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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压实，阵地升级，
党建保障强起来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只有基
层党建工作实起来、党组织强起来，干部群众
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成强大的
发展合力。

麻阳苗族自治县把党建工作纳入到全县
综合绩效考核重要内容，先后出台《关于加强
基层服务性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
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监督管理和激励关怀的
八项规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实施方案》等
文件，制定下发了《基层党组织建设考核细则》

《基层党建工作“联述联评联考”实施方案》《任
用干部看党建实施办法》，扎实开展党组织书
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和村（社区）
党组织书记“双述双评”工作，各级书记带头抓
党建，已经成为麻阳党员干部的共识。2015
年来，全县共组织乡镇党委书记和部分县直单
位党组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会4场次，对党建
述职评议达不到要求的33名党委（组）书记取
消其评先评优资格。

积极推进“三经费一保障”，按照“应建尽
建、应改尽改”要求，投资2.39亿元，大力推进
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统一党务、村务、财务
公开样式，推行村干部值守坐班制度，彻底改
变了过去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简陋、破旧、狭小
等现象，有效杜绝了“铁将军把门”现象。加强
新时代党员群众讲习所和农村远程教育站点
建设，全县建立新时代党员群众讲习所 239
个，村级党员服务站 315 个，农村远程教育站
点 201 个，每个讲习所和远程教育站点有电
脑、通网络、能使用、有作用，年培训党员群众
5.6万余人次。建立了村干部报酬增长机制，
村干部月报酬大幅度提高，村级运转经费村均
达16.67万元，党组织书记薪酬2000元/月，为

1280 名村、社区“两委”干部办理意外伤害和
重大疾病保险，解决村干部的后顾之忧。

能力提升，服务创新，
党建活力聚起来

“支部班子好、党员队伍好、活动开展好、
制度建设好、作用发挥好”。基层党建工作围
绕“五好”支部建设，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书
记，推进党员干部能力提升，建立健全联系服
务群众机制，形成干事创业活力。

麻阳苗族自治县在全市率先出台了《村干
部管理办法》，探索建立村党支部书记专职化
管理制度、优秀大中专毕业生跟班见习制度和
第一书记驻村锻炼常态机制。2014年以来先
后选派“第一书记”482名。2017年连续三年
公开招录大学生村务专干，实现了村村覆盖。
大力实施“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培养农民大
学生370名。结合农村党员冬春训工作，开办
培训活动 700 多场次，参训党员达 9200 余人
次，占全县农村党员总数的85%以上。目前，
全县 1280 名村“两委”干部中，35 岁以下 124
名、大专文化259人、致富能人582人、产业能
人79人。

积极创新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在以往开展
的“党代表工作室”“民情碰头会”“为民代办服
务”等工作的基础上，今年，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中，推行以“干部下访，民情面对
面；民情销号，解民忧实打实”为主要内容的

“院落夜会”制度，截至目前，全县 18个村201
个村先后召开“院落夜会”300多场次，收集到
平安创建、脱贫帮扶、文明创建、危房改造等村
民们关心热点、焦点问题的意见建议2400余
条，帮助解决村民衣食住行问题1800余个。“院
落夜会”先后在人民网、《湖南日报》、红网等媒
体进行推介，麻阳“院落夜会”创新民意沟通渠
道、谈出基层治理好声音。

实行“先进带后进”，全面落实“组织联建、
党员联管、活动联办、服务联动、资源联享”要
求，推行党建联系点制度，每年建立党员县级领
导、县直单位党建联系点不少于 97 个，通过

“一对一”对口帮扶指导和党组织“品质品牌”提
质升级，软弱涣散党组织晋位升级率达100%。

目前，全县共有“五化”先锋支部69个，合格支

部415个，脱贫攻坚联合党支部216个。

深度融合，抱团攻坚，
党建引领富起来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

地”。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

民，以党建促发展，引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是每一个党组织、每一位党员的应尽之责。

麻阳苗族自治县全面推行“党建引领、连

村联创、抱团攻坚、共同富裕”党建扶贫模式 ，
打破传统“一村一支部”的组织设置模式，推动

农村基层党支部“上产业链”“进合作社”“入种
养基地”，以楠木桥村党支部为基础，打破地域
界限，统筹 9 个村建立扶贫产业园联合党总
支，作为抱团攻坚的“一线联合指挥部”，以大
联合、大合作推动基层组织建设大提升，实现
扶贫攻坚大抱团、大发展、大脱贫。截至目前，
全县创办扶贫车间 78 个，建立“抱团”党组织
26个、产业党支部103个。省委《工作情况交
流》、市委《情况交流》推介了《做好易地扶贫搬
迁产业扶贫“后半篇文章”》。谭家寨乡“连村
联创、抱团攻坚”被列为中央组织部抓党建促
脱贫攻坚案例，在《中国组织人事报》推介。《谭
指挥的致富经》电教片在“华人频道”“中国网+
视讯中国”“腾讯视频”等媒体整片播出。

在深化和拓展谭家寨乡“连村联创、抱团攻
坚”“支部建在扶贫产业上”工作成果的同时，麻
阳又依托蓝凤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探索创建

“九乡联创、连横攻坚”机制，建好建强非公企业
党支部，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示范带动作用，利用公司的资金技术优势，
带动引领兰村、隆家堡、高村等周边九个乡镇贫
困户参与企业发展，实现共建共富、联合发展、
集体脱贫，走出一条“非公党建引领扶贫”的新
路子。截至目前，全县已脱贫17882户67535
人，全县整体脱贫摘帽如期进行。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个支部，一座堡
垒。新时代新征程，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路
上，41万干部群众大步跨越，党建的旗帜在建
设生态长寿幸福新麻阳的第一线熠熠生辉。

纵深整合，机制构建达到新标准

坚持“一把手”负总责、安全生产例会制。
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定期专题听取安全
生产和消防工作汇报，督査工作落实情况，研
究解决重大问题;把安全生产工作与经济发展
同规划、同部署、同推进，构建纵向到底，横向
到边的县乡村三级责任网络体系。仅今年，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在应急局呈送的《动态》上
批示就达30多次，在县财政压力比较大的情
况下，先后安排8400万元用于县乡村安全生
产，通村客运及校车购车、保险、燃油补贴、安
防设施建设、天眼工程、应急指挥中心建设、购
置消防装备及消防基础设施建设，为安全生产
步入良性轨道奠定了基础，为安全监管工作插

上科技翅膀。
指挥体系有效整合。在机构改革中，强

化硬件设施建设，将原安监、防汛、森林防火
等系统进行整合，实行对全县各乡镇的综合
视频调度，实现“一网融尽、一锤定音、协调各
方、调动全局”的应急指挥新格局。今年，全
县在怀化市率先完成县应急指挥中心、乡镇
应急办公室、村（社区）应急站组建和挂牌。
先后对全县安全生产、防汛抗旱、森林防火、
地质灾害等行业领域预案进行了修订，各乡
镇各部门对本辖区本行业预案均进行优化，
并以演代练方式进行检验，全县共编制各类
综合性预案30余个。

协调救援响应迅速。将安委会、防汛抗旱
指挥部、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抗震救灾指挥部、
减灾委员会等5 个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设应
急管理局，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统一指挥调
度。充分发挥安委办综合协调作用，定期召开
联席协商会议，指挥调度防汛、森林火灾、道路
交通、危险化学品等行业领域救援。全年共扑
灭森林火灾6起，开展道路救援6起，均实现了
零伤亡。尤其是成功处置了包茂高速“10·6”
岩门段车辆燃烧事件，先后调度10余个部门，
有序开展协同救援，有效避免了二次事故发生
和交通堵塞，成功检验了应急救援指挥体系。

精准治安，隐患整改突破新高度

推行“执法周”制度。确定每个月第二周
作为全县安全生产和消防执法周，负有监管职
责的部门和乡镇由分管领导带队，组织专门力

量开展执法行动，倒逼企业积极排查整治隐
患。两年来，共组织开展16次执法行动，出动

执法人员 1200 余人次，查处各类隐患 1213

处，规范安全生产和消防领域法治秩序,破解

执法“宽松软”难题，有效防范各类事故发生。

部门联合强执法防事故。两年来，县安委

办先后联合住建、水利、交管、公路、运管、消防

等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9次，道路交

通联合执法共查处超速 2361 起，客车超员

283起，货车超载695起，酒驾448起，未戴头

盔驾驶 2382 起，其他违法行为 30115 起。全

县10个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各司其职，协同

抓好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建筑施

工、消防安全、校园校车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

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工作，共检查社会

单位和场所 1372 家，发现火灾隐患 2186 处，

整改消除火灾隐患2183处，净化了全县消防

安全环境；对烟花爆竹批发公司在线监控视
频，彻底杜绝了零售店上宅下店、前店后宅的
现象；建立守则警示牌620余块，无一起水上
安全事故。

“一单四制”强化隐患整改。定期不定期
对安全隐患整改进行“回头看”，建立安全问题
隐患工作台账，实行闭环管理、集中交办，做到
治理任务不落实不放过、隐患不消除不销号，
目前已完成棒棒糖幼儿培训学校、奥美之家幼
儿园、麻阳水岸明珠消防隐患等5处重点问题
隐患整改销号。比如城北市场建设时间久、近
五年没有大范围维修的问题，县安委会积极研
究，全力整改，县财政先后投入资金220万元，
对一楼大厅进行升级改造及二楼电力线路改
造、消防整改，目前已投入使用。

宣教先行，群众守法形成新常态

安全责任事故，预防为主，人民群众的安
全责任意识是关键。

该县利用“全国防灾减灾日”和“安全月”、
“119”消防宣传月、清明和春节等重要时段开
展宣传教育活动。近3年来，发放安全生产、
消防、森林防火资料12万余份，摆放宣传展板
460 余块，巡回宣传车 100 余辆次，悬挂横幅
1000余条，解答现场知识咨询1.8万余人次，
同时还建立短信平台，开辟电视宣传专栏，采
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潜移默化式的宣
传教育，发挥村村响广播定时播放安全生产常
识，在全县营造了“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社
会氛围。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知识、应急演练进校园

活动。两年来，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大

队联合县教育局共开展火灾应急演练、消防安

全知识讲座、消防演练等活动100余次。应对

新形势新要求，2019 年专题组织开展“进校

园”防灾减灾综合应急演练12场次，参与观摩

演练师生12500人。通过综合演练活动，广大

学生初步掌了地震紧急避险、火灾疏散以及消

防灭火、急救常识等应急防护知识，深受广大

群众好评。

坚持“走出去，请进来”，邀请市级安全监

管方面专家先后走进中铁十四局张吉怀铁路

项目部、华森矿业等企业授课，组织开展“送课

下乡进企”活动。近3年，共组织安全生产和

消防培训活动50余次，培训乡镇应急执法人

员360余人次，培训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

员1500余人次，切实增加落实的覆盖面和实

效性。

安全是基础，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就没
有一切；抓安全没有终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全县上下将进一步统一思想、责任上肩、抓住
重点、应对挑战、为全面构建大安全大应急大
减灾体系打好扎实基础，为促进全县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麻阳苗族自治县扎实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纪实

党建花开苗乡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

————麻阳苗族自治县应急管理麻阳苗族自治县应急管理““精准治安精准治安””工作纪实工作纪实

守牢守牢““ ””树大旗树大旗

周 燕 张小艳 张龙志

西晃山脉，苗疆前哨，长寿文化远近闻名，产业发展风生水起，美丽乡村百

花齐放……

党旗高扬，万众一心。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征程中，577个“战斗堡垒”、69

个“红色先锋”，汇聚起苗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澎湃力量。

近年来，麻阳苗族自治县牢固树立“抓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坚持“抓基

层、打基础、补短板、求实效”，按照“软件变硬、硬件升级、保障有力、群众满意”

的工作思路，压实党建责任、夯实基层基础、加强队伍建设，大力推进基层党组

织“五化”建设，做好“党建+”结合融合文章，提升了组织力，有效推动了基层党

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全面提升。

李小平 刘亚芸

近年来，麻阳苗族自治县坚持把安

全生产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底线”“红

线”，紧紧围绕“防风险、遏事故、保平

安”要求，落实“一单四制”，积极开展

“大排查大整治大管控”“强执法防事

故”等专项行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好转，工业、交通、林业等行业领域安

全生产水平明显提高，全县连续两年安

全生产零事故，2018年荣获“全省安

全生产先进县”。

（本文图片由麻阳苗族自治县县委组织部提供）

（本文图片由麻阳应急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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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防灾减灾综合应急演练现场。

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宣传教育。 道路交通专项整治。

和平溪乡株木村斗牛坪“院落夜会”。

党员到社区服务群众。 扶贫车间帮助搬迁群众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