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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你在老地方
心把你盼望
期逢国泰民安日
好梦醉平江
好梦醉平江醉平江
……
一首《好梦醉平江》唱出了平江人

民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唱出了一个大美山河新平江。 在过去
的 5 年里， 平江县成功融入长沙一小
时经济圈，成功进入长江中游城市群、
长株潭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发展规划，
成功争取国家扶贫开发重点扶持、省
直管县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等多项重大
政策，成功布局蒙华铁路、平益高速、
福寿山抽水蓄能电站等一批重特大项
目，成功摘取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全
国食品工业强县等重要荣誉 20 多项，
全县地方生产总值由 2012 年 164.4
亿元增加到 2016 年 235.3 亿元，年均
增长 9.4%，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
了坚实基础。

平江县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5.38 万、
贫困村 137 个， 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省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
来， 特别是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以来，平
江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全面贯彻落
实中央省市扶贫开发各项决策部署，始终紧
抓脱贫攻坚不松劲， 先后有 22 个贫困村、
2.4 万户 8.5 万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
2016年获评全省脱贫攻坚工作先进县。

“带领百万老区人民脱贫致富，是平江
最大的政治， 是平江党员干部最具体的忠
诚，要用真心对待贫困群众，用真功奋力脱
贫攻坚。 ”平江县委书记汪涛如此告诫全县
党员干部。

该县成立县委书记汪涛， 县委副书记、
县长黄伟雄任组长的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
组，由分管县级领导牵头，成立由 37 个行业
部门参与的 14 个专项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高位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统筹省市县 208家
单位和干部力量实现驻村结对帮扶全覆盖，
派出扶贫队员 234 名，落实各级结对责任人
1.5万名，明确“五帮一做”的结对帮扶任务。

围绕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准，聚
焦深度贫困对象，从增收脱贫、安居扶贫、教
育扶贫、医疗扶贫四个方面精准发力。

近 3 年共完成农村道路建设 800 多公
里， 所有贫困村通村公路已达到通畅标准，
村组公路达到通达要求； 在 42 个贫困村修
建了饮水工程， 解决了 3.71 万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的安全饮水问题； 全县 4G基站数量
达到 952个，4G覆盖率达 97%；全面实现农
村广播村村响全覆盖……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水平大幅度提升。

结合平江已有产业基础和传统，在全县
发展高山有机茶 1.2 万亩，新造低改油茶 50
万亩，建成乡村旅游示范村 5 个，特色扶贫
产业初具规模， 带动 11 万贫困人口实现产
业增收。 转移就业增收，开展“百企千人”劳
务协作脱贫行动，整合培训资源，加大贫困
劳动力技能培训力度，与蓝思科技等 100 家
县内外企业建立劳务协作关系，近两年共帮
助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7732 人。 开展
生态公益脱贫行动， 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
聘用贫困对象为生态环保员， 帮助近 5000

名贫困对象实现就地就业增收。 同时，全面
落实农业、 林业等惠农补贴政策和养老、残
疾、孤儿等生活补贴政策，增加贫困农户可
支配收入。

2013年，在全省率先启动贫困农户危房
改造试点工作，探索创新“三定一帮”的典型
模式， 近 3 年完成贫困农户危房改造 2700
户。 采用县城安置、乡镇安置、村内安置三种
方式， 完成易地扶贫搬迁 5919 人， 力争到
2018年底全面解决贫困农户安居问题。

坚持“社会发起、社会管理、政府支持、
公众监督”原则，开展“大爱平江”扶贫助困
慈善行动，运用“互联网 +”思维，建立“大爱
平江”扶贫助困网、微信公众号和手机 APP
三个开放式信息平台， 开辟了直接结对、直
接捐款、直接联系的“扶贫助困直通车”。 目
前已有 16 个县内行业、12 个异地商会、27
家爱心团体、200 余家县内外企业 2 万多人
参与扶贫助困，成立“大爱平江”扶贫助困慈
善协会和基金会， 共募集社会资金 7000 多
万元，加上政府整合支持，基金会初始本金
达到 1.03 亿元； 发动社会各方力量结对帮
扶精准贫困户 3010 户 1 万多人，有效破解
了社会扶贫碎片化、单一化的问题。

（艾松林 李俊 黄振）

9 月 27 日晚， 平江县再次召开
专题会议，就生态环保工作再督战再
部署。

据了解，该县县委、县政府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
明建设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
立绿色发展理念， 坚定不移地实施
“生态立县”战略，将绿色作底，蓝色
作媒，红色作魂，以创建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县为目标和抓手，加大整
治力度，完善生态设施，加强生态保
护，改善生态环境，厚植生态优势，放
大生态效益， 建设绿富双赢新平江，
进一步发挥平江在长江中游城市群
“绿心”和长株潭城市群“绿肺”中的
生态示范作用。

近年来，全县累计投入生态建设
资金 20多亿元，其中，尾砂库治理共
计投入 4.2 亿元，实施重金属污染治

理项目 30 个， 全县所有涉重金属企业
全部实现废渣入库、废水循环利用；每年
营造林 8万亩以上，建设义务植树基地 20

个，全县累计完成退耕还林面积 26.4 万亩，
落实重点生态公益林补偿面积 159 万亩， 天然林保护面

积 66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5平方公里以上；建成平江供
水（黄金洞水库）枢纽一期、县城饮水工程、城关水位提升工程、1
座无害化垃圾处理场、5 座污水处理厂、11 个垃圾转运站、2 个生

态休闲广场、10公里沿江风光带等一批生态基础项目。
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63.5%，空气环境质量优良率达到 88%，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继续保持 100%，县域内国控、省控水质断面均
按功能区要求全部达标，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水质以上。 （汤志）

近年来，平江县抢抓全域旅游的机遇，深入
贯彻“旅游旺县”战略，凭借境内山奇、石秀、林
翠、水清，拥有红、蓝、绿三色 490 处丰富的旅游
资源，福寿山 -汨罗江国家风景名胜区、石牛寨
国家地质公园、幕阜山国家森林公园、北罗霄国
家森林公园、黄金河国家湿地公园等多张“国字
号”旅游名片，走出了一条“绿富双赢”的新路
子。

在平江已经开发的各类景点景区中，“体
验”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元素。 如“纯溪小镇”的溯
溪和民俗体验，“红军营” 的红色文化体验，“碧
龙峡”的溯溪和“中华龙文化”体验，“欢乐果世
界”具有童话元素的亲子体验等。

在贯彻“旅游旺县”战略中，成立了旅游发
展领导小组， 实行县委书记汪涛、 县长黄伟雄

“双组长”制，全面强化旅游工作的领导统筹。 实
行“1+6+N”旅游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在湖南省
率先成立了旅游发展委员会， 在发改、 交通等
10 个部门和 24 个乡镇设立了专门的旅游发展
办公室。 实行县旅发委前置审批制，所有城镇、
村庄、景区等规划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相结合，
确保全域开发建设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在平江
县旅游新政的刺激下， 旅游业的投资环境空前
活跃，各种旅游项目落地风生水起，高潮迭现。

据统计， 平江县 2016 年共接待游客 1234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89 亿元，对 GDP 的贡
献比重达 22%， 直接创税达 5000 万元， 带动
2.7 万名贫困人口脱贫，10%的人口吃上了“旅
游饭”。 旅游业，已成为平江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新引擎。 （杨德成 苏滨）

地处京港澳高速公路平江西出口的平江工
业园一直是老区人民的骄傲。 15年来，在历届县
委、县政府的努力和支持下，白手起家的建设者
们在这片土地上胼手胝足，艰苦创业，在伍市这
个农业大镇上开辟出了一片工业新天地，也为汨
水之源燃起了熠熠生辉的工业之光。 夯基础、重
招引、抓项目、优服务……园区近 5 年来迈上了
转型升级、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2015年 5月，
经省政府认定为“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2016年，园区技工贸总收入达 274亿元，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31.8亿元，招商引资总额 29.5亿元，
税收 1.67亿元， 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 20%以
上，顺利实现了五年翻番。 园区综合实力在全省
142 个国家级及省级园区中综合排名第 17 位，
133个省级园区排第 5位。

5 年来，园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达 10 亿元以上， 仅 2016 年就投资 1.4 亿元
完成了污水处理厂增容 5000 吨及管网建设工
作， 投入 8000 多万元完成平江工业园南园及
北园升级改造、 平汨复线一标段及迎宾广场建
设，实施白改黑 10万余平方米，全园绿化、亮化
投入每年都在 1000万元以上。 走进园区，处处
面貌焕然一新：迎宾广场、兴园路、兴旺路处处
皆景，污水处理厂、生物质供热、天然气管道等
设施一应俱全，现代化的标准厂房布局合理、整
齐划一……

5 年来，园区共完成土地征收储备 2000 多
亩，启动了 82 个入园项目的开工建设，其中建

成投产 59 个；投入 5.7 亿元建成标准厂房 35.4
万平方米，已入驻企业 38 家，入驻率达 100%；
新建创新创业园、8 万平方米石膏装饰建材产
业园、9.8 万平方米食品产业园、云母产业园、孵
化中心等 5个标准化产业基地。

在今年岳阳市园区建设大会战全面打响
后，县委书记汪涛，县委副书记、县长黄伟雄多
次到园区现场调研、督战，平江工业园工管委一
班人继续真抓实干、负重奋进，率领广大干部职
工齐心协力、精准发力，全力以赴开展“百日攻
坚”行动，截至目前，园区招商引资项目签约 26
个，招商引资总额已达 24.85 亿元，特别是开展
“百日攻坚”行动以来，仅一个多月时间便有 6
家企业成功落地， 创造了园区项目签约史上的
“平江速度”。

过硬的基础建设、一流的服务水平、诚意的
招商方式、 务实的工作举措造就了平江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生机勃勃的今天。“一江串珠有绿
绕，左工右居两相宜”，平江工业园正以一种厚
积薄发的态势飞出洼地，勇攀新高。

平江县过去的 5 年，是实干担当、砥砺奋进
的五年，记录了平江县发展的轨迹，留下了平江
人拼搏的身影，未来 5 年，是平江打赢脱贫攻坚
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开放融
合的黄金机遇期、比学赶超的关键跨越期。全县
上下将乘势而上， 坚决打赢决胜全面小康攻坚
战，奋力挺进全省县域经济 20 强，建设绿富双
赢新平江。 （陈再兴 李梦萦）

好梦 平江

今年 9 月，平江县纪委收获了平江纪检
监察史上的最高荣誉———全国纪检监察系
统先进集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江县委坚
持以上率下扛责在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
导干部牢牢肩负起管党治党职责使命，以担
当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全面书写了从
严治党新篇章。

5年来， 平江县纪委挺纪在前， 抓早抓
小，共谈话提醒 564 人、函询谈话 84 人、诫
勉谈话 101 人、廉政约谈 162 人，红脸出汗、
咬耳扯袖成为常态。 坚持反腐“无禁区”、“零
容忍”， 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共受理信访举报
1702 件，立案 844 件，党政纪处分 804 人，
其中乡科级干部 168 人， 牢牢拉紧纪律红
线，重拳惩治腐败。 针对公职人员违规涉砂

涉矿经营问题，要求全面申报、清理、核实、
查处和问责， 督促退出 41 人， 立案查处 6
人。

该县将“刹人情歪风、治婚丧陋习、树文
明新风”作为纠治“四风”的重要延伸，倡导
广大农村“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事不
办”，“厚养薄葬、文明节俭”等文明新风渐入
人心。 今年共制止农村大操大办行为 42起，
立案查处党员干部违规操办案件 4 件，党政
纪处分 4人。 农村移风易俗减轻了农民的人
情负担，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

今年来， 围绕扶贫责任压实和风险防
范，县委严明扶贫工作“十二个严禁”，给党
员干部戴上“紧箍咒”。 县委书记就扶贫责任
落实和工作纪律先后约谈 23 家涉农、 民生

部门单位“一把手”和全县 24 个乡镇的班子
成员、贫困村支部书记、乡镇联点县级领导、
县直单位驻村扶贫工作队长。

该县率先于全省，以扶贫领域为重点开
展县级巡察，从严整治“雁过拔毛”式腐败问
题。 两年共开展 5 轮扶贫专项巡察，发现问
题 272 个，移交问题线索 164 条。 对扶贫领
域问题线索，一律由县纪委提级办理、严查
快办。 3 年来， 共查处扶贫领域违纪问题和
“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 218 件，移送司法机
关 9 人， 追缴和清退违纪资金 900 多万元。
今年来，对扶贫领域问题突出、思想不重视、
监督不力、执纪不严的共问责 45 人，停职检
查 3人、免职 2人。 以真抓实干，回应人民群
众期盼，用实际行动，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

（江治 李果 吴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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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机遇，全域旅游风生水起

从严治党，牢牢拉紧纪律红线

奋力赶超，工业园区勇攀新高

凝心聚力，脱贫攻坚不松劲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江县委认真履行基
层党建工作责任， 带领全县 1848 个基层党
组织、3.6 万名党员，沿着从严治理、强基固
本、 激发作用的基层组织建设之路砥砺前
行，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群众意识和服务
意识得到极大增强，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为顺利
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大业和打好脱贫攻坚战
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9 月 30 日， 在浯口镇西江村新春艺种
植养殖专业合作社，望着一头头圆滚滚的香
猪、一群群活蹦乱跳的土鸡和到处乱窜的小
竹鼠，吴田芳难掩一脸兴奋。 凭着一股钻劲，
通过几年的摸索学习，他成了当地有名的种
植养殖示范专业户。 今年，作为先富党员兼

村支书的吴田芳还自发带动了 5 户贫困户
一起搞养殖，不少人既打工又入股，一年的
工钱加上年底分红，都跟着老吴搭上了脱贫
增收的致富快车。 老百姓说，这全都得益于
平江县委在全县农村党员中开展“双带双
心”党建主题活动。

该县创新开展“先富党员带头扶贫献爱
心，贫困党员带头脱贫树信心”的“双带双
心”党建主题活动，发动 1960 名先富党员结
对帮扶贫困户 2620 户，带头开展资金帮扶，
传授实用技能， 帮助解决就业；949 名贫困
党员立下军令状，学习致富技能，拓展致富
门路，实现率先脱贫。

在支部建设年行动和落实党员活动日
制度中，该县组织机关党支部与贫困村党支

部开展联手共建， 在城区范围内扎实开展
“党员进社区，竞赛当五员”活动，77 个县直
单位 6189 名党员进入社区报到， 认领工作
岗位 5297个，开展服务活动 680 多人次；在
流动党员中有效开展“致富他乡、建设家乡”
主题活动，48 个流动党员党支部全部在网
上安家，3600 余名流动党员参加网上在线
学习、自评互评、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过上
别开生面的组织生活；创新农村党员分类量
化管理办法，两万农村党员依岗承诺，履职
尽责。

在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先
锋先行”活动试点中，认真开展“‘学做’先锋
团” 志愿服务活动， 全县 1.8 万名党员组成
620 个小分队，开展扶贫助困、关爱留守儿
童、慰问孤寡老人等志愿活动 1900余次。不
断创新党建工作方式，打造基层党组织服务
新平台，激发党员干部活力。 (郑振庭 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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