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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祥淼 覃建国 唐曾伟 陈光毕

处暑过后，秋高气爽。田间地头，
稻穗金黄，瓜果飘香。劳碌一年的村寨
即将迎来丰收季节。

“鼓楼边起火了，大家快去灭火!”8
月26日午后，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高
步村应急广播传来急促的示警呼声，人
们朝鼓楼奔涌而去。

一群侗族妇女抬着消防机动泵、消
防水带，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她们行动
迅速，发动消防泵、接水带、装水枪、灭
火，动作连贯有章法，20分钟后明火被
灭，赢得现场观摩群众热烈掌声。这是
高步侗寨组织的一次消防演练，再一次
检验了侗寨女子义务消防队的实操水
平。

通道侗寨群众习惯集中居住，全县
共有30户以上团寨343个，其中100户
以上的大团寨有69个，房屋都是木构吊
脚楼，耐火等级低。有的村寨建在山里，
山高路陡，乡镇消防车到达村寨需30分
钟以上。“在县乡消防大队到来之前，村
里的义务消防队可以先行自救，控制火
情，为进一步救援赢得时间。”通道应急
管理局党组书记吴江说，全县所有的大
团寨都建立了义务消防队，高步侗寨组
建了全县第一支女子义务消防队。

近年来，通道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
于消防安全工作重要精神，严格执行上
级决策部署，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
弦，紧抓农村团寨消防工作不放松，全
县火灾形势持续平稳，没有发生较大以
上火灾事故及农村团寨火灾事故。

夯实三方责任，狠抓责任落地

农村团寨消防安全事关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通道把夯实属地管理、部门
监管、单位主体“三方责任”和狠抓责任
落地作为农村团寨消防的首要工作任
务来抓，通过制度建设抓出成效。

在夯实属地管理责任上严格按照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要求，
把消防安全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平安创建、领导干部绩效考核，与经
济发展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同
奖惩。2014 年以来，共召开 13 次县政
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消防安全工作，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先后20余次深入村
寨、学校、企业检查消防安全工作，累计

排查发现安全隐患问题80余个。
在夯实部门监管责任方面坚决做

到“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管行业必须管
安全”的要求，把农村消防工作与脱贫
攻坚、平安建设、学校安全教育等工作
有机衔接，明确应急、消防、公安、教育
等行业部门及乡镇党委政府在火灾防
控、力量建设、消防宣传等方面的消防
安全职责，定期督查工作落实情况，督
查结果作为年终消防工作目标责任考
核的重要依据。

夯实单位主体责任主要以“一懂三
会”和“四个能力”建设为目标，与全县84
家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签订《消防安全承
诺书》，按照“户籍化”管理要求，严格落
实社会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
消防设施维护保养、自我评估报告“三
项”备案制度，督促重点单位规范操作规
程，定期开展用火、用电、用气等安全自
查自纠，有效预防了火灾事故发生。

注重三种方式，营造消防氛围

把宣传引导、专题培训、实战演练
作为农村团寨消防工作的有力推手，是
通道农村团寨消防经验的独到之处。

该县利用“5·12防灾减灾日”、“119
宣传日”以及民族节庆等活动为契机，
把消防安全知识编成三句半、快板、侗
歌、情景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侗族歌
舞剧目，组织辖区消防志愿者、乡镇专
职消防员及公安民警，深入乡镇、社区、
农村团寨，广泛宣传消防法规知识和安
全技能。同时，开展各类群体消防宣传
和公益活动，传授群众灭火器的使用以
及逃生自救常识等。通道消防救援大
队教导员雷群洪告诉笔者：“把消防知
识宣传融入侗民俗表演，群众都喜爱
看，在全县营造了人人知晓消防的浓厚
氛围。”

与此同时，坚持每年至少组织 1 次
乡镇政府专职消防队比武，每季度组织

1 次跨乡镇跨区域消防演练;严格落实
执勤备战制度，2019 年至今共接处警
80 余次，出动车辆 200 台次，成功处置
了社会救助等急、难、险、重工作任务
110 余起。先后举办了重点单位培训
会、消防安全管理人培训、消防业务培
训等专题培训 30 余次，培训社会单位
200余家，培训人数达2000余人次。

突出三个重点，强化排查治理

通道把突出重大活动保障、重点区
域、重点时段“三个重点”作为强化农村
团寨消防工作的主要环节来抓，定期开
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推动形成长
效机制。

重大活动主要围绕保障“两会”“四
节”、中高考及侗族大戊梁歌会、芦笙艺
术节等重大节庆活动期间消防安全，制
定消防安全检查专项方案。2019 年以
来,县委县政府督查室、消防、应急、市场
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20余次，
累计检查单位和重大活动现场60余家。

重点区域围绕建设工地、易燃易爆
场所、商场市场、农村团寨、文物古建筑
群、九小场所以及学校、敬老院等重要
区域消防安全，制定了《重点区域消防
安全综合治理责任清单》，严格落实消
防安全管理人制度，深入开展消防安全

“排雷行动”。2019年至今，全县共开展
消防安全检查1469次，发现和整改火灾
隐患1557处，申请政府挂牌督办重大火
灾隐患单位8家。

重点时段围绕突出夏季和冬春用
火、用电高峰时期，以及火灾风险高发
期，加大专项检查力度，确保居民用火
用电安全。

强化三大保障，提升治理水平

“成立以应急、消防、旅游、教育、民
政等单位为成员的县级消防安全委员
会，强化组织、力量、资金的保障，筑牢

农村团寨消防的基础工作。”通道应急
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粟盛辉说：“每
季度都会定期召开全县消防安全委员
会联席会议，研究部署解决农村大团寨
消防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

2012年至2017年，县委、县政府启
动“五年五千万”专项资金对全县农村
团寨进行“五改”工程建设。2012 年抽
调全县千名干部下基层开展了为期半
年的“千名干部下基层、清剿火患保民
安”专项活动，实行领导干部分干包片
制。2018 年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大力
实施农村消防“一创三清五改”工程，继
续强有力的推动农村团寨“五改”工程
建设和“人饮消防工程”建设，为农村消
防安全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各乡镇、
县直部门相应成立消防安全领导小组，
负责日常消防安全监督检查和火灾扑
救工作。形成了“政府牵头组织、消防
大队主抓、部门整体联动、社会共同参
与”的大消防格局。

同时，加强乡镇团寨专兼职消防队
伍建设，基本形成了“县消防救援大队+
乡镇政府专职消防队+村寨义务消防
队”的联勤联动灭火救援力量体系。目
前，县消防救援大队共有指战员 33 人，
乡镇专职消防员42人、团寨消防协管员
152人，消防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实
行“5+2”管理模式，人员、装备时刻处于
临战状态。全县152个行政村均组建了
义务消防队，强化日常喊寨巡查，发现
火警，及时快速处置。

近年来，通道累计投入 5900 余万
元完成了农村团寨“五改”基础工程建
设，投入 2.6 亿元建成消防水池 628 个，
铺设消防供水管道 250 万米，安装消火
栓 5600 个，投入 600 万元购买水罐消
防车 22 辆、消防机动泵 423 台，实现了
乡镇水罐消防车配备和农村 30 户以上
团寨配备 1 台或以上机动泵“全覆盖”，
农村抗御火灾能力明显增强。

守护侗寨消防安全守护侗寨消防安全
建设平安通道侗乡建设平安通道侗乡

——通道侗族自治县农村大团寨消防经验的展示

在脱贫攻坚战役中，农行常德分行
通过产业扶贫、创新产品、多点融合发
力，走出了一条有成效、有温度的金融
扶贫之路。截至今年 7 月末，农行常德
分行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7.67亿元，
通过带动就业、分红等方式，与16713名
贫困人口实现利益联结。

产业扶贫 精准帮扶“贷”出造血功能

走进湖南杨氏鲜果现代化智慧水
果园，放眼望去硕果结满枝头。杨氏鲜
果是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重点
带贫企业，以收购和分级加工销售鲜果
为主。2013年以来，农行常德石门县支
行投放 1.7亿元贷款支持该企业扩大生
产、发展规模化种植，金融扶贫惠及石
门县秀坪、洲浒溪等 6 村 1200 多户群
众。

为彻底打赢脱贫攻坚战，农行常德
分行坚持脱贫攻坚与服务乡村振兴有
效融合，先后支持了16家省级扶贫龙头
企业和多家重点带贫企业。截至今年7
月，该行发放产业扶贫贷款 3.22 亿元，

惠及 8520 名贫困户，金融扶贫专项评
价稳居全省系统内第一。

创新产品 一行一策彰显亲农情怀

“有了农行的‘茶叶加工贷’，再不
用为资金着急，可以专心做好茶了！”石
门县金林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唐生
雕满是欢喜。2019年，农行常德石门县
支行按照“一行一策”原则创新推出“茶
叶加工贷”，批量收集和导入茶叶加工
客户数据，实现系统自动审批、农户快
捷用信,全年为石门县茶叶产业投放贷
款 104 笔共 2140 万元，帮扶贫困人口
4246人。

近年来，农行常德分行立足当地的
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指导辖内各支行
建立核心客户意识，积极引导建立贫困
户与龙头产业及产业主体间的利益联
结机制，精准实施信贷支持和创新金融
服务。截至今年 7 月，该行已推出稻虾
贷、藠果贷、柑橘贷、甲鱼贷、茶叶加工
贷等特色模式贷产品10余个，用信余额
2.58亿元。

加快融合 多点发力结出扶贫硕果

“让老百姓享受最普惠的金融服
务。”农行常德分行连续5年结对安乡县
官垱镇官堰村和陈家嘴镇田家沟村开
展定点驻村帮扶工作，累计投入帮扶资
金250多万。2018年底，官堰村结对帮
扶的贫困户已全部脱贫，田家沟村的贫
困户如今也脱贫在望。

农行常德分行全力打造服务全市
各乡村的“家门口的银行”。2019 年至

今，该行“惠农通”布放机具 4555 台，覆
盖常德市2406个行政村；建成121个金
融扶贫工作站，年金融服务交易 473.4
万笔、34.39 亿元。为推动消费扶贫见
成效，农行常德分行通过引导贫困县相
关商户入驻中国农业银行线上扶贫商
城，配合上级行举办“牵手扶贫、你我湘
办”特卖会，通过自购、线上、线下帮助
销售贫困地区农产品。截至今年 7 月，
该行累计完成消费扶贫 539.45 万元。

(侯亦斌 车忠心)

金融“造血”精准“灌溉”
——农行常德分行金融扶贫纪实

“见面多、宣传多、出警快，治安和
交通能不好吗？为我们的巡逻队点
赞！”8 月 26 日，家住永州市零陵区接
履桥街道潇湘社区的居民唐健国大
爷，对街道开展“警民联防、群防群控”
行动表示大力支持。

今年以来，零陵区将交通问题顽
瘴痼疾集中整治纳入全区工作盘子，
围绕 7 大类 15 项具体问题，实行专
班、专人、专责，由主要领导挂帅、分管
领导专抓、部门领导联动，形成最大合
力。该区通过建立区、镇（乡）、村（社

区）“三级网络”工作机制，划分道路交
通巡防网格，织密道路交通安全“防控
网”。同时，“三级网络”定期召开联席
会议，及时研究解决整治过程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并开展联点督导，强化联
合执法，强力推进整治工作。

据悉，零陵区按照“一单四制”工
作要求，第一阶段摸排出3098个问题
已全部整改到位，整改率 100%。全
区 26 个马路市场统一安装物理隔离
设施、划定标志标线，59 处道路交通
标识隐患清理到位。（张兴国 单建华）

永州市零陵区：“三级网络”治顽疾显成效

今年以来，桑植县为切实提高县
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精准度和
效益，对标脱贫攻坚各项任务，聚焦脱
贫成效质量，集中力量，坚决打赢打好
脱贫攻坚战。按照“因需而整，应整尽
整”的原则，截至2020年7月底该县已
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38653万元，占
年初计划43023万元的90%。

为强化资金监管，桑植县本着“谁
使用、谁负责”的原则进行项目资金监
管，各行业部门和乡镇对整合资金的
使用及资金项目绩效管理承担主体责
任，由财政局不定期开展涉农资金统
筹整合使用专项检查和抽查，不断加
强资金的日常监督检查。

同时，该县完善绩效评价，建立以

脱贫成效为主要标准的绩效评价制
度，对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绩效评价，依靠扶贫资金动态
监控平台，科学合理的设置考评指标，
规范考评程序，优化扶贫资金的分配
机制，提高扶贫资金配置效率，实行扶
贫项目绩效目标与预算同步申报、同
步审核、同步下达。

截至 5 月上旬，完成对全县 2019
年 69 个扶贫项目 51599 万元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进一步提高了
扶贫资金运行透明度；还对项目资金
实行全面公开公示，严格落实扶贫项
目、资金公告公示要求，接受公众监
督。

（郭安民 郑 云 谷晓平）

桑植县：
加强涉农资金整合及监管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我对区纪委和乡政府的调查结果
和答复表示满意。”日前，张家界市永定
区谢家垭乡青湾村村民符某在反馈意
见书上签署“满意”。曾多次上访举报
村干部存在虚报冒领问题的他，在该区
此次“三多”（多年、多头、多层）信访积
案化解行动中主动签订了息访协议书。

据悉，为提升群众对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今年以来，永定区大力开展“三多”举
报集中攻坚年活动，对筛查出的15件

“三多”信访积案进行重点交办、督办，
由区纪委监委11名领导班子成员一一
挂帅领衔包案化解，责任到人、限期办
结，做到件件有回音。对于已了结的
重复信访举报问题，由包案领导组织

审理、案管、信访和承办部门对原调查
结果进行集中审核，对事实调查存疑
或者掌握新证据的，重新启动调查程
序；对个人利益诉求问题与违法违纪
问题相互交织的疑难复杂信访问题，
按照程序查清问题线索，按照政策要
求处置个人利益诉求。最终，按照时间
节点和化解标准进行报结，对举报属实
的处理到位，对举报不实的解释到位，
对个人诉求合理的监督当地党委政府
解决到位，对诬告陷害、缠访闹访、非法
上访、恶意举报的依法处理到位。

目前，全区15件“三多”信访积案
已经全部答复到位，其中13件予以办
结，发现新的问题线索后重新办理 2
件。 （赵 婷）

张家界市永定区：15件信访积案件件有回音

农行常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欧阳光明带领结对帮扶人员，来到贫困户
家中开展走访调查。 陈伟 摄

坪坦乡高步村女子义

务消防队开展消防演练。

（坪坦乡政府供图）

近日，笔者在常德市西洞庭管理
区迎骏路与洞庭大道路口看到，随着
红绿灯颜色转换，来往机动车辆、行人
有序通过。“以前这里没有安装红绿灯
和电子警察系统，车辆行驶、行人通行
杂乱无章，需要好几个同事现场指挥，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西洞庭管理区
交警大队相关工作人员说道。

从以往的交通安全隐患点，到如
今该路段交通有序运行，这得益于西
洞庭管理区开展的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集中整治行动。去年年底，为全力清
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有效遏制交通
事故发生，西洞庭管理区决定开展为
期一年的集中整治行动，对全区省县

道公路事故风险突出路段进行全面排
查，重点整治道路设计、施工、标识、管
理缺陷等问题。

“全区共排查出101处道路隐患路
段。目前，整治任务已完成。”西洞庭
管理区交通运输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
他们通过建立交通标识排查台账，对排
查出的道路交通指示标志、警示警告标
志、交通标线缺失，以及破损、遮挡视线
导致驾驶人看不懂、看不清、看不到等
突出问题立行立改；同时，联合常德市
西洞庭食品工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出资150多万元，在全区3个平交路口
增设红绿灯和电子警察系统，全力护航
百姓安全出行。 （陈 翔 袁志敏）

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
整治交通问题顽疾 保证百姓安全出行

岳阳市云溪区纪委监委充分运用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强化监督执纪，
推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
理走深走实，助力脱贫攻坚。

常打思想“免疫针”。落实谈心谈话
制度，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今年来，区
纪委监委提醒谈话65人、诫勉谈话16
人、通报批评20人，下发典型案例通报2
期，通报2件7人，到6家案发单位召开
案情通报会，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

高举监督“探照灯”。重点突出对
扶贫、环保、民生资金和“三资管理”等关
键领域，实行监督全覆盖。今年来，发
现问题217个，移交问题线索9条，追缴
资金5.15万元。组织开展“入村督查走

访行动”，发现问题8个，受理群众诉求2
个，解决群众实际问题4个。

用好问责“杀手锏”。强化监督执
纪问责，坚持无禁区、零容忍、全覆盖，
采取直查直办、区乡联办、挂牌督办等
方式加大案件查办力度，立案7起，形
成了有效震慑。坚持刀刃向内，对

“零”办案的5个镇（街道）纪（工）委书
记进行集体约谈。

筑牢制度“防火墙”。针对近年来
查处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案件
暴露出的普遍性问题及廉政风险点，
巩固深化制度建设。今年来，该区共完
善了 3 项制度，建立健全了靠制度管
权、管事、管人的长效机制。 （周 毅）

岳阳市云溪区：
“亮剑”扶贫领域，助力脱贫攻坚

8 月 31 日，笔者从郴州市北湖区
举行的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
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去年11月份
以来，该区围绕“人、车、路、企、政”等
7大类15项主要问题，强化工作措施，
对标对表，压实责任，狠抓落实，集中
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

北湖区位于郴州市中心城区，辖
区道路里程较长、路况复杂。全区885
公里道路，包括高速公路28公里、国道
57公里、省道117公里、县道242公里、
乡道187公里、村道255公里。

为切实根治交通顽瘴痼疾，确保
辖区交通有序、安全、畅通，北湖区对
辖区事故多发、高风险路段及交通标
线等问题隐患进行了拉网式集中排查
治理。截至目前，已排查出各类道路
交通隐患261条，其中公路、桥梁安全
隐患 132 处，以路为市、占道经营 9
处，变型拖拉机逾期未检验、未报废

86台，城市道路隐患34处。其中公路
隐患治理完成 67%，城市隐患治理完
成 85%，变型拖拉机未检验或报废车
辆完成 100%，取缔了 4 处马路市场，
完成了 5 处马路市场搬迁工作，启动
了永春、芙蓉两个市场新建工作。

同时，北湖区坚持高地联动、路警
联合、部门联查机制，在辖区因地制
宜、因时制宜、不间断地采取多种方式
持续保持强大震慑。公安、交警、道路
运输、农机等部门密切配合，持续深入
开展“两客一危”、变型拖拉机、货车超
限超载、非法营运、酒驾、醉驾、毒驾等
顽瘴痼疾突出违法专项整治行动。严
格按照《郴州市关于严厉查处交通违
法行为“十个一律”的通知》要求，以霹
雳手段严管严罚，对严重违法一律依
法严惩。截至目前，全区共查处各类
交通违法行为174507起（含高速北湖
大队39192起）。 （颜石敦 阮 涛）

郴州市北湖区：
整治交通顽瘴痼疾取得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