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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段云行 通
讯员 周俊 谢立松）“这10000亩生态抗污
林种下去， 锡矿山的生态欠账又会还掉一
大笔！ ”日前，冷水江市林业部门与省林科
院专家来到锡矿山地区， 对已规划的抗污
林区域进行最后确认。 冷水江市决定利用
今冬明春的造林季节， 在锡矿山地区再种
下1万亩生态抗污林。

锡矿山为世界著名百年老矿， 累计产
锑量约占全球的1/4。 在为经济发展做出贡
献的同时，长达百年的开采，也付出了生态
环境破坏的严重代价。 如何偿还生态欠账，
冷水江市提出了建设锡矿山地区两型社会

示范区目标，水、气、渣治理“三管齐下”，实
施了38个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 一方面对
废渣进行综合管理和动态监管， 建设大型
砷碱渣库、规划废渣堆积场所，防止无序堆
放和渗漏造成二次污染； 另一方面进行综
合治理，建设年处理能力2万吨的砷碱渣无
害化处理工程。 7年内有望全面消化历史废
渣。

同时，全力实施锡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组建生态抗污、生态修复研究基地。 选取适
宜在重金属超标土壤中生长的构树、 大叶
女贞、楸树等树种建设生态抗污林，目前已
累计造林4000亩，修复面积5600亩。 今冬

明春， 冷水江还将在锡矿山地区新造防污
林10000亩，届时石漠化地域森林覆盖率将
达到100%，以往的“癞头山”将重披绿装。
今年1至7月份， 锡矿山地区环境空气监测
二氧化硫日均浓度值同比下降了76.7%；青
丰河砷、 锑平均值同比分别减少73.17%、
26.84%，涟溪河砷、锑平均值同比分别减少
85.48%、47.75%。治理成果得到了省政府的
高度肯定。

冷水江市委书记刘小龙表示， 按现有
治理经验和进度，再过10年时间，锡矿山地
区百年留下的生态创伤就将得到全面治
理，矿山生态将基本恢复原状。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李青松）“这是一座搬不走的‘造血
工厂’。 ”今天上午，沅陵县官庄镇马鞍铺村
向满英等村民来到茶叶育苗基地， 给苗圃
杀虫除草。 向满英告诉记者，去年，沅陵县
委办机关党支部与该村结对帮扶， 引进茶
叶育苗公司，建起了80亩连片茶叶苗圃，村
里253名贫困人口通过土地入股收益和劳
务收入，年人均增收1300余元。

沅陵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去
年来， 该县积极探索全民创业与扶贫开发

有机结合的“一创双带”帮扶机制，即创业
带动就业、创业带动扶贫，要求机关事业单
位党组织结对贫困村， 帮助发展创业实体
或产业基地，吸纳群众就业；机关党员干部
结对帮扶贫困户，帮助找准创业就业门路，
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一创双带”活动中，沅陵县机关党员
干部摸清了每户结对贫困户的基本情况、
致贫原因等， 并为他们量身定制了帮扶计
划、 分年度脱贫措施等， 做到不脱贫不脱
钩。 县政协机关党员干部捐资购买60头黑

猪仔， 送给太常乡沙金滩村首批结对的30
户贫困户，并引入林下生态鸡养殖项目。 村
民向长安在结对党员干部帮扶下， 今年养
鸡纯收入达4万余元，一举甩掉贫困帽。

去年， 沅陵县107个单位共结对帮扶
124个村（社区），实施产业项目165个，结对
帮扶贫困户2430户，带动2.8万人脱贫。“结
合当下正在开展的‘一进两访’活动，全县
干部职工下沉贫困村组， 确保今年结对帮
扶的8654户贫困户年内脱贫。 ”沅陵县委书
记刘志良说。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 四中全会以及省委十届九次全会精神， 加
快推进农村改革， 增强乡镇经济发展活力， 促
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省委、 省人民政府决定在
全省开展新一轮乡镇区划调整改革。 根据我省
实际， 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 开展乡镇区划调整改革的
重大意义

乡镇区划调整改革是事关基层政权建设和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改革。 经过前两轮乡
镇区划调整改革， 全省乡镇数量有所减少， 但
乡镇规模小、 数量多、 布局散的问题仍然突
出， 乡镇区域平均面积和平均人口均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目前我省乡
镇规模、 布局与改革发展新要求不相适应， 增
加了运行成本， 稀释了公共投入， 削弱了综合
实力， 导致部分乡镇集聚力和辐射力不强， 产
业结构雷同， 资源浪费严重， 成为制约我省城
乡发展一体化的障碍。 通过行政区划调整， 实
行乡镇区域重组， 撤并规模小、 经济实力弱、
基础设施差的乡镇， 有利于整合乡镇区域发展
资源， 拓展和优化发展空间， 解放和发展农村
生产力， 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加快全面小康建
设进程； 有利于破解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障
碍，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新型城镇化、 农业
现代化和信息化， 形成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
乡关系； 有利于深化农村改革， 加快构建适应
现代发展要求、 切合湖南实际的乡镇管理体制
机制， 提升工作效率， 增强乡镇经济发展动力
与活力； 有利于完善农村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提高依法治理水平； 有利
于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基层延伸， 增强公共服
务供给能力。

二、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 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围绕构建适应城乡发展
一体化要求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治
理体系这一目标， 着力优化结构布局， 着力全

面深化改革， 着力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积极推
进乡镇区划调整改革， 促进全省乡镇布局更加
合理、 结构更加优化、 发展更加科学、 运行更
加高效、 服务更加优质。

（二） 基本原则
1.因地制宜、 科学规划。 紧密结合我省新

型城镇化规划， 充分考虑当地自然地理条件、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行政管理以及民族宗教、
民俗文化、 历史沿革和群众生产生活习惯等综
合因素， 按照平原湖区、 丘陵区、 半山半丘
区、 山区不同类型， 科学确定乡镇规模和布
局， 对部分高寒山区等特殊地理条件的乡镇和
民族乡不搞“一刀切”。

2.促进发展、 服务群众。 把促进要素资源
整合、 促进发展和服务群众作为乡镇区划调整
改革的首要因素， 把乡镇区划调整改革与推进
新型城镇化、 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发展现代
农业结合起来， 着力做大做强县市人民政府驻
地镇， 强化其综合承载力和辐射带动力， 做到
既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乡镇经济发展，
又便于有效管理、 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3.理顺关系、 转变职能。 在乡镇区划调整
改革的同时， 积极稳妥地做好乡镇机构改革工
作， 进一步理顺县市区、 乡镇两级人民政府管
理体制， 坚持重心下移、 强基固本， 理顺经济
发展、 社会事业、 公共服务、 社会治理、 公共
基础设施运行管理等方面的体制机制， 精简机
构、 降低成本、 激发活力、 提升效能。

4.依法有序、 稳步推进。 坚持依法依规、
有序推进， 严格遵守区划调整、 财政税收、 国
土资源、 组织人事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坚持公
平、 公正、 公开， 尊重群众意愿， 尊重合理利
益诉求。

三、 组织领导和保障措施
（一） 加强组织领导。 本轮乡镇区划调整

改革在省委、 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由省
乡镇区划调整改革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领导小
组） 负责， 领导小组由孙金龙同志任组长， 郭
开朗、 陈肇雄、 许又声、 黄关春、 戴道晋、 蔡
振红同志任副组长。 (下转3版)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乔伊蕾）我省于9
月下旬启动乡镇区划调整改革工作。 为确保乡
镇区划调整改革工作顺利实施，10月8日， 省纪
委就该项工作专门下发通知， 严明5条纪律要
求。

严格遵守政治纪律。 乡镇区划调整是省委、
省政府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事关我省基层政
权建设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各级党委、政府要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上来，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把责
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确保乡镇区划调整改革
工作有序推进。 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坚决贯彻执行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自觉维护乡镇区划调整
改革工作大局，带头支持区划调整工作，严禁散
布扰乱区划调整的谣言， 严禁有干扰区划调整
的行为。 乡镇区划调整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及
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及时请示报告，不得擅作
主张、各行其是。

严格遵守组织人事纪律。 严格执行干部选

拔任用和机构编制各项规定。 乡镇区划调整改
革涉及的乡镇， 在区划调整期间， 严禁突击提
干、提职，借机调进(出)人员；严禁擅自增设机
构、提高机构规格，增加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严禁封官许愿、跑官要官；严禁领导干部利用职
务便利安排配偶、子女、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
涉及到调整、变动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正确看待
个人进退留转，自觉服从组织的调整安排。

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和廉政纪律。 严格执行
国有资产管理规定，认真落实资产管理责任制，
做好资产清查登记、处置和财务清算、移交等工
作，加强资产管理，严防国有资产流失，严禁随
意变更、毁坏财会账目和凭证，严禁虚报债权债
务，严禁违规转移变卖财物，严禁侵占、挥霍国
家和集体资产。 严格遵守廉政准则和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等各项规定， 严禁以各种名义突击花
钱、滥发钱物，严禁用公款相互宴请、赠送礼金
礼品、组织外出旅游，严禁违规购置、更换公务
用车和其他办公设备。

(下转4版③)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李红

8项短期整改任务已整改完毕；
3项中期整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果；
8项长期整改任务正有序推进……
10月9日，记者在岳阳市委巡视联络办

公室看到一本整改“台账”，分门别类记录
着该市对省委巡视第八组巡视反馈意见的
整改落实情况。 整改数据的背后，是向岳阳
人民交出的一份满意答卷。

今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 省委巡视第
八组对岳阳市进行了巡视， 随后反馈了意

见。 面对问题，该市将6个方面共23个具体
问题逐一梳理，整合为19个具体问题，逐一
列明了整改任务、要求及时限等，14名市级
领导根据分工牵头责任单位， 对症下药治
“顽疾”，力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如今，岳阳正经历一场激浊扬清、固本
清源的巡视整改风暴。 随着巡视整改成果
的“落地”，岳阳经济社会发展正以全新的
姿态加速前进。

■整改亮点
“一极三宜”铿锵前行

“既打好整改落实的攻坚战，又打好成果

运用的持久战！ ” 面对巡视组提交的问题线
索，7月中旬， 岳阳市委书记盛荣华在全市巡
视整改工作动员会上话语掷地有声。

针对巡视组提出“努力打造湖南发展新
增长极”的建议，该市召开市委六届十一次全
会，明确了建设“一极三宜”江湖名城的发展
战略，提出“621”行动路径，“6”即口岸经济发
展、基础设施先导、产业转型升级、县域经
济壮大、 城镇扩容提质和全民创新创业等
“六大战略”；“2”即20项工程；“1”即100件
重点工作或重大项目。

沿江开发，时不我待。
(下转4版②)

沅陵县建搬不走的“造血工厂”

创业促扶贫 人人有路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杨柳青）今
天上午，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专程来到桂东
县，面对面听取群众信访诉求、处理信访问
题，调研了解信访工作。 他强调，要把信访
工作责任记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
及时妥善解决群众信访诉求， 切实维护群
众合法权益。

“我们村有14个村民小组，其中9个组出
行靠一条烂泥路。 村民不仅出门难，种的农
作物也出不了村。 ”清泉镇中坑村村民邓忠
恩首先发言，请求解决村民出行不便问题。

“东山林场是我省最大乡办林场，但里
面几乎没有手机信号。 遇到突发状况，工作

人员和村民要走好几公里才能打个电话，
恳请政府帮助我们建好‘通信路’。 ”东洛乡
小水村村民刘佳龙说。

来自寨前镇白竹村的黄俊芳正在读大
学四年级， 他的母亲8年前被诊断出乳腺
癌，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家庭十分困难。 8年
来， 黄俊芳带着母亲上学， 为了给母亲治
病，家里欠下18万元债务。 他希望政府能给

予更大帮助，让家里从困境中走出来。
孙金龙认真倾听， 并与他们进行现场

交流。 在桂东县以及信访、通信、交通、民政
等省直相关部门提出办理意见后， 孙金龙
对3件信访案逐一明确了处理意见，要求当
地党委政府和省直有关部门加强督办、跟
踪落实， 确保他们的合理诉求得到依法妥
善解决。 (下转４版①)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胡宇芬 左丹）
针对媒体上不断出现有关超级稻的质疑， 袁隆
平院士今天在《环球时报》撰文回应：超级稻研
究事关国家荣誉和粮食安全， 无论遇到什么困
难，绝不会退缩。“现在我们的科研团队正在向
超级稻第五期攻关， 向着更高产量和更高质量
奋进， 我希望社会上某些人不要再向我们的超
级稻泼脏水了。 ”

袁隆平介绍， 目前我国一共设有39个超级
稻百亩示范片，现在有些示范片已经丰收。 据测
算，大概5个示范片亩产过了1000公斤，平均产

量也在950公斤左右。目前全世界水稻种植面积
在22亿亩左右，平均单产为300公斤，即便在日
本等一些农业科技较为发达的国家， 平均单产
也只有450公斤。

袁隆平指出， 超级稻在技术上仍有一些问
题有待解决， 比如其对病虫害尤其是稻瘟病的
抵抗性还不甚理想。“我们希望未来超级稻至少
达到二、三级，即高抗水平。 我理解社会对于我
们农业科研的高期待， 但农业科研和生产从来
不能一蹴而就。 ”

相关报道见3版＞＞＞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曹辉）“‘新湖
南’开辟了读懂湖南新渠道。 每天闲暇之余，打
开‘新湖南’APP浏览新闻、学习政策、了解省情
已经成为我的一种工作习惯、生活方式。 这次出
访，我在国外也能同步享受到‘新湖南’给我提
供的新闻大餐。 ”9月29日晚上， 刚刚出访俄罗
斯、克罗地亚、匈牙利归来的湘潭市委书记陈三
新在电话里高兴地告诉记者。

陈三新说，通过“新湖南”这个平台，我们可以
随时随地了解到很多政策信息、民情民意、基层动
态，真正做到了打开“新湖南”，即知湖南事。“新湖
南”客户端是《湖南日报》自然延伸升级的新媒体
形态，是主动占领新媒体舆论阵地的积极举措，是
宣传省委省政府重要政策的主平台、 发布湖南信
息的主窗口、推介湖南形象的主阵地、引导重大舆
论的主渠道。他认为，“新湖南”最大的特色就是秉

持了鲜明的党报底色，突出了网络特质，在传递湖
南好声音、讲好湖南好故事上，架起了一座国内乃
至世界关注湖南的桥梁。

“当前，受众获知信息的渠道日趋多样化，对
信息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 陈三新说，“新湖
南”作为移动互联网新媒体，要牢牢守住舆论主阵
地、抢占市场新高地，关键在于新闻时效快、栏目
设置精、内容编排实，尤其是在传递湖南声音、讲
好湖南故事的同时，能更加贴近基层、贴近群众、
贴近民生，让“新湖南”更接地气、更加鲜活、更具
特色，进一步增强党报的传播力、公信力、吸引力
和影响力。

陈三新建议，“新湖南” 客户端要创造条件开
辟市州专栏，丰富市州和县市区的有关内容。他要
求湘潭各级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带头关注“新湖
南”客户端，用好用活“新湖南”这个新平台。

锡矿山水、气、渣治理“三管齐下”

百年生态债 指日偿还

把信访工作责任抓牢压实
孙金龙在桂东接访信访群众调研信访工作

晒晒巡视整改成绩单 名城鼙鼓动地来
———岳阳市以巡视整改促发展小记

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开展乡镇区划调整
改革工作的意见

（2015年9月29日）

我省启动乡镇区划调整改革工作

省纪委严明5条纪律要求

袁隆平撰文回应质疑

超级稻研究绝不会退缩

我看 湘潭市委书记陈三新：

“新湖南”开辟了读懂湖南新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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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9日清晨，群山之间雾起云涌，远远望去，
龙山县城仿佛天宫一般，美丽无比。 曾祥辉 摄

天宫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