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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捆绑”，凝心聚力除“乱象”

整治交通“乱象”，干部是主要因素。

在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中，麻阳坚持领

导带头、责任上肩，成立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先后 4

次专题研究部署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工

作。

县委书记李卫林，县长李仕忠挂帅作战，先

后5次到乡镇督促整改落实，其他联乡县领导带

队检查 30 余次，扎实推进乡镇交通问题顽瘴痼

疾整治工作深入发展。

该县从相关部门抽调精干力量实行集中办

公，坚持每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并根据整

治任务清单，实行挂图作战，对7大类15个方面

的问题定目标、定时间、定人员、定标准、定责

任，列出整改清单，建立整改台账，实行定期调

度、跟踪落实、挂单销号的管理机制，确保集中

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在此基础上，该县把乡镇的整治工作任务

压实到联点县级领导肩上，每一位县级领导既

是联点乡镇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工作的督导员，

又是联点乡镇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工作的责任领

导，与联点乡镇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工作同考核、

同问责。

还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提升群众获得感

为导向，制定印发《麻阳苗族自治县车辆超限超

载扫黑除恶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麻阳苗族

自治县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工作方案》，

建立县交通局、交管中心、应急局、商科工信局

等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制度，实行一周一调度、一

周一研判，半月一专项行动。

全县已开展集中执法行动5次，取缔马路市

场1处，转移马路市场6处，拆除违章构筑物520

余处，治理出店或占道经营420余处。

分类施策，县乡联动治“顽疾”

“本周出动执法人员 20人次，与锦和镇、岩

门镇开展打非治违联合行动2次，与高速交警开

展打非治违联合行动1次，排查车辆43台次，查

处涉嫌非法营运1起，整治1起。”这是麻阳公路

运输管理所4月23日的“打卡单”。

在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中，该县实行“一

乡一策”“一路一策”“一站一策”，相关职能部门

实行“一周一打卡”，部门协作、县乡联动，着力

化解交通拥堵、以路为市这一突出问题。

据了解，该县公安、交管、城管、交通、住建、

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综合执法，开展各类专项

整治行动 40 余次，出动执法人员 600 人次，查

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1000 余起，其中，非法营

运 12 起，农用车、拖拉机、工程车非法载人 200

余起，变型拖拉机逾期未检验、未报废、无牌无

证违法行为26起，货车超载超限300余起，各乡

镇开展集中整治 30 余次，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

为981个。

兰里镇集市人流量大，商贸经济比较活

跃，赶集日人数达到 3 万多人。为了根治几十

年来以路为市的顽疾，该镇重新调整农贸市

场规划，在背街小巷划行归市，安排 10 万元

专项资金，设置长期安全执勤执法岗 3 个、城

管执勤执法岗 2 个，在 354 国道集镇段划出斑

马线、减速带、停车指示线等道路交通标识

线，在街道沿线共投放 200 个普通垃圾桶，22

台垃圾板车，雇佣 9 名环卫工人进行定时清

扫，保障了整个集镇特别是国道沿线的环境

整洁。

同时，该镇集中开展马路市场专项整治行

动5次，强力拆除乱搭乱建雨棚87个、清理流动

摊点113摊次、阻止店外经营44处，实现了沿街

铺面不出店，小摊贩不出市。4 月 8 日，全县交

通问题顽瘴痼疾专项整治现场会在兰里镇召

开。

宣教结合，文明出行路通人畅

“不准以路为市，所有商贩必须进店经营，

进入市场经营；不准集镇车辆乱停乱放，集镇车

辆停放必须到指定地点；严禁运营大货车、面包

车超限超载…… ”尧市镇镇长唐祥稳介绍，每

天“村村响”播报道路交通安全知识不少于一

次，赶集日上午循环播报。

道路交通安全，人是行为主体。该县着

力探索建立预防体系，充分利用电视台、新

闻网、手机报县内主流媒体和广大自媒体平

台，将集中整治线上线下交互推进，全面提

升 集 中 整 治 宣 传 的 覆 盖 面 、知 晓 率 和 影 响

力。

同时，各乡镇、县直各职能部门通过电子显

示屏、流动宣传车、宣传橱窗、悬挂横幅、发放宣

传折页、“村村响”等多种方式，开展了大张旗

鼓、铺天盖地的宣传，充分引导广大群众参与支

持交通顽瘴痼疾整治工作。

开展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以来，全县发

放行车安全、出行安全、马路市场、森林防火等

各类资料 6 万余份，摆放宣传展板 360 余块，巡

回宣传车 80余辆次，悬挂横幅 1000余条，接受

现场咨询1.8万余人次。

为提高道路交通安全指数、畅通指数和便

利指数，麻阳深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进学校、进

社区、进厂矿、进企业、进农村“五进”活动，县应

急局、县交管中心联合县教育局共开展“进校

园”宣传 12 场次，参与观摩演练师生达 8500 多

人；县安委会邀请专家进企下乡“送课”30余场，

培训企业负责人和安全员 1500余人次，培训乡

镇应急执法人员360余人次。

通过各种形式宣传，麻阳广大市民的交通

安全意识、遵守道路交通的自觉性有了明显提

高。如今，漫步在县城和集镇的大街小巷，穿行

于国省道和县乡道，看到的已不再是过去那一

个个拥堵、混乱的旧模样，而是一幅幅畅通无

阻、整洁有序的新画面。

——麻阳苗族自治县全力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工作纪实

打造出行“顺心路”

李小平 段唐平 满维超

“现在县城开车好开多了，主干道没有停放车辆，赶

集日老城区也不堵车，交通比以前顺畅了很多。”日前，聊

起麻阳苗族自治县交通秩序新变化，在县城开了12年出

租车的张师傅感慨万分。

去年 11月以来，麻阳大力推进安全畅通、集市整洁、

车辆“减负”、停车设施、行为规范、宣传教育、公民便民、

长效整治等“九大工程”，扎实开展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

治。

截至目前，全县 7个马路市场按要求取缔关闭、搬迁

转移到位，查处非法营运12起，农用车、拖拉机、工程车非

法载人200余起，查处变型拖拉机逾期未检验、未报废、无

牌无证违法行为26起，查处货车超载超限300余起。 大美麻阳。

4月22日早晨6时许，在金洞凤凰乡白果市村
山脚下，白果市村风电项目负责人余微和他的同
事穿戴洗漱完后，一人拿了几包咸菜便开着皮卡
车去往工地。“上面有方便面，咸菜加泡面就是我
们的早餐。”

2018年7月1日正式动工的金洞白果市风电
项目计划的装机容量是100MW，年发电量达1.2
亿千瓦时。工程分两期建设，预计第一期在今年

12月并网发电。如今已经进展到最关键的一步，
余微他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按照与厂商的沟通，一期共需23台风机。但
由于远在北方的风机厂商供货紧张，目前一台机
器都没有到位。

按照相关政策，风电行业实行退坡补贴，在
2020 年未并网的风电项目，电价进一步下调，将
减少运营期收入。

风机迟迟不到货，将严重影响工程进度。经
过与厂商的多次沟通协商，双方签订了补充协
议，厂商承诺今年5月份先到货5台风机。

余微说，从动工日开始，难题便一个接一个
的来，但最后这些难题都得到了有效解决。

据了解，今年金洞管理区确定重点项目 20
个，年度总投资 16.5 亿元。其中市级重点项目 3
个，年度总投资3.9亿元。区级重点项目17个，年
度总投资 12.6 亿元，目前，各项重点项目建设正
扎实推进。

（杨永玲 刘福华 赵 威 何宇翔）

金洞：重点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近日，怀化又一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的办
税服务厅在怀化经济开发区武陵山金融改革试验
区二楼正式启用，该厅基本实现“网络办税为主、
自助办税为辅、实体办税兜底”的智能化办税服务
布局，并同步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

“纳税人通过实名制识别进入大厅自助办税
区自助办理业务，可实现发票领用、发票代开、凭
证打印等业务全天候办理。”据怀化经开区税务局
办税服务厅负责人介绍，新办税服务厅的软硬件
设施全面升级，大厅分为咨询辅导区、自助办税

区、等候休息区、资料取阅填单区、办税服务区、纳
税人学堂区等 6 大区域，设置 16 个服务窗口，配
备了8台自助办税电脑，12台自助办税终端。

同时，怀化经开区税务局在新大厅还组建了
咨询导税、综合业务、不动产业务等多个专业服务
团队，建立人员实时调配机制，根据不同时间段的
业务类型、业务数量变化情况，动态调整窗口设置
和人员分配，为业务办理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人
力保障。 （田定方 尹智承）

怀化经开区税务：网络办税畅通 柜台服务贴心

交通秩序井然的县城街道。

4月28日，邵阳县规划面积1535亩、总投
资3亿元的军旅研学基地项目开工建设。

该项目以原某军工厂工业遗产为核心载
体，以航空航天、军工生产和红色文化为背景，
展现民族军工记忆，弘扬中国航天精神，并通
过“文化+研学+旅游+度假”四位一体发展模
式，活化利用原有工业遗产资源，打造红色历
史博物馆群、军工主题研学基地，成为集研学
活动、会议交流、国防教育、文化体验、怀旧度
假等于一体的工业遗产旅游研学示范园区。

作为邵阳市首个军旅研学基地，该项目的
建成，将有利于完善旅游产业体系、提升旅游

产业素质、塑造文化旅游品牌，实现景区的可
持续发展。项目投入运营后，年接待游客量将
超过30万人次，其中研学人次不低于20万人
次。可创造 1000 个就业机会，年创税 600 万
元左右。

同日，由湖南双峰县东华工程有限公司和
浙江孚瓯科技有限公司合资兴建的烧结釉面
发泡陶瓷保温板科技型企业，也在该县工业集
中园区动工。该项目占地270亩，计划总投资
5.2亿元，设计投入4条全自动化生产线，预计
年产400万平方有釉面发泡陶瓷保温板，实现
产值10亿元。（刘 飞 吴智睿 张佳伟）

邵阳市：首个军旅研学基地开建

“用手机APP一键缴费，再也没有排队及
聚集缴费的麻烦与担忧了。”远在安徽打工的
新化县荣华乡村民汪宋花高兴地说。开学季，
娄底市推出一款手机自动学费缴纳系统，让师
生、家长无接触快速便捷缴纳学费。

该款系统由手拉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
智慧校园平台“学安宝”APP 基础上研发，用
户只需登录APP，进入便捷缴费功能，即可对
登记在库的学生进行缴费。高效便捷的安全
缴费通道受到尚未开通线上交费学校的欢迎，
尤其是给幼儿园、私立学校及偏远地区学校带
来了便利，避免了人员聚集，师生家长交叉感

染风险。
从4月初开始，手拉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耗资120余万元开展研发测试，并组织所有员
工以及外援人员 120 余人，下乡入校收集信
息，拉建微信群，组织下乡队远程指导，为新化
县、双峰县、娄星区 563 所学校 21.5 万名学生
提供线上缴费服务。

谈及手机自动学费缴纳系统，新化县天华
中学校长谭新辉说：“以前缴费都是排长队拥挤
到一起，现在有了这个系统，不仅让家长更安心
了，也给学校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
便。” （罗 琳）

娄底市：
助力复学防疫 推出手机自动学费缴纳系统

（本文图片由麻阳苗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提供）

4 月 28 日上午，邵阳市大祥区 6 个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总投资5.4亿元，助力该区经济社会发
展。

此次开工的项目包括城区电网、粮安科技、
六岭小学、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区电网建设将投
资 3.28亿元，其中罗市 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投资
2.48 亿元，解决城区宝庆、檀江 220 千伏变重过

载、网架薄弱等问题，为大祥区职教新城规划区、
罗市工业园等提供电源保障。“粮安科技园”项目
是大祥区于2019年签约的招商引资项目，概算总
投资 0.8 亿元。该项目的落地，将搭建一个商业
化育种及种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有利于发展具
有邵阳特色的优质稻米，确保优种、优谷、优米、
优价。

大祥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创新体
制，完善措施，努力打造一流服务平台，为项目建
设提供全过程、全方位、零距离的优质服务，确保
项目早日建成。

近年来，大祥区以优质的营商环境、高效的政
务环境，积极招商引资、服务企业。今年，该区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帮助企业复工复产、促进项
目开工。至此，大祥区56个重点项目全部开工复
工、达产增效，标志着该区经济建设全面复苏。

（张佳伟 胡晓建 孙小红）

邵阳市大祥区：6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