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朱若葵 陈敏

11月底，在今年下半年全省社会
管理综合治理民意调查中，郴州市苏
仙区总分居全省第17位、 郴州市第2
位。而在2013年民调中，该区在全省
排名第116位、 在郴州市排名倒数第
一。从116到17，两年前进99位，是什
么让苏仙区民调大幅上升？

广纳民意做好决策
“苏仙区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虽

步入较好时期，但从访民情有关情况
来看，老百姓似乎并不‘买账’，问题
在哪里？”

去年5月，苏仙区委书记彭生智到
苏仙岭街道苏仙北路社区调研， 和居
民一起敞开心扉畅谈， 很多群众向他
提出小区没有物业管理、消防老旧、污
水难排放等10多个问题。 他一一作记
录、给答复，还现场打电话督促问题解
决，一下子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群众需要什么， 我们就做什
么！”这次交谈让彭生智感受很深。

不久之后， 苏仙区委先后3次召
开常委会研究民生民本工作，并在全
区发起“走基层、转作风、解难题”大
走访及整治“门难进、脸难看、事难
办”等，1200余名区直机关干部“零距

离”走访了13万余户群众，收集整理
意见建议4580条。 对排查出的问题，
按照产生原因、涉及人员、责任单位、
包案领导、解决办法、结案时限等“六
要素”，逐一解决。

今年苏仙区在向全区15个乡镇
（街道）派出191个群众工作组的基础
上，又在村民小组内建立群众工作信
息员，形成了区委群众工作部、乡镇
（街道）群众工作站、村（社区）群众工
作组、 村民小组群众工作信息员4级
网络，群众有什么困难，一下就反馈
到了区里，为决策提供了一手资料。

根据需求精准发力
干部走访是访民情、 问民需、解

民困最有效的方式。苏仙区区长李浩
说， 以前民生工作都是政府主导，现
在变为“百姓点菜、政府买单”。

去年， 苏仙区把全区分为城区
片、东片、南片、北片4个片区，通过召
开“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解决群众
切身利益问题”现场问政会，当面聆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

苏仙区有关负责人介绍，区领导
与部门、乡镇（街道）负责人当场对每
个问题逐一详细解答，明确解决办法
和时限。

4个现场问政会覆盖全区所有乡
镇和街道，针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

问题， 区里拿出5000万元专项资金，
逐一进行解决。

在“零距离”服务群众的同时，苏
仙区“零容忍”抓干部作风建设。近两
年来，先后就作风问题问责、处理干
部309人次。机关作风大转变，老百姓
走进机关办事也顺畅了。

统筹城乡共享成果
发展是硬道理。
近几年，苏仙区统筹城乡发展，让

广大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他们立足郴
州大十字城镇群交汇点这一区位优
势，全力打造“两纵两横两带”统筹城
乡示范区。“两纵”即107国道和郴永大
道，“两横” 即郴州大道和资五路，“两
带” 即西河水生态风光带和飞天山丹
霞旅游风光带，惠及群众30多万人。

苏仙区还结合新型城镇化，实施
“新城建设、中心镇建设、新村建设”
三位一体工程，逐步建立“中心城区-
城市组团-小城镇-农村社区-居住
点”层次分明的新型城镇体系，先后
完成投资262亿元， 山水生态苏仙轮
廓日益清晰。

另外， 许家洞温泉小镇、
桥口旅游小镇、 望仙生态小
镇、良田文化小镇和五里牌工
业小镇等风格各异的小城镇
建设如火如荼。

在新村建设方面，按照“一村一
精品、一片一特色”要求，以郴州大道
和西河水生态风光带沿线村庄为重
点，3年累计投资3.6亿元，完成统筹城
乡示范村建设52个，建成了良田镇江
源小区等一批独具风情的村民集中
建房示范点， 并全面对农村进行绿
化、亮化、净化、美化，改善了农村生
产生活条件。

今年，结合郴州旅游节在苏仙区
开幕的契机，苏仙区提出发展全域旅
游，对交通、景区景点等基础设施全
面提质，仅14个重点旅游项目投入就
达150亿元。

此外，苏仙区建设城镇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 打造全国中医示范区、推
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提高了群
众幸福指数。

今年， 苏仙区投入“民生100工
程”的资金达13.85亿元，占财政支出
七成多。先后获评全国科技进步先进
区、 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区、
全省新农村建设先进区、全省加速推
进新型工业化一等奖等，并跨入全省
全面小康推进工作前十位县（区）。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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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阴天转小雨
明天 多云
北风 1~2级 6℃～10℃
张家界 多云 4℃～13℃

吉首市 阴转多云 3℃～11℃
岳阳市 多云 6℃～11℃
常德市 阴转多云 4℃～13℃
益阳市 阴 6℃～13℃

怀化市 小雨转阴 3℃～9℃
娄底市 阴转多云 5℃～10℃
邵阳市 小雨 5℃～9℃
湘潭市 小雨转多云 5℃～10℃

株洲市 小雨转多云 6℃～10℃
永州市 小雨 6℃～9℃
衡阳市 小雨 6℃～10℃
郴州市 小雨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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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12月 25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刘贡献 邹苑佳）今
天，岳阳市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截至
11月底， 全市新增创业主体2.98万
个， 带动城乡就业4.37万人，“宜业
岳阳”建设成效显著。

该市相继出台了《岳阳市全民创新
创业战略实施方案（2015年 -2020
年）》 等一系列扶持政策措施，推
动大众创新创业。 该市举办全民
创新创业大赛， 政策扶持奖励12
家单位；“助万人创基业， 送贷款
到基层” 活动发放创业担保贴息
贷款1.7亿元， 转化项目1588个；
完成专家辅导2620人次、 创业培

训1.05万人；还定期举行“众创空
间”、“创意市集”等活动助推全民
创业。目前，该市创业活动对就业
的贡献率达41%，被评为省级创业
型城市。

今年来， 该市人社部门铺开
“周六人才交流会”、“公共就业服
务进校园”等七大主题就业服务活
动， 达成就业意向19870余人，高
校 毕 业 生 今 年 初 次 就 业 率 达
93.32%； 出台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实施办法，向53家企业拨付953万
元，稳定就业6583人；挑选40家家
服企业进驻社区， 年内新增就业
5520人。

两年前进99位
———苏仙区民调大幅上升背后

湖南日报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张天齐 滕思楠

冬季是火灾事故高发季节，劳
动力输出后由老人、小孩组成的留
守家庭更需加强防火。12月25日上
午， 在常德市柳叶湖旅游度假区，
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明星”见面会。

“明星” 是省消防协会社区宣传形
象大使朱亮，而观众是当地70个留
守家庭的代表。朱亮带来的也不是
流行歌曲， 而是实打实的防火知
识，以及70套适合家庭使用的消防
器材。

“经常听说哪里发生了火灾、
烧了屋伤了人，我们真的需要掌握
防火知识……”常德武陵区柳叶湖
街道花山社区居民金四荣早早来

到活动现场，在前排坐下，与旁边
几位老人聊了起来。

活动开始。朱亮与柳叶湖消防
大队负责人段志强先后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分析当前留守家庭存在
的安全隐患， 讲述家庭防火常识。
听了他们的话， 很多老人点头认
同。接着，工作人员向留守家庭代
表发放宣传手册和灭火毯、强光手
电和过滤式烟面罩等消防器材。

老人们拿到消防器材，脸上露
出笑容。回到座位上，有的老人戴
上眼镜，仔细阅读消防器材使用
说明 。这时，现场又响起一个年
轻人的声音，朱亮开始给各位老
人一一讲解器材使用方法。现场
老人凝神倾听，一个个像认真听课
的小学生……

“明星”见面会
记者在基层

湖南日报 12月 25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颜石敦）今天，武广
高铁郴州西站改扩建、 下湄桥棚户
区改造、 苏仙区飞天山旅游文化产
业园等33个项目， 在郴州市集中开
工。同时，该市高新区金贵银业金贵
白银城（一期）、桂阳县鲁叶风电场
等22个项目竣工。

郴州市此次开工、 竣工的55个
项目，以产业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惠及长远的民生工程为主，总投
资267.33亿元， 将进一步推动当地
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形象，促进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其中，武广

高铁郴州西站改扩建项目位于北湖
区增福街道增湖村， 总投资1.41亿
元，预计2017年底建成，日均客流量
将由原来设计的8000人次增至2.8
万人次。

今年来， 郴州市积极应对经济
下行压力， 大力实施重点项目建设
“四年行动计划 ”（2015年 -2018
年）。 并提出了今后5年重点项目建
设“552”目标，即建设50个重特大工
程、500个重点项目，完成2085亿元
投资。今年1至11月，全市重点项目
共完成投资242.8亿元，占年计划的
96.5%。

郴州33个项目集中开工
同时22个项目竣工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李英姿 刘思远）“自从取消‘特权旅游’后，景区交
通秩序规范多了， 大家都乘坐游览环保车或索道
上下山。”12月25日，在南岳衡山景区半山亭执勤
的交警小旷说。

据了解，去年来，南岳衡山景区以铁腕举措向
“特权车”说“不”，取得切实成效。

早在2008年，衡阳市南岳区政府就已禁止普
通社会车辆自驾车上山， 而一些持有“进山贵宾
卡”和“景区车辆通行证”的车辆却可以直接开上
山。个别职能部门还以工作、检查为名，经常用公
车带客人到景区游玩。为整肃此风，去年9月，南岳
区政府宣布取消“进山贵宾卡”和“景区车辆通行
证”，并停止办理景区免票审批。凡到景区参观的
游客，一律凭票并乘坐景区客运环保车。

南岳区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为让“特权旅
游”真正销声匿迹，区委、区政府出台了举报奖励
办法，鼓励群众监督。群众举报经查实后，可获得
200元至2000元不等的奖励。今年来，南岳区纪委
先后查处私带社会车辆进山及失职渎职类案件4
起，对10名干部职工实施了责任追究。

南岳景区叫停“特权车”
举报最高可获2000元奖励

12月25日，医护人员为残障儿童发放新玩具。当天，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街道窑岭社区群众工
作站开展“民意快线”活动，组织志愿者来到长沙市残疾人康复中心，为在这里进行康复治疗的残障
儿童表演节目、送上玩具，为他们带来新年的问候。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民意快线”关爱残障儿童

岳阳新增创业主体2980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