

居环境等措施，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活动现场，演员们以小品、歌舞等形式，
生动展现小塘村近几年的变化。道县县
委副书记、县长李天明化身“带货主播”，
同16位网红主播一起，向全国各地消费
者推介当地茶叶、黑木耳等农产品，销售
农产品2万余件。此外，当天还举办瑶族
长桌宴、篝火晚会、抓鱼比赛等活动。

据悉，道县纳入大中型水库移民后

续帮扶范围有9个库区，涉及22个乡镇
207个村78172人。2006年以来，该县围
绕建设“幸福移民、美丽库区、和谐社会”
目标，突出库区基础设施、移民产业发
展、人居环境改善，大力推动移民美丽家
园和移民产业化建设，着力提高移民生
产生活水平，极大促进库区和移民安置
区经济持续发展，确保库区社会稳定。

本次活动由道县县委、县人民政府
主办，道县移民开发局、县扶贫办、清塘镇
政府承办，是道县2020年移民美丽家园
系列活动的第一场。该活动还将走进平地
尾村、龙江桥村等13个水库移民村。

道县举行移民美丽家园系列活动
展示库区移民后续帮扶成果

株洲“厕所革命”增添幸福感
湖南日报 7月 28日讯（记

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李彬 李丹
阳）今天，岳阳市在湘阴县漕溪港
千吨级码头开展集中销毁行动，
累计销毁“三无”涉渔船舶63艘、
各类非法电鱼设备186台套。

岳阳作为“湖南北大门”，临
江畔湖、通江达海，拥有湖南163
公里长江岸线和 60%洞庭湖水
域面积，渔业水域面积475.16万
亩。岳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
作，始终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发展导向，推动长江经
济带的绿色高效发展。

去年10月，岳阳市农业农村
部门牵头，公安、海事等部门密切
配合，在全市部署开展打击非法
捕捞专项行动；各县（市、区）按照

“县管、乡包、村负责”属地管理机
制，合力将专项整治行动引向深
入。该市重点加强非法捕捞多发、
高发水域和时间段执法监管，组
织开展禁捕专项执法、“三无”船
舶整治、东洞庭湖“四清”“四无”、规范垂
钓、“长江禁捕打非断链”及涉长江、洞庭
湖野生鱼宣传整治等系列行动。

截至目前，岳阳市出动执法 4.26 万
余人次，执法船艇6252艘次，查获违禁、
违法捕捞案件104起，行政处罚102人，
移送司法39人，优化洞庭湖和长江湖南
段生态环境，守护好一江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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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集中销毁禁用渔具
7月28日上午，望城区高塘岭街道附近湘江堤岸, 长沙市对今年7月以来公安、农

业农村等部门开展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中所查缴的446件禁用渔具进
行了集中销毁，包括电鱼设备、地笼、渔网、涉渔“三无”船舶。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