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干在湖南 不信东风唤不回
———岳阳市东风湖整治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尹萍

阳光明媚， 水鸟飞翔， 东风湖上清波荡
漾。8日8日下午，记者走近岳阳市岳阳楼区东
风湖，开发治理的气息扑面而来。成百上千的
市民，正围着湖边悠闲散步呢。

一
“轰隆隆……”记者来到东风湖南岸，只

见大型塔吊矗立，挥舞长臂，运转不停。这里
正在建设马壕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 岳阳市
城建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游志坚介绍，目
前已完成投资5000万元，完成16000米基坑
支护桩、工程桩施工，完成土方挖运10万立
方米，计划2019年上半年投入使用，日处理
污水5万吨。

东风湖是城市内湖， 水源主要为降水和
城市生活排水，面积3.67平方公里。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东风湖水质几年前急剧恶化，被列

入我省黑臭水体治理名单。去年4月，省委
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到岳阳开展环保督查，
要求切实解决东风湖黑臭水体污染问题，还
广大市民一湖碧水。

面对问题， 岳阳市委、 市政府“照单全
收”， 迅速明确东风湖及周边13.48平方公里
为规划范围，明确“生态、高端、现代、时尚”的
定位和“生态优先、产城融合”的要求，计划通
过治理与开发相结合， 将东风湖新区打造成
为岳阳城建的新标杆、城区的新亮点、城市的
新名片。

二
通过实地调研， 岳阳市决定以2020年

东风湖湖体水质达到Ⅲ类为目标， 以控源
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活水循环为措
施， 决心把东风湖修复为生态、 活力、休
闲、宜居之湖。

去年7月11日，岳阳市政府出台了《关于

加强东风湖新区环境综合整治的通告》。随
之，岳阳楼区委、区政府强力整治东风湖周边
环境，关停周边豆腐作坊14家、洗衣作坊10
家；共清退养殖户21户；清运建筑垃圾、生活
垃圾472车； 完成了东风湖撇洪渠2.1公里清
淤任务和渠首调蓄池岸坡整治； 实施水资源
生态治理， 投放净水宝、 底改素等生物制剂
930吨， 增添27台曝气增氧机对湖水进行曝
气增氧。

治污须截污！ 该市计划沿湖修建截污干
管13.65公里，目前已建2.4公里；同时添置4
台1万吨/天的移动污水处理设备， 并全部投
入使用， 可保污水在环湖截污干管未建成前
不直排洞庭湖、长江。

群策群力 ，众志成城。岳阳市发改 、
规划、国土、住建、环保、水务等部门树立

“全市一盘棋”的理念，坚持上下联动、条
块结合， 奏响了东风湖新区开发建设的
大合唱。 荩荩（下转2版）

湖南日报8月8日讯（沈研）日前，省委
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
会议，听取省高速公路总公司改革改制有
关情况汇报，研究加快推进省高速公路总
公司改制及内部深化改革等工作。许达哲
强调，坚定信心、精准施策、深化改革，做
强做优做大省属国企， 向改革要效益、向
市场要效益、 向管理要效益， 为全省高速
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和防范化解政府性债
务风险提供保障。

许达哲听取有关部门和单位汇报后指
出，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高速公路体制改
革的安排部署，省高速公路总公司改制及内
部深化改革各项工作加快推进，为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 实现市场化转型打下了好的基
础。许达哲强调，要坚定信心，坚持用改革破

解难题，将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与推进公司市
场化转型有效衔接，把国企改革全面推向深
入。要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向改革要效益，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创新发展机制、释放体制
活力，推动省高速公路总公司加快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构建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
治理结构和市场化运行机制。要在拓展市场
上下功夫，向市场要效益，推动公司干部职
工转变思想观念、树立市场意识，创新优化
高速公路服务模式， 延伸拓展上下游产业
链，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要在降低成本上
下功夫，向管理要效益，深化内部三项制度
改革，严格成本费用预算，严控建设、运营、
养护等各项成本，做到应收尽收，用精细管
理实现降本增效。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会议。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
讯员 谢忠东） 我省认真落实社保降费政策，
切实减轻企业用工成本，据省人社厅统计，今
年上半年， 全省共减征企业养老保险费9.31
亿元， 其中落实阶段性降低全省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费率政策减征7.76亿元， 落实养老保
险缴费费率过渡试点政策减征1.55亿元。

据介绍，我省从2016年5月1日起，即实
施阶段性降低全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率
政策，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
比例统一由20%降低为19%。 今年上半年，
我省继续将这一社保降费政策落到实处。

养老保险缴费费率过渡试点政策，即根
据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发布的《关于稳妥做

好养老保险缴费费率过渡试点工作的通
知》，对我省新开办、新参保的承接产业转移
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台资劳动密集型企业、且
符合有关条件的，实行养老保险缴费费率过
渡试点。

据省人社厅职工养老保险处有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为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我省
将继续阶段性降低全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单位缴费费率， 即从2018年5月1日起至
2019年4月30日止，全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单位缴费比例继续按19%执行。

同时，我省还将出台《关于完善养老保
险单位缴费费率过渡试点工作的通知》，拟
降低准入门槛，下放审批权限。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张前宝 郭兰胜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经过国家专项评估检查，桂东县综合贫

困发生率低于2%，群众认可度高于90%，符
合贫困县退出条件，省政府近日正式批复同
意桂东县脱贫摘帽，退出贫困县序列。

“桂东山区人民多年的脱贫梦，终于实
现！”桂东县委负责人表示，摘了帽的桂东，
将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道路上奋进。

结对帮扶覆盖率100%
桂东县地处罗霄山脉腹地， 属于典型的

“老、山、边、穷”地区，1986年，被国务院定
为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2002年， 被列为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1年， 被纳
入国家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
范围；2012年， 又被列入新一轮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

荩荩（下转3版①）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记者 周勇军 肖
洋桂 鲁触冰 通讯员 陈克钧)近日，常德市
鼎城区黄土店镇红岩咀村价值近6万元的
新鲜果蔬， 搭上了从常德桃花源机场飞往
北京的航班。经驻村党建联络员在村“三务
合一”平台推介，现在红岩咀村每周四都有
一批果蔬空运北京。据介绍，在鼎城区，现
在村村建立了“三务合一”平台。

去年来，鼎城区力推“智慧党建”，并以
党建为引领，将党务、政务、商务3个平台合
而为一。区里投入1.55亿元，对全区302个
村（社区）办公与服务场所按统一标准进行
改建或新建，对村级党务、政务、商务平台
及配套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并将3个平台交

由一套人马管理，以提高办事效率、更好服
务群众。区委组织部门在全区选派了302名
懂网络的年轻干部驻村，既当党建联络员，
又当政务代办员、网上推销员。还对1684名
村干部分批进行培训， 重点帮助他们掌握
网络操作技能。

在平台整合、功能完善后，鼎城区将基
层党员服务管理全面纳入平台。常德市委、
鼎城区委主要负责人先后运用平台视频直
播， 为基层党员上党课， 产生了很好的效
果。同时，运用平台的政务服务功能，将“四
证一卡”（生育证、社保卡等）等重点服务项
目下放到村（社区）办理，极大方便了群众。

鼎城区“三务合一”平台还依托供销e家、

京东、淘宝等电商，并整合区乡村三级惠农
服务中心及配送链，线上线下同步运行，推
动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对农户散种散
养的农产品， 由驻村党建联络员和村干部
将信息发布到电商组建的微商群， 再由微
商进行推销。 而对规模化生产的“三品一
标”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等），通过“三务合
一”平台与电商直接对接、上网销售。该区
黄土店镇红岩咀村村民段敬星在驻村党建
联络员帮助下，将自己种的300多亩蔬菜主
要由村里“三务合一”平台销售，月销售额
达20多万元。据统计，今年上半年，鼎城区
通过“三务合一”平台，共为群众销售农产
品6000多万元。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记者 李茁 徐德
荣 通讯员 陆意 ）“以前一到暑假就发愁，
孩子在家没人管，现在社区办了‘430学业
加油站’，孩子们可以一起学习、做游戏，还
有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帮忙照管， 真是
太好了！”日前，衡阳市蒸湘区联合街道南
三角线社区活动室， 居民郑女士来接孩子
时欣喜地说。

“430学业加油站”是南三角线社区针
对其留守儿童较多的问题，探索的服务社
区居民新模式。2017年以来， 蒸湘区结合
衡阳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在全区范
围内开展“创建为民·共建美好家园”社区
特色服务品牌创建活动，创新服务载体与

形式，打造“一社区一品牌”，全面提升社
区服务水平，把各类贴心服务送到群众家
门口。

为更好地把准群众“需求脉”，蒸湘区
各社区采取座谈会、 入户问卷调查等形
式， 对社区居民服务需求进行全面摸底，
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结合社区自有
资源优势，申报社区服务品牌项目。每个
项目方案，必须经社区居民听证、公示后
才予以实施。洪家湾社区居民普遍关注未
成年人心理教育问题， 社区经过努力，成
立了衡阳市第一家未成年人心理辅导站 ,
每周五下午为社区未成年人与家长开展
心理咨询服务。温家台社区设立了妇女儿

童服务点， 及时帮助有困难的妇女儿童。
社区服务品牌日益壮大，还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居民主动加入到社区志愿服务行列。

蒸湘区通过“一社一品”打造特色社
区服务，有效解决社区管理服务中的突出
问题。立新二社区成立义务巡逻队，有效
减少了治安案件；学院路社区建设社区禁
毒中心，社区禁毒与戒毒康复工作成效显
著；廖家湾社区和衡邵社区通过消防改造
和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辖区安全事故大
大减少。

目前，该区30个社区均有1个以上的特
色品牌服务项目， 有14个社区先后获得国
家、省、市级相关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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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党务、政务、商务3个平台合而为一，提高办事效率，更好服务群众

“三务合一”好便民

开展社区特色服务品牌创建活动，把各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一社一品”真贴心

桂东脱贫了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
员 刘燕龙）6月下旬以来， 我省大部旱情显
露并发展较快， 湘中局部干旱比较严重。全
省各类水利工程充分发挥防旱抗旱基础作
用，有效缓解了干旱，减轻了旱灾损失。

受降雨持续偏少影响，尽管今年我省水
利工程蓄水偏枯，但各级防指、水利部门积
极研判形势，通过拦蓄尾洪、人工增雨等方
式积极增加抗旱水量。 目前， 全省以灌溉
为主的各类水利工程蓄水114.67亿立方
米， 较历年同期偏少26%， 但比大旱之年
2013年偏多20%。双牌水库抓住7月4日至
8日的强降雨过程， 及时拦蓄尾洪近8000
万立方米； 邵阳县在罗城水库、 大塘垅水
库先后开展人工增雨作业10余次， 增加降
雨约28万立方米。

饮水工程是农村生活用水的安全保障。
全省现有农村集中供水工程3.66万处，保障
人口3900余万。 各地将保障群众饮水安全

放在首位，加强工程建设调度，有效保障了
旱区群众饮水困难问题。

灌区工程是农业生产的基础保障。我省
现有各类灌区7.32万处， 可保障面积4000
余万亩。今年以来，各级防指根据水库蓄水
情况，协调指导电力、灌区管理部门合理调
度， 有效保障了灌区保灌范围内的农田灌
溉。韶山灌区是我省最大的灌区，今年灌区
主要水源水府庙水库上下游用水矛盾突出，
省防指及时指导水府庙水库合理控制下泄
流量，有效保障了库区、下游韶山灌区80多
万亩农作物灌溉。

引调提水工程是应急抗旱的最后保障。
2014年至2016年， 我省在34个县市区建成
的抗旱应急水源引调提水工程，作用十分明
显。澧县2015年建设的引澧济涔工程，自7月
17日以来， 累计从澧水引水1000多万立方
米，澧普、涔南等5个乡镇20多万亩农田不
再“喊渴”。

� � � �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高速公路体制改革
专题会议强调

向改革要效益 向市场要效益
向管理要效益

我省水利工程抗旱基础作用明显
有效缓解了干旱，减轻了损失

水清岸绿
涟水河
8月8日， 涟水河湘

乡段碧波荡漾， 碧洲公
园绿树成荫。近年，湘乡
市积极推进涟水河治
理，通过滩涂清障、养殖
污染治理、漂浮物清理、
污水排放整治等措施，
使沿线生态环境不断得
到改善。
傅聪 李珈名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韩雪

8月8日上午9时30分左右，记者在岳麓
交警大队六中队的监控室看到，橘子洲大桥
双向交通流量并不大。“大家都知道在修，很
多车主动绕行了。”中队长陈坚说。

已有46年历史的橘子洲大桥， 作为横
跨湘江东西两岸的主桥梁，对长沙的交通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8月5日晚， 橘子洲大桥
提质改造工程启动。施工期间，长沙将迎来
首次较长时间、较大区域限号通行。

一直是长沙最繁忙的过江通道

橘子洲大桥是长沙首座横跨湘江的大
桥，是很多长沙人口中的“湘江一桥”，东接五
一大道，西接岳麓山景区、大学城、梅溪湖。

不少老长沙人仍记得，1971年9月6日，大
桥正式开工，1972年10月1日建成通车。 该桥

是大型钢筋混凝土双曲拱公路桥， 全长1250
米，全桥21跨。当时限于经济条件及工程建设
机械化程度，长沙修建湘江大桥时不得不采取
“人海战术”，有80万人次义务出工修桥。

自建成以来，橘子洲大桥一直是长沙最
繁忙的过江通道。上世纪80年代，通行车辆
以货车和公交车为主。建设之初，大桥原设
计为每天车流量5000台，如今，高峰期一小
时的车流量就超过了6000台。

长沙市交警支队提供的数据显示，橘子
洲大桥平峰期每小时双向交通量达5000至
5200台次， 高峰期每小时双向交通量达
5900至6100台次。

“两年前，橘子洲大桥的车流量就已经
饱和了。”陈坚于2014年来到岳麓交警大队
六中队， 橘子洲大桥就是中队管辖的范
围。“近几年长沙的机动车增长很快，目前
已经达到240万辆， 明显感觉到橘子洲大
桥更堵了。 荩荩（下转3版②）

最繁忙过江通道迎来“大修”———

长沙将首次较长时间较大区域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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