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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孙殉华 吴卓敏）今天，益阳市资
阳区长春镇白李渠两岸， 有人忙着栽树，
有人则在亲水栈道垂钓。居住在附近的村
民肖云发说：“黄家湖、南门湖通过白李渠
连通后，两个湖的水都‘活’了。”

资阳区河湖众多，水网交错。为“守护好
一江碧水”，该区在严格落实省、市河长制、
湖长制的同时，走活生态水利一盘棋。去年
来，共投资1.15亿元实施“河湖连通工程”。
长春垸通过改造白李渠，将黄家湖、南门湖
及甘溪港连通，建成以黄家湖、南门湖为调

蓄中枢，以甘溪港河、白李渠、黄家湖引水
渠、南门湖自排渠等为主要输水载体，连通
垸内外河湖水系。全区共实施这样的高标准
样板河湖连通工程7个，基本形成“引得进、
蓄得住、排得出、可调控”的河湖动态水网体
系，水体自净能力大幅提升，水环境承载力
进一步增强，水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资阳区还持续加大河湖保护力度，不
仅每一条河湖、每一个河段都有河湖长监
管，每一条沟渠无论大小也都有沟渠长负
责，全方位开展水域岸线保护、水污染防
治与水生态修复治理。

走活生态水利一盘棋

资阳区实施“河湖连通工程”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戴雄 薛亮）“根据大数据比对，永丰社
区居民严某已死亡，但仍有领取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补贴的记录，请尽快查处！”11月
12日，常德市武陵区纪委监委利用“互联网+监
督”平台，发现一起冒领居民养老金缴费补贴

案线索，迅速交相关责任单位查处。今年来，该
区发挥“互联网+监督”平台功能，运用大数据
精准排查“微腐败”，取得良好效果。

今年初，武陵区“互联网+监督”平台升
级，植入“大数据应用功能”，引入工商 、民
政、人社、财政、公安等多部门的数据库，科

学设置去世人员领取补贴、非残疾人领取补
贴等8大类规则， 实现问题线索来源“信息
化”。同时，在平台开设投诉举报专栏，群众
可通过网站、移动APP、微信公众号等多种
渠道反映问题。

截至目前，武陵区经大数据比对，共发现
买房人员领取困难补助、有车人员领取困难补
助等各类问题线索2000余条，首批办结的147
条线索中，已约谈2人，诫勉谈话1人。

武陵区“大数据”揪出“微腐败”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李勇燕）11月15日， 岳阳市工程
建设领域首个“中介超市”揭牌。首批42家
信用等级良好的中介机构入驻岳阳市政
务中心，将为企业和群众办事提供中介服
务。这是该市“放管服”改革的新举措，也
是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向纵深推
进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今年来，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

营商环境，岳阳市政务中心牵头，市住建
局等相关部门单位配合，全面清理了该市
工程建设领域29个类别事项、231家各类
涉及工程审批的中介服务机构。经各相关
行业主管部门推荐，这次首批入驻的中介
机构如同购物超市、网上超市一样，可为
企业和个人提供快捷的中介服务，切实减
轻企业和群众负担。同时，将加强中介市
场监管，确保服务质量。

岳阳首开工程领域“中介超市”
审批服务可“网购”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高晓燕）近日，按照汉德车桥（株
洲） 齿轮公司总经理孙立平开出的“药
方”， 湖南中良电器有限公司对车间作业
流程进行了梳理， 生产效率逐步提升。这
是株洲市荷塘区引导优秀企业帮助中小
微企业走出“亚健康”取得的实效。

今年9月， 荷塘区有关负责人在走访
调研中了解到，一些中小微企业看起来生
产好、成长快，但存在管理不善、制度不
全、技术落后等弊病，处于“亚健康”状态，
做大做强疲软乏力。为此，该区改变以往
引入第三方机构帮企业诊断的方式，在区
内选择优秀企业及其负责人现场“把脉”，

找出“病根”，给出“药方”。
湖南中良电气有限公司、湖南合盾工

程刀具有限公司、株洲通达合金股份有限
公司等3家企业被列为首批“问诊” 企业
后，上市公司汉德车桥（株洲）齿轮公司总
经理孙立平带领团队， 深入3家企业生产
现场走访，整理归集现场管理混乱、成本
消耗无指标、账本不清等6大类病症，并给
出应对策略。3家企业按“方”拿“药”，迅速
整改，取得实效。

荷塘区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该区
还将请优秀企业为“受诊”中小微企业“私人
订制”更为详细的整改方案，整改将涉及企
业流程重组、制度调整、设备更新等。

荷塘区邀请优秀企业“开药方”
帮助中小微企业走出“亚健康”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张璇
通讯员 何文胜 谢陈文）“‘一肩挑’ 改变了过
去村支两委‘一把手’各自为政的局面，增强了
村班子凝聚力， 有利于更好地为群众服务。”11
月15日， 岳阳市云溪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海军
介绍，今年7月以来，作为岳阳市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村（居）民委员会主任“一肩挑”工作试
点单位，该区坚持高标准推动试点工作，选好领
头雁，配强带头人，激发基层组织活力。目前，该
区已实现49个村（社区）主职“一肩挑”全覆盖。

为做好试点工作，云溪区成立以区委书记
张中于为组长的村（社区）主职“一肩挑”工作
领导小组， 全体区级党政领导带头走访调研。

区委组织部牵头抓总，制作村（社区）干部信息
登记表，实行“一人一表、一村一册”，为选优配
强“一肩挑”人选打下基础。采取下乡调研、下村
摸排、下去座谈和请上来发表意见、向上咨询政
策、对上报批方案的“三下三上”方式，全面掌握
村（社区）班子现状、履职成效、党员群众关注
点。对每个村（社区）进行风险评估，梳理“一肩
挑”工作推进的难点险点。

同时，云溪区严把辞职、补选等程序“关口”，
下发选举办法等各类模版21种， 先后3次开展试
点业务培训，对每个重点环节、每张表格填写等进
行模拟操作，确保依法依规、程序到位。落实“九不
选”“八联审”等要求，把组织意图和群众意愿、个

人想法有机结合，通过政策宣讲、谈心谈话，教育
引导村（社区）干部正确对待进退留转，引导10名
年龄偏大或其他原因不适宜在主职岗位上工作
的干部“让贤”、13名村（居）委会主任辞职并转任
村（社区）党组织副书记，做到无一村（社区）选举
失败、无一例选举出差错、无一起上访举报。

云溪区还将“一肩挑”工作与主题教育相
结合，举办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专题培训班、
读书班，帮助他们提升履职能力。进一步厘清村
级党组织、村（居）委会、监委会、议事会等职责，
健全村级党组织领导下的议事决策机制、 监督
机制，巡察延伸到村（社区），深化村（居）务监督
委员会规范化建设，不断夯实基层基础。

增强村级班子凝聚力 更好为群众服务

变各自为政为“一肩挑”云溪区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肖姿）初冬时节，记者来到湘潭岳塘经
开区团竹路、佳木路项目工地，见推土机、压路
机来回穿梭，数十名工人在忙着作业。“这是竹
埠港新区重要道路，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
基础设施建设，为大项目、好项目落户提供保
障。”竹埠港新区指挥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坐落在湘江东岸狭长地带的竹埠港，曾是
全省乃至全国最具活力的化工生产片区。2014
年9月30日， 湘潭市、 岳塘区以壮士断腕的决
心，关停了这里28家重化工企业。经过近几年
生态修复，竹埠港约60万立方米污染土壤已完

成治理，传统老工业基地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竹埠港老化工基地“走了”，孕育着无限希

望的竹埠港新区“来了”。今年，竹埠港新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通过了湘潭市国土空间规划委
员会审查。新区以“最美江岸重点区、集约用地
示范片、转型升级标杆城”为发目标，着力建设
创新、开放、宜居、和谐、生态新区。在产业布局
上，着重构筑以创意创智、总部经济、现代金融、
滨江旅游、文化娱乐等新兴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
体系，实现由传统工业为主到以高端服务业为主
的产业转型，与辖区内初具规模的中国(中部)岳
塘国际商贸城、金阳农产品商贸城物流中心等现

代商贸物流产业以及国家4A级景区盘龙大观
园、盘龙小镇等旅游休闲产业协调发展。

围绕竹埠港新区发展定位， 岳塘经开区开
展了精准招商。前不久，岳塘经开区与世界500
强企业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牵手”，双
方将合资建设竹埠港新区综合开发一期项目，总
投资约37亿元。此外，怡亚通（湘潭）供应链整合
基地、方德智联科创园、湘潭博纳学校等一批投
资过亿元的项目也纷纷落地竹埠港新区。在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沃土路、团山铺路、竹埠大道二期
已建成通车， 团竹路实现部分路段主干道通车，
竹埠港新区“四横四纵”路网格局基本形成。

老工业基地焕发新活力岳塘经开区
竹埠港将建成创新开放宜居和谐的魅力新区

荨荨（上接1版①）

选优训强并举 提升村干部
“四种能力”

7月22日至26日，郴州市村党组织书记“四
种能力”提升专题培训开班，全市2064名村党
组织书记在12个培训点集中“充电”。会议着力
提升基层干部的政治引领能力、 促推发展能
力、基层治理能力、服务群众能力。

“学习很有收获，信心更足。”郴州市北湖
区保和瑶族乡月峰村党支部书记陈泽志说。

近年来，该市实施“双培双带”工程，每年
对村党组织书记、村级后备干部及党员致富带
头人进行集中培训。

同时，该市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村
级组织班子运行状况、村党组织书记履职情况
进行逐一排查、定等、建档。撤换“不称职”村党
组织书记32名，调整不胜任现职村干部358名，
查处村干部涉黑涉恶案1起。

通过选优训强，郴州基层干部整体素质进

一步提升，涌现出了一大批会干事、能干事的
好干部。

山高林密、道路崎岖的桂东县沙田镇大水
村，以前生产生活条件都很差，原有贫困户367
户1058人。

2017年初，经民主选举，原古岭村党支部书
记张菊容，被选为大水村党总支书记。她引导村
民进行易地搬迁、种植药材、发展“飞地”经济，还
引进嘉业电子有限公司，帮助一些贫困群众在家
门口就业。如今，大水乡亲们的日子蒸蒸日上。

抓融合促发展，基层组织有活力
有动力

朝阳升起，汝城县土桥镇金山村从睡梦中
醒来。一栋栋小洋房整齐排列，柏油路干净整
洁，道路两旁荷叶婷婷。

“我们村以前叫‘荆山村’，山水多、古址多、
穷人多。后来叫‘金山村’，变成产业多、游客多、
脱贫多。”金山村的许多村民都有这个感触。

金山村的变化，源于郴州开展的“抓党建

强基础化矛盾促和谐”专项活动。
近年来， 郴州深入开展这项党建专项活

动，推动党建工作与脱贫攻坚、基层治理、经济
建设等深度融合。 一个个基层组织活力迸发、
动力十足。

在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引导下，安仁县永乐
江镇山塘村党支部， 发动乡亲们种植火龙果、
葡萄，建设滑草场、射箭场等，原来的贫困村变
成“全国美丽休闲村庄”“全国文明村”。

桂东县组建茶叶、 药材等78个产业党支
部，与村级党组织共建共享，建成91个产业示
范基地，加快了群众脱贫步伐。

同时，郴州还实行党员干部联村联点制
度，集中化解矛盾。苏仙区卜里坪街道长冲
铺村，一段时间矛盾多、问题多。联村包案的
市领导知道后，主持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
表会议，听呼声、解难题 ,帮助落实政策。现
在 ,村民气顺了，村党组织影响力、号召力、
凝聚力得到显著增强 ,带领大家奔跑在小康
致富路上。

荨荨（上接1版②）
新宁县“百里脐橙走廊”已初具规模。2018年脐橙种植

46万亩、年产量42万吨、产值30亿元，崀山景区旅游收入

也同比增长16.3%。2016年至2018年，新宁县4.92万贫困人
口通过发展脐橙产业稳定脱贫， 占全县总脱贫人数的
52.4%。到今年底，该县有望退出贫困县行列。

荨荨（上接1版③）
通道还为贫困户提供就业招聘服务，与用人单位对接，把

岗位送到贫困户手上。已与长沙天心区、长沙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园、益阳高新区等签订劳务合作协议。今年来，全县已组
织举办贫困劳动力专场招聘会6场次， 提供就业岗位2万余
个，现场有3000余人达成就业意向。

11月14日，一名老人行走在枫叶掩映下的石板小径
上。近日，东安县川岩乡上界头村乐子冲古寨，绯红枫
叶、金黄银杏、翠绿竹林与吊脚木楼交相辉映，构成一幅
多彩画卷。 唐明登 摄

古村
“枫”景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