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行首办责任制，做到随约随接

武陵源区 创新信访模式促进和谐

宁远县 文旅融合引来八方游客
今年1至9月，接待游客数逾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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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
员 熊廷辉）11月1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军地
坪街道岩门新村业主委员会，将一面“雷厉风
行、为民解忧”锦旗送到区信访局，感谢信访
部门协调督办，及时解决小区居民出行、电梯
积水等难题。今年来，武陵源区坚持以群众工
作统揽信访工作，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推进积
案攻坚化解销号， 省市交办积案攻坚完成
100%，连续5年进京非访行为“零发生”。

为切实做好信访工作， 武陵源区制定领
导坐班接访、联村包片及包案制度，推行首办
责任制和为民服务代理制。 坚持区级领导每
个工作日有一人接访，建立“区领导坐班接访
及单位联合接访群”信访工作微信群，对重点

群体重点人员坚持做到随约随接。 强化第一
时间、第一地点、第一责任人意识，坚持谁接
访、谁办信、谁负责，对本级不能解决的，则代
理群众到上一级反映。今年以来，该区31位区
级领导、32个区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及相关派
驻人员，共接待上访群众近300人次，解决处
理信访问题27件， 做到初信初访“事事有回
音、件件有着落”。

该区下村入户主动开展信访宣传， 收集
矛盾线索，并全部答复处置。天子山镇天子山
居委会黄龙泉组，38户村民房屋因在核心景
区内无法进行危房改造， 村民长期上访始终
无法解决问题。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期间， 区委书记朱用文多次深入群众家

中，倾听群众诉求，包案调度解决难题。
该区注重涉旅信访案件处理。 推动信访

力量在景区一线配置， 情况在景区一线掌握，
问题在景区一线处理。设立5个旅游速裁法庭联
络室和1个旅游检察工作室，实现景区景点纠纷
调处平台全覆盖。旅游速裁法庭建立微信调解
室，10名法官24小时在线受理游客纠纷。 今年
以来，全区没有重大涉旅信访案件发生。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
员 欧阳友忠）宁远县文旅融合渐入佳境,一些

“网红”地标成了宁远旅游新名片。今年国庆
黄金周，159万人次畅游宁远县, 拜谒舜帝陵，
探寻中华道德文明之源；流连玉琯岩，品味摩
崖石刻妙趣；徜徉皇家寺庙永福寺，曼听佛教
禅语，宁远旅游产业呈现繁荣景象。

宁远县实施旅游“搭台”、文化“唱戏”，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 该县打造九嶷山舜帝
陵品牌，争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扩修建舜
帝陵园、古舜庙遗址博物馆，改造紫霞岩、
玉琯岩， 启动下灌麻将小镇和舂陵古镇的

规划建设。同时，实施“景区带村”工程，发
挥九嶷山舜帝陵景区核心带动作用， 完成
了柏家坪、仁和、冷水、九嶷、湾井等乡镇民
居的“穿衣戴帽 ”工程 ，打造三分石 、仙子
山、 灌溪仙境、 下灌等乡村旅游四大新景
区，成为“网红”打卡之地 ,让更多群众享受
景区发展红利。

为塑造更多的“诗和远方”，该县不断丰
富文化旅游业态， 发掘整理出坐歌堂、 竹竿
舞、 扎故事、 舞草龙及瑶族婚嫁等原生态民
俗，推出了舜帝陵祭祖、仙子山观云、三分石
探险、寻龙谷溯源、牛轧岭感俗、牛头江野营

等旅游精品线路。 该县多次举行公祭舜帝大
典、民间祭祀，承办中国户外健身休闲大会、
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三分石攀岩比赛，
促进旅游二次消费。今年国庆假期，九嶷山舜
帝陵景区推出的快闪演艺、文艺汇演、祁剧表
演、民乐欢庆等文化活动，让游客带走对宁远
文化的美好记忆。

文旅融合为宁远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今年1至9月，该县旅游总收入66.9亿元，同比
增长13.3%，接待游客数1050.9万人次，同比
增长14.1%，旅游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
劲引擎”。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张明子 产伟 官京葳）11月3日上午，
临湘市云湖街道大岭村曹家组的村民，走
上刚刚竣工的曹家桥，心里美滋滋的。

曹家组三面环山，一面临河，300余名
村民以前往来两岸全靠一座1米高的“踏水
桥”。每逢暴雨河水上涨，出行便成难题。临
湘市交通运输局把危桥改造作为“办好一
件群众身边事” 的目标任务全力攻坚。9月
份以来， 共修好“踏水桥”“漫水桥”“病害
桥”6座，累计投资770万元。

9月份以来，临湘市委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组织动员该市85个镇（街道）和市直
单位开展“办好一件群众身边事”行动，

切实为民服务解难题。全市共选定117个
为民服务事项，向社会公示承诺，主动接
受社会监督。另外，市委派出9个指导组
持续“跟踪问效”，确保民生问题能实实
在在得到解决。

乡镇居民对“看病难、看病贵”反映
强烈， 该市卫健局在县域范围内广泛创
办“医共体”，将市直医院优质资源下沉
到乡镇医疗服务点， 实现医疗资源上下
贯通。

临湘市各级党组织已开展走访调查
1600余人次， 收集群众意见建议2800余
条，为群众解决办理实事270余件，累计投
入资金4500余万元。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陈洪波）今天，记者从宁乡市住房保障
中心获悉， 宁乡市公租房信息系统数据录入目
前已完成90%，工作进度排名全市第一，预计年
内将全面实现公租房信息数据联网。

“宁乡将以‘住有所居’为要求，着力提升全
市公租房专业化、科学化管理水平，建立及时、
准确、全覆盖的公租房信息系统，让住房困难群
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宁乡市住保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统计，2007年以来， 宁乡市累计建设公

共租赁住房16940套，发放租赁补贴7583户，已
配租16509套，24092户住房困难家庭得到住房
保障。 此次数据采集包括历年来所有项目的计
划、房源、人员（对象）、配租、运营、配后管理等
所有数据的信息采集。至年底，16940套公租房
数据全部录入全国公租房信息系统后， 宁乡公
租房管理将走上信息化管理服务时代。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见
习记者 张璇 通讯员 鲁艳
万红娟 ）“作为一名党员，我
希望能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尽
点绵薄之力。”10月28日，远
在外地打拼的胡望保将2万
元汇到岳阳县教育基金会中
洲乡分会账户上， 助力家乡
教育事业发展。

为改善办学条件， 岳阳
县中洲乡党委政府着眼教育
扶贫、奖优济困，筹建成立岳
阳县教育基金会中洲乡分
会。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
动员全乡力量， 呼吁社会各
界人士形成合力， 共筑中洲

教育事业的美好未来。
近年来， 中洲乡每年高考超过20

人考入重点大学，先后4人被清华北大
录取。但中洲乡地处湖区，办学条件薄
弱，优秀师资力量流失。在教育基金会
的筹建过程中， 从前期的周密部署、分
工分责， 到实施过程中的广泛宣传、各
负责人的带头作为，乡党委政府始终贯
穿其中，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

9月中旬， 中洲乡党委召开乡友恳
谈会。56岁的党员干部李帅旗以个人名
义捐款12万元，企业支部党员刘夏秋代
表中洲加油站捐款3万元，北垸村支部书
记李响保动员家人捐款20万元。寓外乡
友万勇不仅自己捐资2万元，还积极联络
其他在外乡友出力。

“截至目前，教育基金会爱心款共到
账74万元。 我们切实对师生进行精准帮
扶；实行专账专管，确保基金安全高效使
用。”乡党委书记刘潇说。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袁晓晖 刘如春

近日，新化县对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最
美扶贫人物”进行表彰。表彰会上，有一对同台
领奖的父子特别引人注目， 父亲是坐石乡桃树
村党支部书记康荣辉， 儿子是吉庆镇扶贫站站
长康小龙。

会前，父子俩都不知道同时被评为全县“最
美扶贫人物”。“和爸爸同台领奖，既惊喜，又自
豪，但更多的是压力和动力。爸爸在扶贫工作中
兢兢业业， 舍小家顾大家， 一直是我学习的榜
样。”90后小伙康小龙谈起父亲康荣辉，特别来
劲。

2002年，康荣辉被选为坐石乡桃树村村支
书。这些年来，他为村里的大事小事忙碌着，解
决村里孩子上学难、村民饮水难、出行难、用电
难等一系列民生问题， 让村民脱贫致富有了信
心。他还四处筹资，牵头组织成立助残济困基金
会，让困难群众生活有了最低保障。

父亲实实在在为村民办事， 在康小龙心中
留下深深印记。参加工作后，康小龙以父亲为榜

样，兢兢业业，忘我工作。
去年，康小龙担任吉庆镇扶贫站站长，并兼

任吉庆镇大安山村村支书。 一边是繁重的扶贫
工作，一边是村里的大事小事，双重的工作对康
小龙来说，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挑战。两头
奔忙，他要么住在村里，要么住在镇里简陋的办
公室里。

领奖这天， 康小龙还与同事一道去金星社
区就今年拟脱贫户情况逐户上门核实。 从社区
回来，他匆匆吃过午饭赶往县里。

“他不是在村里，就是在镇里，反正很少在
家里。”康小龙妻子有些抱怨的话语中，更多的
是对丈夫工作的肯定和自豪。

同事们说， 康小龙以前是一个内向的小伙
子，自从当了扶贫站站长和村支书后，他改变了
许多，积极主动地与村民交流，与各级各部门沟
通。

如今，康小龙成了村民的贴心人。在他感召
下，村里大事小事，村民们都抢着做。

“扶贫路上很辛苦，我要像父亲一样，认真、
认真、再认真，实干、实干、再实干。”康小龙说。

临湘开展
“办好一件群众身边事”行动

收集群众意见2800余条，办理实事270余件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坚 危显平）近日，新田县三井镇
七贤山村73岁退伍老兵郑宗富，持“老兵优
待卡”，来到镇退役军人服务社免费理发。

今年，新田县实施“三个一”贴心服务
退役军人模式。即：向全县12个乡镇，230
个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社工作人员，每人
发放一份《优抚工作手册》，详细记载优抚
对象家庭信息、困难诉求、走访帮扶和政策
落实情况，做到不漏人、不漏政策；在全县

成立18家退役军人服务社，向60岁以上退
伍老兵发放一张《老兵服务卡》，可在退役
军人服务社免费理发、 免费参观县内景点
等，先后发放2000余张《老兵服务卡》。从
基层聘请60名退役军人联络员，引导和组
织广大退役军人参加一次以上的民间巡河
等公益活动。

贴心服务，增强了退役军人的荣誉感，
提升了全社会的拥军情。 该县今年报名参
军人数是去年的2倍。

新田“三个一”贴心服务退役军人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陈启平 ）“新车成交数量2232台，
订车数量512台，9至10月新车及相关延伸
服务成交金额近6亿元。”昨天，长沙市开福
区商务局发布“汽车夜市”成果，为省会夜
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为提振长沙车市、繁荣汽车消费市场，开
福区在全市首开“汽车夜市”。一方面联合芒
果汽车、永通汽车等车市延长营业时间，让市
民下班后可利用晚上逛车市；另一方面，政府

按照2000元/台标准给予市民优惠购车补
贴，参加活动汽车销售企业按照1:1配套出台
优惠政策，激活了市民的购车热情。

据了解，目前国内新车直接利润贡献率
只占约20%， 企业近80%的利润源自购车的
金融保险、车辆装饰、维修、保养等服务。“汽
车夜市”刺激了新车消费的同时，也通过周边
消费拉动了开福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开福区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全区9月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长10.2%。

开福区“汽车夜市”两个月
成交近6亿元

宁乡市公租房管理步入信息化时代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莫成 通讯员 徐助全

金秋十月， 走进大山深处泸溪县浦市
镇高桥村， 一片占地300多亩的牛蛙养殖
场映入眼帘。 养殖场上搭建着一张张黑色
的网， 网内整齐排列着一个个长方形的牛
蛙池塘。

池塘内蛙声一片。受脚步惊扰，一些牛
蛙在水里跳跃起来，把水弄得哗哗响。

这里， 是徐光南创建的光南生态种养
农民专业合作社基地。

徐光南是浦市镇高桥村人， 今年30
多岁，在外打拼多年，事业风生水起，有
多家店铺，日子过得蛮惬意。一次偶然的
机会，他听说养牛蛙有“钱”景，决定返乡
搞养殖。

去年3月开始，徐光南全身心投入到牛
蛙养殖项目上，先后多次到广东佛山、汕头
等地考察学习，还前往长沙、福建、重庆等
地洽谈销售问题。经大半年艰苦创业，徐光
南流转300多亩地，投资300多万元，在高
桥村创建了牛蛙生态养殖基地。

创业之初，徐光南面临很多挑战。由于

是“新手”，没有经验，加上持续干旱，牛蛙
大量死亡，让他损失不少。

开弓没有回头箭。 倔强的徐光南没有
退缩， 他每天待在养殖基地， 观察牛蛙习
性，研究改进技术。为了保持良好生态环境，
确保牛蛙品质，他还挖了3口深井，以活水养
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今年9月，基地产牛
蛙2万多公斤，畅销省内外，供不应求。

眼下，徐光南的养蛙事业已步入正轨，
他牵头成立合作社，按照“合作社+基地+
农户”模式，优先吸纳周边退役军人和建档
立卡贫困户加入。合作社还安排30多位村
民长期在基地务工，120多位村民不定期
务工。

徐庭全是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 合作
社成立后，他就在基地务工，每月收入超过
3000元。“这里收入高，还方便照顾老人和
小孩。”徐庭全对今年脱贫摘帽信心满满。

“一个人的富裕不是富裕，带着乡亲们
一起干、一起致富，那才是真幸福。”徐光南
说，接下来，他准备在浦市镇推广牛蛙生态
养殖，做大做强产业，帮助更多人走上脱贫
致富路。

返乡创业“蛙”先行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马晶 钟建湘

11月1日，秋阳和煦，正是给猕猴桃施
肥的大好时节。 城步苗族自治县茅坪镇高
坪村种植大户贺发生，正忙着给自家20余
亩猕猴桃施加富硒有机肥， 丰收后的喜悦
挂在他的脸上。

57岁的贺发生曾是首批建档立卡贫
困户。2014年前，由于没有一技之长，老贺
两口子基本上在家务农，加上身体不好，一
年仅4000元左右的微薄收入。

2014年，扶贫工作铺开后，当地党委
政府与定点帮扶单位城步苗族自治县纪
委，立足高坪村地势起伏、沙质土壤、四季
分明、光照充足等情况，决定带领贫困户种
植猕猴桃。穷了大半辈子的老贺积极响应，
率先种植10余亩猕猴桃。

2018年， 老贺家的猕猴桃开始产出。
果香浓郁、香甜可口的2500公斤猕猴桃赢
得消费者的青睐，也为老贺家带来3万余元
收入。尝到甜头的他，又扩大了10余亩种

植规模。今年，老贺家的猕猴桃产出4500
多公斤，仅20多天时间就全部卖完，添了5
万多元收入。

在高坪村， 像老贺一样的猕猴桃种植
户还有不少。51岁的周孝发也曾是建档立
卡贫困户， 目前种植了10余亩猕猴桃，
2018年就产出猕猴桃3000多公斤，给他一
家带来3万多元的收入，“以前的收入微不
足道，老婆带着孩子在城里读书，靠打零工
维持开支。现在靠着卖猕猴桃，我们实实在
在脱贫了。”

在城步苗族自治县纪委驻高坪村帮
扶工作组和村支两委的支持下， 全国农
业科技示范户夏龙华联合18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和其他33户村民， 创办了城步高
坪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不仅
培育了“湘妃南山”“夏湘源”等知名猕猴
桃品牌， 更是将猕猴桃打造成高坪村脱
贫致富的支柱产业，目前种植面积达300
余亩，年产量5万公斤以上，年产值70万
元左右，1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全部实
现脱贫。

脱贫有路“桃”为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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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扶贫路上父子兵

打好“峎山牌”
拓宽致富路

11月4日，新宁县 山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骆驼
峰景点旁， 新建成的徽
派民居建筑群干净整
洁。今年，新宁县 山镇
支持景区居民对民居统
一规范改造， 开办农家
乐，设立购物摊位，吸收
了近千名村民在家门口
就业， 为居民新添了致
富门路。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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