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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 树 村 边 合 ，青 山 郭 外
斜”。初夏的隆回千山耸翠，万壑
流碧，风景如诗如画。

沿着 S219 省道由南往北前
行，一座座美丽村庄，犹如一幅幅
山水画卷在行人的眼前渐次展开：
幽雅整洁的院落，绿色如黛的青
山，清澈见底的溪流，以及村民那
一张张洋溢幸福的笑脸……无不
见证着隆回人居环境的华丽蝶变。

2017 年来，该县把人居环境
整治作为“一把手”工程和打好乡
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场战役，围绕
提升村容村貌整治目标任务，实
行“三级联动”工作机制，补短板，
强弱项，添优势，从而实现了人居
环境生态宜居的目标。

三级联动，
构筑人居环境整治新常态

整治人居环境，干部是引领，
群众是主力。在整治人居环境行
动中，隆回县委书记王永红、县长
刘军一直挂帅作战，以上率下。
这只是该县县、乡(镇、街道)、村
(居、社区)三级联动，干群携手参
与美化人居环境的一个侧影。据
悉，自 2017 年来，该县从县委县
政府、乡(镇、街道)到村(居、社区)
级级成立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机
构，周密安排部署，强化好党员干
部的引领作用。在具体实施的过
程中，县委副书记车茂牵头挂帅，
县政协副主席刘芬主抓，并从县
直职能部门抽调力量，组成县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班子，统筹统抓
全 县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工 作 ，各 乡
(镇、街道)和村(居、社区)对标对表
县里的部署，安排一名班子牵头
组织专班，具体负责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全县上下形成了县、乡、
村三级一盘棋的工作格局，保证
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新常态，有
人抓有人管，能落地落实落细。

针对居民群众卫生习惯差异
化大的状况，该县将县、乡、村三级
联动工作重心放在人居环境整治
网格化管理上，把全县25个乡(镇、
街道)划成12个片，每一名县委常
委领导联系一个片，其他县领导根
据责任分工包好所联系的乡镇(街

道)，县直部门单位联一个社区包
好结对扶贫工作联系村，乡镇(街
道)则以村民(居民)小组为单位划
分成一个个网格，党政班子包片联
网格，一般干部和村(居、社区)干部
联一个网格包好 10 户居民农户。
同时，该县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充
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主题党日活
动开到人居环境整治一线，组织党
员开展“三带两包”志愿服务活动。

此外，该县把发挥村居民群众
的主体作用作为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的落脚点。创新宣传方式，村村
(社区、居委会)发动，组组动员。创
新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模式，即
成立村(居、社区)干部、党员和小组
长带头、群众参与的人居环境整治
志愿服务小分队。由小分队示范
带动村居民户户动手，人人参与，
引导村居民群众牢固树立人居环
境卫生从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
从改变生活和卫生习惯入手的新
风尚，自觉净化绿化美化庭院，共
创清洁美好家园。

多措并举，
掀起人居环境整治新热潮

隆回是一个农业大县，人居
环境基础设施薄弱。于是，该县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补齐短板。
每年安排资金6000余万元，集中
用于设施建设、农村保洁员工资
和农村垃圾集中转运。建成并投
入使用乡镇垃圾中转站 23 个，
572个村(居、社区)配备2425名村
级专职保洁员，实现了“城乡一体
统筹兼顾，清扫保洁全面覆盖、收
集转运专业运作、处理方式集中
统一，经费保障合理分担”的闭环
管理。该县还把人居环境整治纳
入了“17+2”行业扶贫行列。围绕
全县人居环境美化目标，每年由
县工商联牵头动员社会人士开展

“爱心改变面貌”扶贫帮困宜居和
农村特困户危房改造社会赞助暨

“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贫奔小
康”爱心基金募捐活动，两年来全
县共募捐爱心资金 4200多万元，
成千上万的贫困群众用爱心资金
或重新装修美化房屋改善居住环
境或易地搬迁住上了洋楼。

在人居环境设施全面改善的

基础上，该县积极探索群众良好
卫生习惯养成的新举措，全面完
善农村环境卫生保洁制度，实行
卫生“房前屋后三包”责任机制，
由村(居)统一在每家每户最显目
的墙上安置一块“卫生三包责任”
公示牌。村居民小组一周一检
查，督促村居民群众搞好卫生，村
(居、社区)一月一评比一公示，在

“村村响”公布卫生评比结果，表
扬 卫 生 好 的 户 ，批 评 卫 生 差 的
户。该县还把人居环境整治与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有机结合，广
泛开展文明村居、文明卫生家庭、
美丽农家院落、道德模范等一系
列创建评比活动，让广大村居民
群众明白人居环境的美，既是美
在村子的干净，美在院落的整洁，
更是美在爱护人居环境的心灵的
道理，激发村居民群众自觉养成

“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提高、
自我改善人居环境”的良好风尚。

统筹推进拆除“空心房”，扮靓
美丽乡村。该县在全面推行“厕所
革命”的同时，大力实施“清屋场、
拆旧房、粉外墙、披绿装”专项行
动，对乡村规划范围内长期无人居
住的空心房、棚圈、柴草房和房前
屋后的残垣断壁等进行拆除清理，
曾是一栋栋破败的空心房、棚圈、
柴草房地复垦成了小菜园、小果
园，房前屋后的曾是杂草丛生的空
闲角落复绿成了小花圃。

监督考核真刀真枪。该县采
用明察暗访的方式进行监督、专项
检查考核，考核结果在全县公开，
每个系列的最后一名在讲评会上
作表态发言或在县电视台公开检
讨。同时，针对问题较多，行动迟
缓的乡镇(街道)、单位开展电视问
政，目前已有 6个乡镇(街道)、2个
县直机关单位接受了电视问政，问
政后的整改成效同样在电视台上
曝光，接受群众监督。于是，该县
掀起了人居环境整治你追我赶的
新热潮。

生态宜居，
绘就人居环境整治新画卷

如今的隆回县，呈现在人们
面前的是一幅“望得见青山，看得
见碧水，记得住欢声笑语”的美丽
新画卷。

岩口镇的向家村，它曾是有
名的交通闭寒、偏僻落后山区贫
困村。2014 年初，民营企业湖南
华兴实业有限公司把它作为扶贫
联系村，按照县委县政府的统一
部署，该企业将扶贫工作与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同步实施，科学规
划布局，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美
化有机结合。如今，一条条宽阔
蜿蜒绿树成荫的村道、一栋栋红
瓦白墙的村民住房、一方方碧绿
色的荷塘、一个个鸟语花香的文
化休闲广场……把向家村点缀成
了城里人向往游玩的好去处。其
实在隆回，类似于向家村特色美
丽乡村的还有崇木凼村、草原村、
沙坪村等。

如何把脱贫攻坚与人居环境
整治精准融合，全面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该县采取“示范一批、整
治一批、提升一批”的方式，在人
居环境脏乱差问题突出的村(居、
社区)中打造 51 个可学习、可借
鉴、可复制、可推广的村作为样板
示范村。如七江镇的千古坳、金
石桥镇的洞下等一批村(居、社区)
实现了从“脏乱差”到“清绿美”的
华丽“蝶变”。虎形山瑶族乡崇木
凼村支部书记郑小红说：“崇木凼
是全省的民族特色乡村，过去虽
然名声在外，游客仍然稀少。自
从成为全县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
后，崇木凼的环境更美了，农家院
落更靓了，游客多了，群众乐了。”

在示范村的带动下，该县的美
丽乡村、特色城镇建设以及产业融
合已形成新业态、新模式。近年
来，该县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总体要
求，培育创建小沙江、金石桥、六都
寨、高平等一批独具地域特色和产
业特色的重点小镇，滩头、司门前
等一批历史文化名镇。同时，该县
正在全力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省
级文明县城、省级森林城市、全省
全域旅游示范县和生态文明示范
县，全力打造贫困地区创新发展的
样板、湘中地区赶超的样板、城乡
融合发展的样板。

雪峰南麓，赧水之滨，百里沃
野，绿水青山。她展现的不只是一
方美丽的乡愁，而是风景如画的大
美隆回。

青山碧水映蓝天
——隆回县人居环境“蝶变”纪实

5 月 6 日，在中国石化邵阳石油分公司，一
场电商助农主题直播活动在公司电商平台上线
开播，公司党员干部纷纷跨界,当起了“网红”直
播带货，积极为当地特色农产品代言。

“我刚才在直播平台上秒杀了 2 袋凤凰腊
肉，原来一袋 68 元，现在只要多加一元就可以
得两袋，真划算。大家赶紧进去看看，还有茶
叶、蜂蜜等好多特产呢。”邵阳王女士在该公司
直播平台“斩获”自己想要的东西后，立即在微
信群里“喊话”。

短短 2个小时的直播，观看人数达 60余万
人次，销售农产品 7 万余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229%。

今年来，中国石化邵阳石油分公司结合“百

日攻坚创效”行动，积极开展线上直播带货，将
凤凰腊肉、蜂蜜、玲珑王茶叶等地方特色商品作
为直播重点推介商品，为增强直播气氛，加大推
介力度，公司还推出了“1 元秒杀、加 1 元多一
件”的营销举措，取得了较好效果。

同时，该公司还通过积极开展“邵品出邵”、
“邵品出湘”营销活动，在加油站易捷便利店内
设立“邵阳红”品牌专区等，助力湘窖酒、南山牧
业酸奶、新宁崀山脐橙、武冈金福源卤菜等多个
邵阳名优特商品成功入围全省地方特色商品采
购目录，并在全省1200多家易捷便利店上柜销
售。2019年实现销售额近500万元，打造了一
条独具特色的扶贫渠道。

（陈志强 谢 银）

邵阳石油分公司:
直播带货助力地方特色产品销售

“通过研讨交流，以相互提问、解疑答惑形式，
对一些纪检监察业务有了更深了解……”5 月 8
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纪委监委干部刘觅向笔者
表达自己参加每日学习、每周研讨的感受和收获。

为进一步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增强依
纪依法精准履职能力，自今年 3月起，武陵源区
纪委监委开展干部“素质提升年”活动，从日学
习、周研讨、月讲堂、季培训、年比赛等5个方面，
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

为鼓励纪检监察干部养成坚持自学的良好
习惯，武陵源区纪委监委把日学习作为干部素
质提升的首要任务，以“学习强国”及报、刊、网

为平台，鼓励全区纪检监察干部坚持每日自学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纪检监察业务知识和典型
案例等，确保紧跟上级纪委监委工作节奏，增强
政治定力和纪律定力。

武陵源区纪委监委还固定在每周五，以机
关党支部各党小组为单位，组织召开业务研讨
会，学习探讨党纪条规、法律条款、典型案例、重
点难点工作等，自3月以来，已组织开展研讨30
场次。在组织干部坚持日学习、周研讨的同时，
还确定了月讲堂、季培训、年比赛的工作计划，
打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纪检监察干部队
伍。 (施永红 王 琼)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淬炼执纪铁军

怀化市洪江区是我省率先脱
贫的县 （市、区），激发产业扶
贫活力是巩固脱贫成效、保障脱
贫户持续增收的必然选择。

洪江区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最多时达到 81 家。经过专项
治理和市场化运作，该区集中政
策和资金帮扶新兴优势产业，全
区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精 减 至 52
家 ， 探 索 出 一 条 从 “ 多 ” 到

“精”的产业扶贫好路子。

加强日常管理 突出扶贫导向

根据相关规定，合作社建档
立卡贫困户入股人数不得少于
90%，扶贫车间贫困户定岗不得
少于 15 人。洪江区不定期对合

作社和扶贫车间的入股、入工情
况开展监督检查，入股分红和工
资收入实行“一卡通”结算。

洪江区将部分产业帮扶资金
作为贫困户或村集体入股资金。
帮扶期内，各农民专业合作社每
年给贫困户的分红资金不得低于
财政投入资金的 8%；合作期满
后，投入本金退还贫困户个人或
村集体。2019年，全区加入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贫困户达到323户，
总收入达180万元，扶贫车间的贫
困户保底工资在2000元以上。

严肃纪律监督 优化经济环境

作为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专项整治牵头部门，洪江区纪

委监委以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专项治理，统揽全区纪检监察
工作，出台 《洪江区 2018 年至
2020年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专项治理方案》。该区将产业扶贫
项目作为监督重点，整合纪律监
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和巡察
监督，开展监督检查和专项巡察。

在“一季一专题”专项治理
行动中，区纪委监委对全区合作社
进行全面排查，优化经济环境。发
现部分合作社存在项目嫁接和套取
项目资金行为，分别移送项目监管
部门处理，移送司法2人。

清理“空壳”农社 发展优势产业

2020 年，洪江区结合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按照“清理一批、规范一批、扶
持一批”的办法，对 81 家农民
专业合作社运营情况及帮扶成效
开展重新评估。其依法注销无农
民成员实际参与、无实质性生产
经营活动、涉嫌以合作社名义骗
取套取国家财政奖补和项目扶持
资 金 等 六 类 合 作 社 29 家 。 同
时，将建档立卡贫困户较多的、
带动周边农民收入明显提高的合
作社作为重点对象予以扶持。

2020年，洪江区争取上级扶
贫产业项目资金120万元，区本级
配套资金80万元，另专项拨付产
业奖补资金50万元，将全部用于
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扶贫产业扶持
奖补。 （杨必画）

怀化市洪江区：
以硬核举措加强扶贫产业监管

5 月 1 日以来，在邵阳县白仓镇塘代村，白
新高速邵阳县协调指挥部征拆组和沿线乡镇、
村组干部放弃“五一”休假，抢赶工程建设进度，
进村入户开展政策宣传、征地测量工作，一片忙
碌景象。

白新高速是我省今年首个开工建设的高
速公路项目，项目起于邵阳县塘渡口镇蛇湾，
止于新宁县回龙寺镇峦山村，途经邵阳县 4 个
乡镇（塘渡口、白仓、塘田市、金称市）16 个行
政村。为确保征地拆迁工作有序推进，该县
实行任务责任双分解，定岗定责，到村、到人，
发现问题苗头及时处理。各级项目协调指挥
部严格推行“任务、时间、质量”“三单”管理，

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各部门协作，按工作计划
倒排工期，按时间节点挂图作战，在时间、质
量和安全上精益求精，依法依规协调推进征
地拆迁工作。

塘田市镇白伏村九组村民刘某花签订完拆
迁补偿协议后，率先搬家，村里其他拆迁户纷纷
以她为榜样，配合镇村工作。该县征地拆迁、迁
坟、腾地等按下“快进键”。

据了解，目前该县的三杆、水系路系调查已
全面完成；土地测量完成 1259.41 亩，约占任务
总量的50%；坟墓搬迁完成40冢，预计5月底清
表腾地全部完成，为项目顺利施工创造了条件。

（张佳伟 刘 飞 王中辉）

邵阳县：白新高速征地拆迁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