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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统
筹城乡发展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
题，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关系人民
安居乐业，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
系社会和谐稳定。

醴陵市委书记胡湘之多次强调：“全
市上下要凝聚起加快建设富强、美丽、幸
福、文明新醴陵的强大力量。”围绕该目
标，该市全力加快住房和城乡建设高质
量发展，大力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全面整
治城镇黑臭水体，多措并举保障农民工
工资，住房安全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城乡
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从业人员权益
得到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提升，为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提供了坚强保障。

加快危房改造
确保“人不住危房，危房不住人”

“老人家，给你送来了风扇、电饭
煲，这样你的生活就方便多了……”近
日，醴陵市枫林镇时轮村祠堂组的八旬
五保老人程国恒格外高兴，当地镇、村
干部为他送来了崭新的家具、家电，让
他刚住进的新房子多了一份温暖，增添
了家的味道。

看着一件件崭新的家电，76岁的程
国恒难掩内心的激动。程国恒是一名
五保户，原本住在一间土墙房里。在
镇、村干部的帮扶下，他享受到了危房
改造的政策红利，住上了安全放心房，
没想到，镇、村干部这次又送来了家居
用品。“感谢政府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
怀!真的是非常感谢。”程国恒说。

2013 年以来，在省、市党委政府的
高度重视下，在上级住建部门的精心指
导下，醴陵市结合实际，大力推进危房
改造工作，切实改善危改户住房条件，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住房安全保障这场
硬仗。

根据省市有关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职能调整的要求，醴陵市成立危房改造
专门机构，由市住建局牵头负责，配备
专人，负责全市的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日
常工作。扶贫办、民政局、残联等相关
部门多方联动，各镇村均明确了分管危
改工作的负责人，由危改专干专门负责
各镇村危改工作，与各镇、村紧密对接，
积极指导并解决相关问题，全力推进危
改工作。

此外，该市着力构建全市一盘棋格
局，通过市级领导包镇、镇级领导包村，

深入一线现场调度、督
查，全面督导危房改造工
作，发现问题、抓准重点、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危改
工作顺利推进并取得较好成效。

据统计，醴陵市有户籍人口 105.3
万，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1195户，分散
供养五保户4742户，低保户5990户，贫
困残疾人家庭125户。按“人不住危房，
危房不住人”的总原则，2013年以来，该
市全覆盖鉴定户数30385户次，完成危
房改造6831户，修缮914户，新建5544
户，置换 373户，总计补助资金 9817.85
万元，受益人数超2万人。

加快黑臭水体治理
确保人居环境不断改善

“这下好了，可以呼吸到清新的空
气了。”家住醴陵市仙岳山街道李家排
路西山渠下游 20 余年的住户王先生
说。过去西山渠常年都是污水长流，因
为紧邻渠道边，一到夏季就臭气熏天，
家里窗户都不敢开。

西山渠全长 1200 余米，流经仙岳
山街道书院社区和南门社区。由于历
史原因，这一区域的住宅小区没有接入
城市污水管网，生活污水一直经西山渠
直排渌江，既影响环境，又给沿线居民
带来生活不便。今年，该市对醴陵市仙
岳山街道李家排路西山渠黑臭水体进
行综合整治，实现了支管接管入户，住
户家的污水统一收集，不再直排进入西
山渠，解决困扰周边住户多年的难题。
这是该市加快黑臭水体治理，确保人居
环境不断改善的缩影。

近年来，该市不断加大对城市“里
子”工程的投入和建设。通过实施专项

管网建设和新建市
政道路项目建设雨

污分流配套管网等措
施，完善城区主干管建

设；充分利用小街小巷改造和
老旧小区改造的契机，加大对城区污水
老旧管网改造提质力度。

三年来，城区 A 线、B 线污水管网
提质改造、醴泉路雨污分流改造、三刀
石截污干管、明月峰路管网等 67 个管
网项目先后建成投入使用。截至目前，
城区已建成雨水与污水管网（含合流管
网）337.67 公里，其中，雨水管、污水管
网、合流管分别是 197.67 公里、90 公
里、50 公里。今年 1 至 10 月份城市生
活污水处理量 1193.32 万吨（平均每天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量 3.97 万吨），COD
削减量 1798.33吨，BOD削减量 722.14
吨，氨氮削减量 276.18 吨，总磷削减量
33.11吨，污水处理率达到93.37%。

此外，该市还在城乡生态环境保护
方面坚持统筹兼顾，齐抓共管。全市18
个集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顺利推进，
第一批9个项目通水调试，有望近期投入
使用，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新突破。

加快农民工工资配发速度
确保建设项目如期完工

日前，由醴陵市住建、人社组成的
督查组到该市多个施工现场，对农民工
工资支付情况展开督查行动。督查人
员在新妇幼项目施工现场，为该项目的
农民工展开宣讲，并对施工单位的用人
实名制管理、系统考核记录等台账展开
检查，指出需要完善的地方。

“工资发放这一块，我们每月督促
劳务分包和专业分包单位统计工资，提

供工资单，签字盖单位公章。工资单审
核通过后，我们再把工资单交到开办银
行。”新妇幼项目经理徐恩清说。

今年，是着力贯彻落实国务院《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第一年，也
是深入推进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工作力
度最大的一年，该市积极贯彻落实上级
工作部署，高度重视农民工工资支付保
障工作，以推进民工工资支付实名制为
重要抓手，以根治住建领域农民工工资
拖欠为目的，住建、人社等相关部门协
同作战，对全市所有在建项目开展大力
巡查和严格督导。

为保障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支付，
该市还深入推进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
体系建设。今年，该市工程款拨付率先
实行分账管理，并建立人脸识别考勤系
统，以便精准发放工资。截至目前，全
市 47 个在建项目实现实名制覆盖率
100%，人脸识别考勤率100%。

此外，该市还主动化解欠薪纠纷，
将住建局等部门欠薪投诉电话公布
在施工项目部维权公示牌上，主动接
受群众投诉，同时对原住建缴纳工资
保障金项目在竣工返退保障金时，进
行公示把关，确保遗留问题得到有效
解决。通过该措施的实施及各责任
主体的积极配合，截至目前，没有出
现欠薪情况发生。

如今，位于市区的新妇幼、醴陵二
中教学楼等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
城市颜值正在加速提升中，农民也逐渐
住上了新房，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全市
上下正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
深入践行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理念，
合力共建“四个醴陵”，携手共筑“幸福
新城”。

安居乐业幸福多

“以前我们这里的路破烂不堪，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现在公路
修到了家门口，村里 6 万亩南竹再也
不愁销路了。”11月17日，位于零陵区
富家桥镇大山深处的茶叶湾村陈力荣
大叔指着修通的村组公路说。

茶叶湾村是省级贫困村，修通公路
后，村民通过发展南竹、养殖黑山羊，建
扶贫车间，2019年村集体收入达到近
10万元，实现了走硬化路、住特色房、饮
安全水、呼吸清新空气的梦想，昔日的

贫困村甩掉了穷帽子。
近年来，零陵区从改善产业交通条

件入手，结合特色农业种植优势，对产区
道路进行标准化、精细化打造，高标准铺
设水泥路面，完善了路肩和附属安保设
施，目前农村“四好公路”遍布全境。致
富路得以修通，助力全区100万头生猪、
70万亩优质稻、30万亩蔬菜、30万亩油
茶、20万亩南竹、14万亩柑橘、3万亩制
种、2万亩茶叶等八大优势特色千亿产
业打造。（张兴国 单建华）

永州市零陵区：
公路修进深山 村民致富在望

醴陵市均楚镇黄田村

集中安置点。

黑臭水体整治还原河道水清岸绿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充分体现了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未来
的远见卓识和继往开来的历史担当，
深刻指明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
的指导方针、目标任务、战略举措，意
义深远。”11 月 10 日，宁乡市委党校
召开集体学习研讨会，主持全面工作
副校长贺俊军带头学习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等相关会议讲话精神，校委
班子成员、各科室长、全体教职工参
加学习。

会上，贺俊军领学《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
议公报》，同时还集中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 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开班式上的讲话、《在纪念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据了解，宁乡市委党校始终牢牢
把握理论学习这个中心环节，抓紧抓
好，始终把加强理论武装、推进理论
学习摆在核心位置，常抓不懈。目
前，已举办“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读书班、“学习强国”知识
竞赛等学习活动。下阶段，宁乡市委
党校还将组织全员读书班开展学习
竞赛活动，发挥理论学习示范带动作
用，先学一步，学深一步，学好用好。

（周奕忻 李曼斯）

宁乡市委党校：理论学习常抓不懈

10月25日凌晨4时许，安乡县畜
牧水产事务中心渔政站接到群众举
报，在安乡县五里河水域，有人使用背
包式电鱼设备进行非法捕捞。接到举
报后，安乡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渔政
站执法人员联合安乡县公安局三岔河
派出所民警立即出动，当场抓获嫌疑
人，查缴渔获物17.28公斤，收缴电捕
鱼工具一套，销毁作业船只一艘。

今年以来，安乡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禁捕工作，制定了“三大包保”措
施：对涉渔人员的“大包保”。各乡
镇、村（社区）干部对所属片区内的涉
渔人员实行摸排，上门宣传国家政策
法规，收缴非法渔具；对有非法捕捞
前科人员实行不定时关注，做到有力
的事前监管。

对外河水域实行“大包保”。县
域内参照防汛责任管理模式，各堤段
禁捕监管落实到人，责任上肩，当出
现非法捕捞情况时，第一时间通知执
法人员现场执法，达到打击一批，威
慑一方的效果。

对县域内渔具店、餐饮店、水产品
经营市场实行“大包保”。全县 32个
部门单位、各乡镇通过加强政策法规
宣传，对渔具店进行清理整顿，对禁止
售卖的渔具予以收缴；对各大小餐饮
店不定期巡查，规范店名、菜单以及清
查鱼、虾等原材料的来源；加大对水产
品经营市场监管力度，严禁售卖河鱼

河鲜，从终端上斩断非法捕捞利益链。
此外，安乡县畜牧水产事务中

心、公安、海事、市监等部门相关职能
科室组成了联合执法队，参照公安处
警模式，实行 24 小时值班备勤制
度。依托乡镇、派出所建立联动机
制，依靠强大的执法网络和执法队
伍，确保打击非法捕捞的及时性、公
正性。

“三大包保”举措，使安乡县境内
护渔禁捕工作全覆盖，营造出了禁捕
护渔风清气正的好氛围。“我们现在
跟渔民建立的是‘新型渔民关系’，跟
非法捕捞人员交朋友，请接受处理人
员吃工作餐，让他们从思想上认识到
国家禁捕退捕政策的重要性。”安乡
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渔政站负责人
刘启璋介绍，全县组建了一支由 28
名曾经的捕鱼人员组成的“护渔员”
队伍，通过思想教育，28 名捕鱼人变
成了护渔人，成为了安乡县禁捕护渔
的有生力量。

今年以来，该县联合执法队共查
处非法捕捞行为38起，刑拘13人，移
送法院 7 人，已判刑 4 人，行政处罚
11 人，没收违规渔船 13 艘、钓具 60
套，清理销毁网具8000套，全县非法
捕捞的信访案件呈逐年减少向好发
展，切实保护好渔业资源和水生态环
境，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水韵安
乡的美好景象。 （车德红）

安乡县：“三大包保”举措营造禁捕好氛围

近年来，常德财经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筹）紧扣教育教学中心，坚持党
建引领，服务家长学生、服务教师、服
务地方经济，打造特色支部，发挥了
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实 施“ 精 准 帮 扶 ”德 育 助 学 工
程。组织开展“百名党员教师联系千
名学生”帮教活动，全院 200 余名党
员教师与近 1000 名学生结对，实行
精准帮扶教育，开展谈心谈话、走访
活动，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心理、学习
等问题。2020 年党员教师杨鸿平因
帮扶德育工作突出被评为首届“湖南
中职学校最美班主任”。

依托“支部建在专业系部上”机
制，推行“双带头人”人才培育工程。
把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培养为党支部

书记，把优秀的党支部书记培育成学
科带头人，开展各项比武活动，打造
过硬教师队伍。2020年有18人获省
级教师教学能力等大赛一等奖，五个
省级优秀专业教学团队，5 名市级德
育标兵和优秀青年教师，一个市级工
人先锋号团队，一个市级翦伯赞教育
优秀团队。

坚持校企合作，服务地方经济。
2020年1月8日，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联合办学协议》，成立“中联
产业学院”，充分发挥学校专业优势和
公司的行业优势服务企业和地方经济
建设。近两年来，毕业生进入本地企业
就业628人，占就业人数的70%，其中
近百人成为了企业骨干，为常德市工业
强市提供了人才支持。 （陈章锋）

立足“三个服务”打造战斗堡垒

11 月 18 日，娄底召开决胜污染
防治攻坚战新闻发布会，市生态环境
局局长陈惠明作新闻发布。以污染
防治攻坚战为统领，娄底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强化环境执法监
督，着力抓好“夏季攻势”以及中央、
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任务的落
实，取得了良好成效。

今年以来，娄底空气质量继续大
幅提升，全市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向
好，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
2020 年度污染防治攻坚战任务基本
完成。10 月 22 日，全省污染防治攻
坚战“夏季攻势”点评会议通报娄底
市总体任务完成率暂列全省第三。
1-10月，全市纳入考核的14个国、省

控地表水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
类标准，其中达到Ⅱ类的 13 个，达到
Ⅲ类的 1 个，7 个县级以上城市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全部达标；与去年同
期比，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97.7%，高于目标值（88.0%）9.7 个百
分比，达到了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城市。

“十三五”以来，以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为核心，娄底通过强力推进中央
和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纵深推进污
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推进锡矿山区域
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战，加强生态环境
监管执法，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上
持续改善，环境安全稳步巩固。

（邹娜妮 曾跃峰）

娄底市：
汇聚决胜能量，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李 玮 王柯沣
11月18日，笔者驱车，一路沿着酉

水河畔，穿越郁郁葱葱的山林，来到掩
映在山水之间的古丈县石门寨村。

抬眼望去，四条总长为 6200 米的
水渠，绕村环行，为村组农田提供了灌
溉水源；田边道路已经全面硬化，平坦
干净；600 米石板路，修到石门寨各个
村组，这就是如今的石门寨村。

回想起当年石门寨村的情景时，驻
村第一书记苏各感慨道:“过去的村子，
只能用脏、乱、差来形容，没有路，到处
都是牛栏、猪圈。”石门寨村变了，今天
的石门寨，再也看不到昨日的破败，目
之所及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驻村工作队来之前，村里没路没
灯，工作队帮助修了石板路，装上太阳能
路灯。”村民向光国对着笔者比划。

2015 年驻村工作队刚入驻石门寨
村时，映入所有人眼帘的是非常杂乱的
人居环境，房屋破旧，既挡不了风，也遮
不了雨，村里灯光昏暗，晚上出行十分
不便，交通设施落后，农田道路完全没
有硬化，石门寨真的太穷了。

改善人居环境，是驻村工作队凝聚
人心迈出的第一步，截至目前，完成危
房改造 71户。看到生存环境得到极大

改善，村民对工作队有了信心，对未来
有了期待。

如何让村民们脱离贫困，成为接
下来要解决的根本问题，首先需要摸
清石门寨村的“家底”。驻村工作队经
过实地调查摸底，确定了“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的发展理念。石门寨村的

“家底”就是原生态环境，依靠天然环
境发展原生态产品，走出一条因地制
宜的致富路。

漫山遍野的山花野果，是大自然赐
予的天然养蜂环境，可以好好开发利
用。2015年5月，驻村工作队借助镇政
府的力量和支持，一户户走访，一家家
宣传，鼓励全镇村民养殖蜂蜜。为了激
励养蜂农户的热情，古丈县提供蜂桶补
贴，并出资邀请技术人员提供生态蜂蜜
养殖培训。

在驻村工作队以及政府的帮扶下，

养蜂产业带头人李祥和蜂农获取到了
资金和养蜂用地，随之，高望界生态蜂
蜜合作社成立了，初始有 20 名村民入
社。合作社将负责收购全镇的蜂蜜，从
养蜂到收蜜，从提供资金帮扶到出台政
策支持，村民的养蜂积极性得到了极大
鼓舞。蜂蜜进行加工、罐装，通过实体
店、网商，线上线下销售，第一年卖出
1000桶，收入近10万元。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培养出一个
能人，成熟了一个产业，石门寨赢得了
第一个品牌——高望界生态蜂蜜。今
天的石门寨村，路也通了，灯也亮了，又
有了可靠的产业，村民的腰包不再干
瘪，石门寨村不再贫穷。

2018 年，从四川学习回来的考察
团，在另一位产业能手鲁良的带动下，把
羊肚菌养殖技术引入村寨，成就了石门
寨村第二个支柱产业。“艺高人胆大”的

村民鲁良，当年便在村内流转了30亩土
地种植羊肚菌，丰厚的收获成就了“第一
个吃螃蟹”的鲁良，成为石门寨村羊肚菌
种植带头人。第一批羊肚菌产出1万多
斤，看到高达80万元的收益时，村民再
也按捺不住，纷纷撸起袖子干。

向秀梅满足地对记者笑道，“现在
能在合作社种羊肚菌，守着家门口，一
天150块，还能照顾老人。多亏驻村工
作队带来的好日子！”

随着村民不断加入，石门寨村羊肚
菌种植面积扩大到了 153亩，羊肚菌产
业日益壮大起来，第二个产业品牌——
高望界生态羊肚菌诞生了。

石门寨村共有 241 户 792 人，其中
建档立卡户58户227人。2017年实现
整村脱贫。截至目前，所有建档立卡户
也已全部脱贫。如今的石门寨村正在
奔小康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石门寨村的新生活
——湘西州人大常委会驻古丈县石门寨村工作队帮扶纪实

——醴陵市加快住房和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本文图片均由醴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

11 月 17 日上午，潇湘技师学院中
文系汉语言专业 82 级优秀校友、羊城
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李时平会同政协广东省原常委、中
共韶关市委原书记冯灼锋，第十二届湖
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南日报社原总
编辑董岳林等人一行返回母校考察交
流。院党委书记黄冰，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唐海君以及全体在家领导班子陪
同调研。

座谈会上，党委书记黄冰代表学
院党委和近 6000 名师生对李时平一

行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院党委副
书记、院长唐海君介绍了学院发展情
况。随后，观看了学院宣传片和 11 月
6 日该院机电工程系师生接受中央电
视台新闻联播采访的视频。学院的发
展和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李时平校

友、冯灼锋书记等嘉宾的充分肯定和
一致赞扬。

李时平表示，回到母校非常高兴，
学院的发展变化非常大，希望学院能
朝着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前进，希望师
弟师妹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

浪推前浪。
李时平一行还参观了学院校园，先

后参观考察了汽修、烹饪、服装、机电等
实训场地以及图书馆总控室，详细了解
实训场地建设、实训设备及学院人才培
养情况等。 （蒋雨汐）

羊城报业传媒集团前来考察交流
潇湘技师学院（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