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担当作为优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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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吴广 记者 徐亚平

“李书记来新市镇后，这里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可惜，他调走得太快了！”11月3日，汨罗
市新市镇居民郑雪清向记者介绍情况时，脸上
满是不舍。

45岁的李亚江，曾在汨罗市大荆镇、古培
镇、新市镇等地任职，现为归义镇党委书记。他
扎根基层26年间， 古培镇从一个人心涣散的
乡镇变为汨罗市红旗单位，新市镇从汨罗市的
生态“痛点”变成全市经济转型发展的前沿阵
地……李亚江收获了同事的尊敬、 群众的赞
扬， 连续两年被评为汨罗市突出贡献人员。最
近，省委组织部通报表彰了一批担当作为优秀
干部，李亚江名列其中。

挖掉“毒瘤”，鸟栖碧树放歌
曾经，新市镇的团山市场是中南地区最大

的再生资源交易市场，最多的时候近万人在荒
货中“淘金”。堆积如山的垃圾、遮天蔽日的浓
烟、刺鼻的塑料气味严重污染环境。新市镇居
民怨声载道，引起了中央环保督察组的注意。

改变，迫在眉睫！“生态汨罗看新市，新市
生态看团山。”汨罗市委书记喻文说，要挖掉这
个生态“毒瘤”，建设生态文化活力汨罗。

2017年1月，李亚江接过“烫手山芋”，担任
新市镇党委书记。他调研后发现，镇上居民多以
收废品为生，历来有圈地习惯，违建与污染是其
最大症结。于是，新市镇确定了“环境为先，民生
立政，强北富南，拓镇融城”的发展思路。

“团山家家户户做废品生意，关闭市场等
于夺人饭碗。”团山社区党总支书记郑奇志忧
心忡忡。李亚江却不信邪：“要革命，先从干部
革起！干部带头转型是关键。”于是，他带领社
区一组组长肖移兵等人到安徽省界首市调研
再生资源企业转型升级。回来后，肖移兵立马
停产，开了个家庭旅馆，自己也成了生态建设
宣传员。

2018年4月， 在汨罗市委市政府的支持
下，新市镇联合市环保、公安、城管等部门全面
规范交易秩序，关停“小散乱废”企业千余家，
转运陈年垃圾12万吨， 彻底改变了脏乱差的
面貌。

今年年初， 李亚江狠抓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全镇拆除“空心房”8万平方米，建设12个
示范屋场，打造G107生态走廊，被评为岳阳市

集中攻坚优秀乡镇。该镇成立环保协会，聘请
157名保洁员实行网格化管理，形成长效环保
机制。

走在十字路口，团山再生资源交易市场的
招牌已换成了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字样的石牌。路旁桂花树、香樟树随风摇曳，鸟
儿在树枝上吱吱呀呀唱着生态之歌。

敢啃“骨头”，风展红旗如画
新市镇自然资源所所长鲁顺良说，李亚江

到镇两个月后，就联合规划、城管等部门成立
了该镇控建拆违综合执法大队，对武广新城片
区等重点区域进行拆违，3年来拆除违建面积
30多万平方米。

李亚江常到一线巡查，一有“情况”，就拍
照发到微信工作群调度工作。

拆违有阻力，李亚江却从不“通融”，妻妹
的房子也照拆不误。

违建户“宋大胖”在武广新城片区违建了
200余平方米的歌厅，还放言：“除非把武广片
区违建物拆完，否则休想动我的！”敢于担当，
就没有啃不下的“硬骨头”。2018年9月，李亚
江带领工作队不分昼夜奋战在一线， 仅用40
多天，将该片区违建物清零。李亚江说：“新市
镇连续3年获评红旗单位，控建拆违和全域环
境整治两项工作当居首功。”

高调抓城建，俯身听民声。李亚江在推进
古镇建设、服务园区项目过程中，千方百计协
调政府、 企业、 群众之间的关系， 帮助征地
4000多亩，征拆房屋336栋，解决征拆补偿等
历史遗留问题20多个。“18年了， 向相关部门
递交的报告摞起来有20多厘米高， 征拆房款
的问题都没能解决。李书记来了后，就帮我解
决了！”郑雪清边比划边感慨。

李亚江认为：“干部的工作就是‘干’！”任
职乡镇干部期间，李亚江总以“干”字当头，兴
办民生实事。筹资1500万元，建成了古培镇
敬老院；创新丛羊撇洪渠分洪工程，修建泄
洪闸解决了城市内涝； 修通团螺山大道、湄
江大道……

今年10月， 李亚江调任汨罗市归义镇党
委书记。重新出发，他又带领新同事风风火火
投入高泉新城征拆项目。“他来了之后，我们不
分白天黑夜、工作日周末，经常晚上一两点被
他叫到征拆一线。”说起新伙伴，归义镇镇长毛
利眼里满是钦佩。

“干部的工作就是‘干’”
———记汨罗市归义镇党委书记李亚江

荨荨（上接1版）

以“少”带“多”———
提振精气神，营造良好干事创业氛围

衡阳是一片红色土地， 闪耀着历史光
辉。

夏明翰、蒋先云、唐群英、罗荣桓……
这些“身边的榜样”，为衡阳市坚毅前行提
供着不竭动力。

今年9月， 衡阳市以参观革命纪念地、
聆听红色故事、 开展读书班和主题党课等
形式，全面拉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大幕。9月16日， 在衡阳市委主题教育
读书班(扩大)上，市委常委班子带头给读书
班成员讲红色故事。

群雁高飞头雁领，领导干部特别是“一
把手”的作风形象、精神状态，决定着工作
推进的成效。 衡阳市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
一“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结合各项
工作，推动主题教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
往实里走。

全体市领导围绕“明初心、守初心，坚
定理想信念”“担使命、履职责，矢志为民
服务” 两个主题开展高质量的学习研讨；
12个县(市、区)和103个市直机关、企事业
单位，普遍开展集中学习；广大党员干部
重点研读原著原文，增强政治自觉、政治
定力、政治担当与政治自律，争当政治过
硬的表率。

衡阳市将革命传统教育、 形势政策教
育、先进典型教育、党史国史教育和警示教
育贯通，开展“五项教育”4600余场，集中轮
训基层党支部书记5670人。 全市建立起
8300余人的领学员、宣讲员、督导员“三员”
队伍，带动全市1.7万个基层党组织、37万名
党员深度参与学习。

衡阳市以丰富的红色资源为依托，广
泛开展红色故事、红色电影、红色歌曲进企
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
营、进网络“三红七进”活动，全市领导干
部对照革命先辈的崇高品质，深入查找自
身差距，从红色资源中汲取营养，补足精
神之钙。

“头雁效应”的充分发挥，使得衡阳广
大干群精气神进一步提振， 激发出干事创
业的更大热情。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投身“三
大攻坚战”主战场、创新开放最前沿、产业
项目建设第一线。

“下基层走动多了，办事积极主动了，
干事劲头更足了……”10月30日，在王船山
诞辰400周年纪念活动之衡商大会上，600
余名衡商齐聚衡阳共话家乡发展。 返乡创

业、追加投资、结盟抱团，成为衡商们交流
的一个重要话题。

以“减”促“增”———
优化营商环境， 当好承接产业

转移领头雁

11月5日，坐落于衡南县工业集中区的
衡阳市中科光电有限公司里， 机器飞速运
转，一派火热生产景象。

中科光电是集技术研发、 高端产品制
造为一体的高科技民营企业。 他们的扩产
项目于今年10月10日正式投产。

而投产前，新厂房的水、电、气甚至连
路都不通。衡阳市、衡南县两级领导多次现
场调度， 短短半个月， 所有问题都得以解
决，企业按原计划顺利投产。

事业发展是检验主题教育成效的标
尺。衡阳市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要求，推动主题教育与优化营
商环境同频共振。

各级领导干部下沉一线， 从企业最关
心的问题入手，找准病灶、精准发力———

推行“两集中、 两到位”“一件事一次
办”等系列改革，开通“一窗受理”“立等可
取”窗口，建设“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
平台等，积极构建高效审批机制，全面精简
审批环节，打通企业办事“梗阻”。

目前，衡阳市460项政务服务事项办理
承诺时限， 从法定的8660个总工作日减少
至1520个总工作日，提速率达82.4%。

以“减”促“增”，减的是企业负担，增的
是企业发展信心。

“我们最初建厂选址有四五处，经过多
番走访考察， 最终还是选择落户衡阳。”湖
南稀土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袁剑明
告诉记者。

衡阳市还通过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让
企业真正得到实惠。 衡阳市财政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增减税
降费超20亿元，全年预计达40亿元以上。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一大批大项目、好
项目纷至沓来。

香港建滔化工集团继2018年投资30亿
元，启动年产20万吨电子级环氧树脂、年产
2400万张覆铜面板项目后， 又将总投资额
15亿元的年产4.3万吨电子级铜箔项目布
子衡阳；年产值180亿元、可满足30万辆纯
电动汽车配套需求的凌帕新能源项目开
工奠基； 与深圳横岗150余家眼镜企业达
成意向， 致力打造全国乃至世界级眼镜产
业基地……

今年1至9月， 衡阳市规模工业增加值

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出口总额、社
零总额等指标稳居全省第二。今年上半年，
全市新引进“三类500强”项目14个，签订投
资亿元以上产业项目36个。今年前三季度，
衡阳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77.16亿元，同
比增长8.5%，增速位列全省第一。

学以修身，知行合一。衡阳市正以主题
教育的源源动力， 将产业项目发展推上新
台阶，进一步擦亮承接产业转移的名片。

以“小”见“大”———
提升获得感，做好为民服务大文章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是检验主题教育
成效的试金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衡阳市
坚持边学边查、边查边改，奔着问题去、对
着问题改，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
问题，从小处着手，做好为民服务大文章。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衡阳市结合
创建“衡阳群众”品牌活动，深入群众听取
意见和建议， 征集梳理出1300余条调研课
题线索，再通过网上公示，接受党员群众选
题投票，根据党员群众的关注度和投票数，
确定整改课题836个。

城区停车难， 就是通过群众投票选出
来的调研整改课题之一。 衡阳市结合课题
调研结论开出“处方”：在有条件地方建设
一批立体停车场，在解放路、船山大道、衡
州大道等人流密集路段， 应划尽划新增近
3000个停车位， 有效缓解居民停车难。9月
13日， 衡阳市委大院停车场节假日对外开
放，成为全市首个对外开放的内部停车场。
随后，全市多个内部停车场纷纷跟进，向市
民敞开大门。

大班额问题也是很多学生家长的操
心事。

11月5日，记者来到衡阳市今年新投用
的柘里渡小学。“新教室不再那么拥挤，坐
在最后一排看黑板也十分清楚。”二年级学
生曹小华， 是今年秋季从蒸水小学的“大
班”转来，他对新学校非常满意。

柘里渡小学是衡阳市为了化解大班额
问题新建的一所高标准小学， 新增学位
2400个， 缓解周边4所小学的入学压力。衡
阳市教育局副局长马建新介绍， 今年全市
已消除大班额1999个， 完成今年任务比例
169.4%，超大班额全部清零。

农贸市场也是关系民生的重要“小事”
之一。11月5日， 记者在衡阳市易赖街农贸
市场看到， 过去脏乱差的市场成了整洁清
爽的标准化商铺，消防安全、功能分区、排
水排污等配套全面升级改造。 市民刘文东
说，如今逛农贸市场也成了一种休闲。

从群众身边“小事”入手，改出“大方
便”，服务“大民生”，随着衡阳市主题教
育的深入推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有效
提升。

心齐气顺劲头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