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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清区 按下棚改项目“快进键”

湖南日报12月9日讯（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曾翔 郭佳丽）企业办事以前
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现在有困难想到
的是找“便商之家”（客商服务中心），这
是永兴县营商环境改善带来的新变化。
12月6日，记者走进永兴县“便商之家”，
碰到永兴县新生代创新创业联合会会长
邓成辉，他介绍，联合会定期收集150多
家会员单位反映的问题和困难，集中反
映到“便商之家”，能解决的会解决，不能

解决的也会向企业说明，让企业少走“弯
路”。

2017年8月，永兴县探索“政”“商”交
流新模式，创建“便商之家”，把“便商之家”
作为招商引资的“会客中心”，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把“亲”作为新型政商
关系的情感纽带，把企业和企业主当亲人，
在企业遇到困难和瓶颈时，倾全力予以解
决。每周安排两次接待，县委常委会会议组
成人员、县政府副县长轮流到“便商之家”

现场办公。建立便商联席会议，县委统战
部、县工商联（总商会）等34个便商联席会
议成员单位定期召开会议，解决客商的困
难和问题。

把“清”作为新型政商关系的原则底
线。在全县推行“便商十条”、服务客商“首
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回访背书制”
等制度，让企业提交的诉求件件有回应。自

“便商之家”建立以来，共受理客商诉求97
件249项，办结率100%。

确定每月1日至20日为全县“企业宁
静日”。除涉及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公共
安全的检查外，县直有关部门入企检查一
律先向县优化办书面申请备案，并须征得
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的同意，为企业开启

“免打扰模式”。目前，“亲”上加“清”成为永
兴政商关系的“金字招牌”，带动了招商引
资。今年前 3 季度，该县实际到位内资
48.52 亿 元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同 比 增 长
18.92%，完成进度均居郴州市第一位。

湖南日报12月 9日讯（见习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张雪珊）11 月底，随着
邵阳市双清区区委副书记、塔北南棚改
重点项目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李叶松一声
令下，塔北路长岭社区公房楼前挖掘机、
铲车轰鸣响起，塔北南棚改项目征拆正
式开始。当天上午共拆除房屋2900平方
米。

该项目是邵阳市改善市民居住环境
的重点民生工程。由于项目地处农转非
社区和多家改制下岗职工集中居住区，
社情复杂，征拆矛盾多，项目启动初期征

拆工作一度进展缓慢。为有效破解征拆
难题，市委书记龚文密和区委、区政府领
导多次到项目调研指导和现场办公，协
调解决实际问题30余个，完成179户居
民住房风险评估、入户摸底、评估核算、
张榜公示、签约腾房等各项前期准备工
作，带动全区棚改项目建设步入快车道。

双清区是邵阳市的老工业基地，也
是全市棚改项目建设的主战场。为了帮
助广大棚户区居民实现“忧居”变“优
居”，双清区积极推行“强化党建、引领棚
改”工作模式，将区内48个棚改项目分

到5个协调指挥部，组建5个临时党支部，
逐级压实责任，层层抓落实，打出一套依法
办事、阳光操作、居民自治的“组合拳”。仅
今年启动实施棚改项目17个，一批工矿和
城市棚改项目走在全市前列。

在棚改一线，党员干部的热情服务，为
棚改户消除了疑惑，化解了矛盾，在顺利拆
掉大批危旧房屋的同时，也“拆掉”了干群
之间的堵心墙。棚改征收安置工作组严格
把好公平、公正关，“一把尺子”量到底，赢
得被征收户的信赖，跑出了双清区棚改攻
坚路上的“加速度”。近年来，该区共投入资

金10.3亿元，拆迁房屋3417间、面积12.1万
平方米，新建安置房4357套、面积39.3万平
方米，资金使用量、项目开工率均居市辖三
区前列，让一大批棚户区居民告别了低矮破
旧潮湿的老房子，搬进配套齐全、环境优美、
生活便利的新居。

湖南日报12月9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吴巍伟）
记者从2019中国纺织创新年会暨2019年全国纺织产业
集群复查工作总结大会上获悉，华容县“中国棉纺织名
城”保牌成功，该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获评全国“集群地区
纺织产业发展服务优秀单位”。这是自2012年与中国纺
织工业联合会建立集群试点关系、被授予“中国棉纺织名
城”称号以来，华容县第二次保牌成功。

纺织产业是华容县工业优势产业。近年来，华容
县通过“突出规划引领、优化发展环境、促进资源整
合、淘汰落后产能”等措施，纺织产业链完整、技术先
进、产业集群地优势明显，纺织产业发展呈高质量态
势。县委、县政府成立华容县纺织产业发展指挥部，高
起点、高标准编制纺织产业发展规划；积极推进纺织
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引导企业提升装备、工艺水平和
智能制造水平；坚持推进品牌建设，目前全县已有湖
南省著名商标9枚，湖南省名牌产品2个，有2枚商标
正在申请中国驰名商标。

同时，该县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引导建立湖
南省纺织工程技术中心、岳阳科力嘉乌斯特纺织检
测服务中心、华容县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网络窗口平
台等技术服务平台；与东华大学、江苏纺织工业设计
院、湖南轻纺设计园建立长期技术协作关系，为纺织
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建立投融资管理服务
中心、产业引导基金和政府融资担保公司，为企业解
决融资难题。

株洲高新区：

规模工业增加值
增速全省第一
前10月增幅达17.8%

湖南日报12月9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张弥
郁）12月9日，记者从株洲高新区获悉，该区前10个月
工业生产保持高位增长态势，规模工业增加值增幅达
17.8%，排名全省第一。

据介绍，株洲高新区快速的规模工业增加值增
速，得益于明显的重点企业拉动效应。今年前10个月，
该区汽车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84%，对规模工业增长
贡献率达到98.6%，拉动规模工业增长27.5个百分点。

目前，株洲高新区内的北汽株洲分公司的新能源汽
车产量月均接近1万辆，累计产量超同期3倍；株洲齿轮、
延锋汽车饰件、元创汽车等零部件配套企业生产快速增
长；湖南长城和麦格米特两家龙头电子信息企业的表现
也十分强劲，长城计算机100万产能提升项目顺利完成，
今年前10个月两家企业产值增长34.7%。

据统计，株洲高新区排名前20位的企业累计产值
增长34.4%，对规模工业增长贡献率达99.7%。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康承贵

12月7日，记者来到新化县琅塘
镇晚坪村，犹如走进了一幅画卷：一湖
碧水绕村流，特色农舍次第排开，一条
条乡间小道蜿蜒延伸，俨然是掩映在
碧水蓝天之下的“世外桃源”。即便是
冬天，所到之处，观光的、垂钓的、享农
家乐的，仍络绎不绝。

坐拥湖光山色的晚坪村，毗邻新
化龙湾国家湿地公园，全村有 2089
人，900 亩水田、2000 亩土地、2000
亩山林。

晚坪村原来不是“孤岛”，村中有
良田沃土森林。上世纪60年代初，因
修建柘溪水电站，围堰合龙、资江截
流，资江水流进晚坪村，把整个村庄围
起来，成就了一座晚坪湖，两条围堤就
是村民进出村子的通道，从高空看，晚
坪村俨然湖水中的一座岛屿。

绿水围村，淹没良田，给村民的生

产生活带来困境，同时也造就了独特的
湖光山色。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当地政府
的引导下，利用“美丽乡村建设”契机，村
民们将水生态治理、修复和保护工作与
全域旅游、绿色旅游、生态旅游结合起
来，着力打造旅游产业。

2015 年，新化县在晚坪村启动“美
丽乡村建设示范村”试点工作，全力实施
基础设施、产业开发、就业培训、避险解
困“四大工程”，饮水、用电、出行、安居、
基础设施等问题逐步解决。

2017 年，晚坪村启动“3A”级景区
打造，重点规划了农家夜宿、果蔬采
摘、休闲垂钓、水上乐园、野外烧烤、农
活体验等农村生态旅游观光项目。开
发“百果园”、无公害果园基地 500 亩，
发展培植现有绿化苗木花卉基地 500
亩，发展无公害蔬菜基地 200 亩，并在
村里种上了桂花、竹柏、牡丹等 45 个
品种。2017 年，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达
到 7580 元。

今年 4 月，新化县河长办对晚坪湖
的网箱养鱼进行清理后，53岁的陈石庭
投资 50 万元，置下 5 艘集环保、休闲于
一体的游船，在晚坪湖建起首个“钓鱼山
庄”。水清草美的晚坪湖吸引了不少游客
前来休闲垂钓，来自新化县城的钓鱼爱
好者刘海斌告诉记者：“我只要周末有时
间就会来这里钓鱼，既能远离都市生活，
还能享受宁静的田园风光。”

每当旅游旺季，晚坪村的“聚龙湾”
农家乐热闹非凡。对年届不惑的周雄辉
来说，旅游业的兴起改变了他的生活。去
年春天，他与人合伙在晚坪湖边建起“聚
龙湾”农家乐，3层楼可同时容纳近200
人就餐。每当节假日，“聚龙湾”农家乐一
座难求。

凭借农村人的智慧，晚坪村成功打
造“晚坪画卷”“花仙岛屿”“富贵牡丹”

“烟霞翠柳”等旅游景观，形成“人在花
中，路在景中，屋在林中，船在画中”的休
闲旅游胜地。

湖南日报12月9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何
梦黎）3日上午，常德市鼎城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来到
该区谢家铺镇唐家铺社区，向村民询问低保评议等各
项工作落实情况。这是该区开展社会兜底保障问题集
中治理的一个场景。

为深入推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工作，鼎城区第四季度聚焦社会保障兜底存在的问题
开展集中治理，通过组织3项清查，重点治理低保户、
特困供养户识别不精准，骗取医保资金，社会保障资
金虚报、优亲厚友、盘剥克扣截留挪用，社会保障政策
宣传不到位等问题。

截至目前，累计清理重复参保信息7695条。其中，
清理本区内重复参保信息记录2735条，空账户垃圾数
据1002条，本区和区外重复参保信息4960条；城市低
保对象由 2017 年清理前的 8143 人减少至目前的
2040人，农村低保由31729人减少至10279人，特困
人员由6539人减少至6006人，确保救助对象真正做
到应保尽保。

此外，由区专治办牵头组织民政、人社、医保、公
安、扶贫办等部门组成检查组，对相关治理内容进行
重点核查，累计追回冒领资金348.3万元。其中，查处
企业社保退休人员死亡冒领情况71例，追回冒领金额
24.5万元；城乡居保领取待遇人员死亡信息比对7456
人次，追回冒领金额163万元。

鼎城推进社会保障兜底
集中治理

追回冒领资金348.3万元

湖南日报12月9日讯（记者 曾佰龙 通讯员 胡
凌云 王峰）12月4日，湘潭天易经开区纪工委工作人
员，将编印的上百本《党章党规党纪知识学习选编》，
分别送到园区非公企业党员手中，进行廉政教育。该
区从细微处着手抓党风廉政建设，已成为常态。

天易经开区纪工委负责人介绍，该区结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出“推动、紧盯、创新、聚
焦”八字方针，以廉政谈话、警示教育、专项整治等形
式，不断丰富党风廉政建设内容，推动“两个责任”落
实，抓好党员干部履职担当；紧盯“四风”新动向，抓重
要节点和关键环节，防微杜渐；创新活动载体，抓全员
宣传教育，营造廉政清风；聚焦监督首要职责，抓实做
细日常监督，推动产业项目建设。

在“八字方针”指导下，天易经开区保持惩腐高压
态势。今年1月至11月底，该区立案5起，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3人，诫勉谈话2人次、提醒谈话4人次，营造了
良好营商环境，激发了干部干事热情。

永兴县贪心“村官”
挨板子

湖南日报12月9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匡迪之 雷美红）“感谢你们帮我爸爸追
回了养老金等补贴款。”12月6日，永兴县便
江街道碧塘村村民曹某某拉着街道纪工委干
部的手激动地说。

几个月前，有群众向便江街道纪工委举
报，反映碧塘村村委会原主任曹柏春利用职务
之便，侵占村民曹连某养老金、耕地保双补贴、
新农保和城乡居民保险金等。接到举报后，街道
纪工委立即开展调查、核实。曹连某因子女外出
务工，自己年事已高，又不识字，出于对村干部
的信任，将存折交给曹柏春保管，取钱也是曹柏
春代办。曹柏春每取一笔钱，只拿一半给曹连
某，自己留一半用作“代办费”。6年来，曹柏春
共截留曹连某养老金等5150元。曹柏春被给予
问责处理，其截留款项全部退回。

宁乡市白龙社区
将告别饮水难

湖南日报12月9日讯（记者 李曼斯 通
讯员 马华 刘石江）“按目前施工进度，新年
前就能通水，以后白龙社区的居民再也不用
买水喝了。”今天，在宁乡市白马桥街道白龙
社区自来水施工现场，自来水公司施工人员
刘军告诉记者，困扰白龙社区居民多年的饮
水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

因地势较高，加上受玉煤大道修建影
响，一到干旱季节，白龙社区 382 户 1457 名
群众面临饮水困难。但由于政策原因，该社
区安装自来水无法享受政策性补贴每户
1400元，只能按市场价每户4300元支付费
用，这让一些居民不乐意。

村民们多次向社区反映，希望能按政策
性补贴价格开通自来水，解决饮水问题。得
知情况后，白马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十分
重视，专题向市政府递交报告，多次与有关
部门、单位沟通协商。最终，在市政府统筹和
多部门合力下，为白龙社区居民争取到按政
策性补贴价格安装自来水。

让“忧居”变“优居”

“便商之家”“亲”上加“清”永兴县

12月9日，湖南烈士公园五彩斑斓，湖水倒映着缤纷的景色，宛如一幅怡人的画卷。近日，长沙城区天气晴好，气温回升，人
们尽情享受冬日的阳光，欣赏身边的美景。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缤纷景色美

祁阳纪检“管”出
高质量农村公路
湖南日报12月9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伍孝雄 刘逢源）12月5日，祁阳县下马
渡镇大湖塘村1.84公里进村水泥公路通车，
村民们对公路质量表示满意。村民阳光明说，
村监督员、纪检员全程参与监督，提出的3点
意见全部整改到位，路才修得这么好。

今年，祁阳县加大全县自然村通水泥（沥
青）工程监管力度，不但要求各村纪检员全程监
督，还聘请老党员、老干部为监督员，参与公路
招投标、建设、验收。该县大忠桥镇开阳岗村村
级公路建设中，村纪检员发现材料不过关，立即
要求返工，避免了工程质量问题。今年1至11
月，全县新建、改建农村公路839.873公里，改
造危桥14座，全部合格达标。

华容再获
“中国棉纺织名城”

天易经开区：

细微处抓党风廉政建设

湖光山色晚坪村

湖南日报12月9日讯(见习记
者 蒋茜 通讯员 陈健林)12 月 8 日，
是江永县夏层铺镇水源头村高兴才老
人的100岁生日。为提倡文明新风尚，
他不设生日宴、不收礼金，在子孙们的
陪伴下过了个节俭而热闹的“特殊生

日”。
“父亲经常看报，带头移风易俗，

树立节俭文明新风尚。”高兴才的二儿
媳高瑞彩介绍，高老平时不抽烟、不喝
酒，喜欢散步、读书看报，他曾在乡镇
从教 43 年，德高望重。去年水源头村

成立红白理事会和监督委员会，高老参与
村规民约的修订工作。他的几个儿子原本
计划为老人热闹操办百岁宴，但是高兴才
坚决不同意。

“感谢你们的好意，我不喜欢大操大
办，铺张浪费！”高兴才说。生日当天，有10
多位村民送来礼金，都被他一一谢绝。他
表示，在以后的生日聚会中，还会选择这
样的方式。

百岁老人的“特殊生日”

受理客商诉求97件249项，办结率100%

乡村振兴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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