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沃土无垠， 碧波万顷， 稻香鱼

肥，花红果绿。

益阳市大通湖区， 宛如镶嵌在

洞庭湖边的一颗璀璨明珠。

在这片热土上， 大通湖区的干

部群众凝心聚力，干事创业，谱写出

改革发展的新篇章。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中国“淡水鱼都”核
心区、中国河蟹之乡……一块块“金字招牌”让
大通湖区熠熠生辉。

近年来，大通湖区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改
革， 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在全省排名均居前
列。 今年 1 至 9 月，全区实现农林牧副渔总产
值同比增长 3.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同比增长 8.3%；1 至 10 月， 全面小康指标同
期同口径测算实现程度为 86.5%，较去年增长
4.4%。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 全区整合农
业、水利、国土、交通、农开、一事一议等项目资
金，改造低产田、完善通村公路、硬化沟渠坡面、
新建改修电排等， 共完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 8.62 亿元， 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显著改
善，农业综合能力明显增强，土地流转效益由原
来的 200元 /亩提升到了 500元 /亩。

农业生产机械化快速推进。水稻全程机械
化生产、 棉花水浮育苗轻简栽培和机械化采
摘、油菜机械收割等得到推广。目前，全区农机
总动力达 31.4 万千瓦， 亩平均动力装备水平
高出全省平均水平 29 个百分点， 其中新推广
高速插秧机占益阳市总量 90%以上。该区先后
获得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全国粮食生产先进
县、全省机械化育插秧先进县等荣誉称号。

农业科研和农技推广应用成绩斐然。先后
开展了国家长江流域水稻、 棉花品种区域试
验，引进新品种 11 个，推广应用面积达 21 万
多亩；通过农业合作组织与国内高校、科研院
所合作，开展了再生稻、机直播再生稻、水稻新
品种等试验示范；以“名特优”水产为重点，突
破了“中华绒螯蟹”育苗和“娃娃鱼”的人工养
殖难关，南美白对虾养殖技术、稻虾套养技术
得到推广；率先在全省发布首个县级机械化旱
育秧技术规程，成为全省机插旱育秧技术的基
础“蓝本”。 区农技推广中心获得全国农业先进
单位称号。

适度规模经营不断深化。 目前，全区共有
100 亩以上大户 193 家，其中 1000 亩—5000
亩的 21 家，5000 亩以上的 2 家， 最多的众盛
农业 1.28 万亩。 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 457
家， 其中国家级示范社 3 家、 省级示范社 16
家。 粮食、果蔬、禽畜、水产等种植养殖专业村
勃然兴起。 规模经营带动了农民致富，如通过
土地有序流转，每个农户土地租金、惠农补贴
再加上打工收入，一年纯收入至少增加了 1-2
万元。

绿色农业长足发展。 “三品一标”（无公
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
理标志）认证面积达 11 万亩，“三品一标”认
证产品达到 27 个。“天泓渔业”、“天诚食品”率
先成为省内淡水渔业、蔬菜生产加工业建立起
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的企业。落实生物防控面
积 10 万亩， 狠抓耕地重金属污染和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农业可持续发展得到加强。

“互联网+农业”呈现勃勃生机。 千山红镇
南河村兴隆现代农业农机合作社的智能化生
产大棚，使用云平台物联网技术，通过各种传
感器与农业生产环境相联接， 自动收集储存
温、光、水等数据，与互联网、手机等实现互联
互通，用“手机遥控农事”。 大通湖农场有限公
司、铁牛农业农机合作社、铭新生态合作社、富
民蔬菜专业合作社、金雁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等农业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以“互联网 +
泛洞庭湖优质农产品”电商平台，整合了来自
洞庭湖生态经济圈的大闸蟹、 湘莲、 鱼干、稻
米、青豆、瓜蒌（吊瓜）籽、芝麻油等 30 多种产
品，通过京东、雁门等电商平台实现直销。大通
湖农场公司今年 1 至 11 月实现产品销售近
8000 万元，其中网络销售收入 4000 万元。

农产品加工业风生水起。 目前，大通湖区
拥有省级和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0 家，
以金健米业、天泓水产、创雅纺织、麦帝食品、
亲嘴娃食品等龙头企业为支撑，农业产业化体
系已初具规模。

生态旅游渐成气候。 紧紧围绕“农业生态
游、湖水观光游、休闲娱乐游”的旅游发展思
路，以“洞庭之心———中国淡水鱼都”为背景，
由北向南依次分为“闲逸渔家乐”、“逍遥渔世
界”、“田园渔趣”和“农庄体验”四个板块，包
装“春看菜花夏赏荷，秋品螃蟹冬捕鱼”的四
季印象。 今年来， 该区做强锦大渔村水上乐
园、河坝镇步行街、五门闸美食等一批旅游产
业项目，对环湖公路提质改造，加强大湖周边
生态风光建设，举办“品蟹帐篷节”，丰富了湖
湘特色文化。

做强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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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初， 投资 5000 万元的大通湖
区中心城区自来水厂建设与配套管网升
级改造工程已接近尾声， 新建水厂将于
年底投入使用，保障居民喝上放心水。 这
个 PPP 项目，是该区投融资体制改革的
成果之一。

大通湖区通过改革进一步释放活
力，加快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突破资金瓶颈注入发展动力。近两年
来，该区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府
购买服务、 新增地方政府债券等措施，先
后融资 5.65亿元。 通过整合财政性资金、
银行贷款资金、社会投入资金等，重点用
于交通、城镇、园区、产业、民生建设等领
域，集聚资金办大事。金融“输血”，使该区
省道 217干线公路，新建、改造 19条城市
道路以及 11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等项目
建设得以顺利推进。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改革实质性推
进。 成立了区国有土地经营管理公司，各
镇成立独立的法人分公司， 村级则设立
国有土地管理站， 形成三级联管联动的
土地有序流转工作格局和模式。 同时，整
合 2015—2017 年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以奖代补”及农业“三项补贴”改革等资
金，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2016 年，全
区共流转土地 13.8 万亩， 流转率达
61.45%。 全区 27 个行政村中，经营收入
达 15 万元的村 1 个， 15-30 万元的村
3 个，30-50 万元的村 6 个，50-100 万
元的村 16 个，100 万元以上的村 1 个。
同时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全区
家庭农场和合作社中特色农业类 15 家，
农业机械化类 32 家，智能化生产合作社
4 家。 通过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村民纷
纷以技术、资金等多种要素入股合作社，
积极开展农产品加工、 销售等多元化经
营。

简政放权减负松绑收到实效。全区行

政许可项目由 159项精简到 124项。利用
村级服务平台，做到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
关的审批事项由村级代办服务。对全区的
行政审批事项收费标准进行了全面的清
理，共取消行政审批与行政服务收费事项
35项。 对 16项行政审批与服务的办结时
限进行了压缩，审批时限在法定要求的基
础上平均压缩 30%以上。进一步深化商事
制度改革，1至 11月， 新增企业 112家，
个体工商户 663个。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 农村环境治理体制机制逐步健全，
各镇在全市率先建设污水处理厂和自来
水厂，金盆镇、北洲子镇、千山红镇的农
村清洁工程实现服务外包， 全区清洁工
程工作在全市连续保持进入第一方阵。
启动水生动物人工增殖放流“四大家鱼”
苗种 600 万尾以及 90 公里沟渠水生态
环境治理等工作， 进一步加快了农村水
环境治理进程。

不动产统一登记顺利推进。 通过机
构整合、人员划拨、资料移交、平台建设、
流程再造、窗口改造等工作，将原来分散
在房管、国土、林业等各个部门的不动产
职责职能整合到国土部门。8 月 29 日，大
通湖区在政务中心举行了不动产登记首
证颁发仪式。

激发发展活力

今年来， 大通湖区全面实施基层党
建“五个一”行动，即“配强一个支书、建
好一支队伍、打造一个中心、健全一个机
制、找准一条路子”， 压紧压实基层党建
工作责任， 架起了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连
心桥，使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想干事、
善谋事、会干事、干成事，群众有更多获
得感。

目前， 该区选优配强了基层党组织
书记， 健全了发挥基层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的综合管理考评体系， 27 个行政村
村级服务平台已全部建成入驻服务，所
有行政村建立了村党组织、村委会、村民
议事会、村务监委会“四位一体”村级自
治体系， 并制定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的规划。

为了推动基层党建工作落到实处，
大通湖区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
契机，牢牢把握好四个“抓手”。

抓牢合并村组织建设基础。 今年 4
月，该区由 78 个行政村合并成 27 个村。
并村伊始，区委决定优化村级组织机构，
在全市率先全部设立临时村党总支。 临
时党总支书记由各镇党委从合并村村干
部中指定 1 名合适人选担任， 负责过渡
时期合并村的全面工作， 承担过渡时期
的第一责任。 另外，明确要求各镇领导班
子成员兼任合并村过渡时期临时党总支
第一书记， 负责过渡时期合并村的领导
工作，承担过渡时期的领导责任。 党总支
下设若干党支部。 同时，设立临时村工作
委员会和临时村务监督委员会， 并按相

关工作机制运作。
抓实基层党建业务知识培训。邀请益

阳市委组织部党建相关科室负责人，分别
就《基层党组织设置及换届选举》、《党员
发展与管理》等业务知识内容做了详细解
读，培训人数达 400多人次。 先后多次召
开全区基层党建工作推进会，相关领导根
据每次会议的不同侧重点，就某项或多项
基层党建工作采取以会代训的形式，对
区、镇、村三级 200 多名党务干部进行了
业务辅导，压实了党建工作责任，提高了
业务工作能力，推动了市区两级有关党建
工作会议精神的落地生根。

抓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路子。 该区
以国有农用地承包租赁清理整治为突破
口， 主要采取将清理收回的面积固定为
村级集体面积后再集中（连片）流转或租
赁的办法， 积极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增收
途径。 今年，预计全区 27 个村（并村后）
可实现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1277 万元。村
级可支配财力明显增强， 村级组织的凝
聚力、号召力大大提高。

抓住基层党建督查考核“指挥棒”。坚

持定期督查与突击检查、抽样式督查与拉
网式排查相结合的原则， 采取听取汇报、
查阅资料、实地查看等方式对各单位进行
多次督查，并及时通报（点评）督查考核情
况。 对发现的好经验、好典型及时加以宣
传推介；对工作开展不力的，指出问题，提
出整改意见；对存在有突出问题的，约谈
党委（党组）负责人，并对需要整改落实的
事项进行跟踪问效。以此形成抓党建工作
落实的倒逼机制，督促各级党组织书记守
好主业，精耕责任田，层层传导压力，推动
党建工作创特色、上台阶。

筑牢基层堡垒

奏响平安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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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大姐吊瓜基地。

麦帝食品厂区。

金健米业厂区。

大通湖渔场白鹭戏水。

大通湖区基层党建业务知识培训班现场。
大通湖区委法治办组织集中送法

下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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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接省、市综治部门通报，大通
湖区 2016 年综治民调以总分 88.30 分
进入全省优秀行列， 位居益阳市第一；4
个镇、1 个办事处进入益阳市前十二位，
其中， 南湾湖办事处、 河坝镇位列全市
一、二名。

大通湖区今年紧紧围绕“争当省先
进，保持平安区”的工作目标，以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建设为重点， 以平安建设活
动为抓手，实现了社会治安秩序良好，群
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1 至 11
月， 全区无特大刑事案件和重大治安案
件、无街面“两抢”案件、无特大交通事
故、无重大群体性事件。

法治宣传高潮迭起。 农村法治宣传
区、镇形成点面结合之势，区委法治办组
织了集中送法下乡活动， 精心组织举办
了农村“法律明白人”培训班，授课结束
时，还组织学员进行了法律知识竞赛。 利
用农村公路招呼站统一制作了 72 个长

期性大型宣传栏，这些宣传栏图文并茂，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方便群
众了解学习， 有效地提高了村民的法律
意识和法律素质， 成为了大通湖区法治
宣传的新阵地。 此项工作得到益阳市委
法治办的肯定， 作为先进经验在全市推
广。

平安创建有声有色。 广泛开展“平安
单位”、“平安行业”、“平安家庭” 等创建
活动， 特别是全区十佳“平安家庭示范
户”评比表彰活动颇具影响力。 通过组织
群众公开推选“平安家庭示范户”候选家
庭、层层审核把关、公众平台公投、由区
电视台拍摄宣传短片并以专栏的形式集
中展播、召开表彰大会授牌奖励等方式，
最大限度地提高平安创建的群众知晓率
和参与率。 其中公众投票环节，20 天的
投票时间内， 公众号访问量达数百万人
次，网友评论的字里行间传递着正能量，
形成了“人人共创平安”的良好氛围。

治安防控不留死角。 全面推进“雪亮
工程”建设，全区各重要路口、重要部位
共安装公共电子探头 176 个， 并与省厅
联网，正常运行。 区公安分局制作和发放

警民联系卡片，落实“一村一警”，提高村
（社区）的见警率，密切了警民关系。 各
镇、村（社区）义务巡逻队、派出所专业巡
逻队全面铺开，对辖区主要干道、重点地
段实行 24 小时巡逻，形成全天候、全方
位的严密防控网络， 提高了群众的安全
感。

矛盾纠纷及时化解。 进一步完善了
区、镇、村（社区）三级大调解联动网络，
形成了综治、司法、信访“三位一体”的综
治维稳工作格局。 今年 3 月，还成立了婚
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9 月， 区人
民法院依托诉讼服务中心建立了诉前调
解中心。 1 至 10 月，全区排查调处纠纷
680 起，成功调解 679 起。 全区未发生一
起群体性械斗、民转刑案件，进京非访实
现零登记。

严打高压形成震慑。 在益阳市“雷霆
侦破打击大会战”专项行动中，总体成绩
位列全市第一， 受到了益阳市公安局的
通报表彰。 1 至 10 月区公安机关共立案
287 起，同比下降了 15.8%。

梦里水乡大通湖， 正展现其独特的
风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