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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下，清澈的溪水穿
村而过；村道两旁，桂花树、柏树
随风摇曳；农家庭院里，干净整洁
……迎着初冬的暖阳，走进娄星
区的各个村庄，一幅“村庄美、产
业强、村民富”的乡村振兴娄星画
卷正泼墨挥就……

美丽乡村，造就美丽环境、带
来美丽经济、改善乡风文明。区
委书记彭健初介绍，近年来，娄底
市娄星区突出“一乡三镇四带五
片多点”总体布局，深入开展“十
百千、比拼创”示范创建活动，创
新推广“三干五零”模式，不断夯
实乡村主体责任、发挥群众主体
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以美丽
公路为基础、美丽河流为主线、美
丽屋场为突破、美丽家园为抓手、
美丽经济为支撑，加快推进全域
美丽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形
成区有带、乡有片、村有点的美丽
乡村建设格局。

2019年，娄星区被列入全省
美丽乡村建设全域推进试点县市
区，获评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先进县市区。

“美丽屋场”提升乡村
“颜值”

“以前这里到处一片黄土，
鸡、鸭四处窜，下雨出门都是泥
巴。现在建了‘美丽屋场’，路宽
敞洁净了，处处都有花卉苗木，看
着让人心情舒畅、生活愉悦。”万
宝镇东冲村杨家组村民郭春花聊
起家门口的变化，笑开了怀。她
说，搭帮美丽屋场的建设，她还在
家门口的文旅基地上起了班，每
月都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

今年 6月，在全区开展“十百
千、比拼创”示范创建活动的推动
下，东冲村动员村民积极参与，采
取以“群众自筹+上级奖补+企业
共建”的模式，建设杨家美丽屋
场，对全屋场人居环境、生态环境
进行综合整治，拆除“空心房”、改
造厕所、绿化公共区域。同时，依
托爱乐行青少年文旅基地，制定

《杨家美丽屋场规划设计》，将石
砾地、废弃地、荒土地利用起来，
发展乡村文旅产业。万宝镇党委
书记颜志辉介绍，通过建设美丽
屋场，现在村里人居环境有效改
善，文旅产业得以发展，村民幸福
指数日益攀升。

像这样从昔日“脏乱差”一举
变成“洁净美”的村庄，在娄星区
比比皆是。

2019年以来，娄星区以美丽
屋场为突破口，建设美丽乡村示
范村，在区、乡、村三级层面搭建

“十百千、比拼创”示范创建平台，
通过比整体水平、比精品亮点、比
机制创新，激发乡村内生动力，营
造争先创优、全民动员的浓厚氛
围，走出一条政府搭台、群众参
与、村镇唱戏的美丽屋场建设之
路。

建设过程中，娄星区发动群
众自己拆，党员干部带头拆，组织
力量帮助拆，全面推进“空心房”
整治；坚持因地制宜、因户施策，
采取定建设标准但不定建设模
式，定施工组织方式但不定承包
方式，定政府奖补标准但不定农
户出资标准的“三定三不定”方
式，分类推进农村户厕改造；以定
方案、定树种、定规格、定价格、定
时间，包土地平整、包苗木栽植、
包苗木成活、包栽后管护的“五定
四包”模式，联村建绿；建立“户分
类—村收集—镇转运—区回收—
市处理”的新模式，全面启动垃圾
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大力推
进城乡供水一体化，保障农村饮
水安全。

截至 2020 年 10 月，娄星区
已创建美丽乡村示范村13个、美
丽屋场示范片48个、美丽庭院示
范户210户。

沃野生金 绽放“美丽经济”

建设美丽乡村，不仅要让乡
村美起来，还要让村民富起来。

11月18日，在杉山镇集云村
的蔬果基地，农户们分组采摘菜
心、小白菜等时令蔬菜，并打包装
箱，准备发往城区超市、学校食
堂。据统计，现在基地每天的蔬
菜订单量达2吨。该村党总支部
书记胡楚军说，蔬果基地流转土
地210余亩，主要种植、销售生态
蔬果及种苗培育，采取“公司+基
地+农户”的模式，带动18户农户
增收致富。

没有好的产业支撑，美丽乡
村建设就缺乏生命力。娄星区以
实施三个“百千万”工程和“六大
强农”行动为抓手，突出“产地生
态、产品绿色、产业融合、产出高
效”发展理念，加快农村一二三产
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设施农业、
高效农业、精细农业、休闲农业、
绿色农业。

“万乐村的湘村万乐电商平
台，带动千户农户发展农业产业；
花溪村的 600 亩玫瑰产业园，成
为城郊的‘打卡’景点……”杉山
镇党委书记童文泉介绍，该镇以
美丽乡村建设为总抓手，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凝聚各方力量，深耕
本土元素，做大做强农业产业，打
造一村一品、一村一景，形成环境
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秀美风
貌。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已
成为全区各村镇建设美丽乡村的
头等大事。双江乡坪底村，通过
整村流转土地，大力发展辣椒和
经果林产业，村集体经济收入今
年有望突破50万元；石井镇水口
村，富通枇杷基地年产值近 200
万元，带动上百人增收；水洞底镇
撑田村，千亩水稻种植基地在去
年为全村人均创收达 13000 元
……

目前，全区国家级龙头企业
2 家、省级龙头企业 6 家，省级特
色产业园达 4 家，工商注册的农
民专业合作社 354 家，登记备案
家庭农场16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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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钧 何庆辉 唐志卓
去年11月以来，安仁县积极深入贯彻

落实省、市关于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
治工作的总体部署，围绕“人、车、路、企、
政”等7大类15项交通问题顽瘴痼疾，先后
组织开展了“两战一风暴”“百日攻坚”“清
零行动”等集中整治攻坚战，取得良好的成
效，基本实现了“降事故、保安全、保畅通”
总体目标。在郴州市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
中整治工作月考核中多次排名领先。

截至目前，该县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
全生产责任事故，全县交通事故起数、死
亡人数、受伤人数、经济损失四项基本指
数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6.31% 、19.16% 、
16.45%、26.54%。

强化组织领导，推进源头整治

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伊始，安
仁县委、县政府及时成立以县长任组长，
相关县委常委、副县长任副组长，16 个县
直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安仁县交通
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领导小组。整治
办下设交通违法行为整治组、交通安全源
头整治组、马路市场整治组等专门整治行
动组开展工作。

11 月 7 日凌晨，安仁县治超办主任曹
小聪带领县公路养护中心、县治超办等执
法人员近20人，在该县承坪段开展夜查行
动，当天共查获超限超载车辆9台。

“‘白天睡大觉，晚上忙超载’，曾是货
车司机的工作常态。”曹小聪介绍，为此该县
成立两个流动巡查队，设置两个固定检测
站、建立两套闯禁抓拍系统和两套不停车
超限检测系统，实现重点治超路段全覆盖，
形成全天候执法检查的高压态势，依法严
查超限超载行为。截至目前，累计出动治
超执法人员13000多人次，共检测车辆38
万余台次，查处超限超载车辆372辆。全县
超限超载率始终保持在0.1%以内。

安仁县良好的治超成效在于坚持源
头治理，对县内所有重点货物源头企业和
重要货运单位全部建档立册、建章立制，
每个企业配备一名监管责任人，每月召开
一次安全培训会议，每周开展两次专项巡
查。同时，在货运源头单位安装固定磅秤
和自动计量设备，对出场车辆进行过磅并
提供电子磅单，目前正抓紧安装县级治超
平台及货运源头视频监控系统。

该县还积极探索区域联动管控模式，
计划召集毗邻的耒阳市、攸县等8个县市，
协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打造共治共建共
享新格局。

治超源头治理只是安仁县推进交通
安全源头整治的一个缩影。为推进交通
安全源头整治，该县主要负责人多次到相

关单位调研并深入一线指导，分管负责人
多次督导，协调推进源头整治工作。交通
安全源头整治组通过制定并印发《交通安
全源头整治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实施
方案》，进一步明确各单位、各乡镇的具体
工作目标、任务和要求，做到有的放矢。

在客运源头治理方面，该县为公交车
等安装驾驶室隔离护栏，为“两客”车辆全
部安装主动安全防范终端，坚持平台动态
监控、企业定期巡查、路面常态稽查相结
合，严厉打击人为关闭、损毁监控终端和
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对校车运行全程
监控，并多次开展校车隐患排查、行驶线
路勘查，确保校车安全管理、零事故。在
客运站坚决落实“三不进站、七不出站”等
安全举措，确保旅客安全。

同时，该县还对道路事故风险路段、
道路养护管理、道路设计施工缺陷、新改
建道路、占道堆物、违章建筑等道路安全
隐患，进行排查并及时整改到位。目前，
累计排查整改隐患319处。

“啃下硬骨头”，彻底整治到位

“以前这个路上摆满了摊子，交通阻
塞严重，老人小孩过马路也不安全，现在
整治后，路变宽了，交通也畅通了。”11 月
18日，安仁县永乐江镇安康村村民周珍莲
谈起村边马路的变化甚是高兴。

安康村紧邻S212省道，该路段占道经
营、摊位无序摆放等乱象丛生，尤其是遇
到赶集日、节假日，人流量骤增，交通阻塞
严重，交通安全隐患较大。

为彻底整治安康村“马路市场”，消除
交通安全隐患。今年 4 月，安仁县根据堵
疏结合原则，经过县、镇相关负责人多次
调研查勘，在相关责任单位的协调配合
下，在位于S212省道与村道交接处的一栋
200 余平方米民房内设置安康村“生活小
超市”，让商贩们全部免费进驻。同时，在

村道边规划了临时停车坪，规范车辆停
放，确保道路交通畅通。

为巩固安康村“马路市场”整治效果，
永乐江镇持续加大整治力度，成立专门的
整治小组，采取教育引导与严格执法相结
合，重点整治流动摊点、占道经营、违搭违
建、车辆乱停乱放等违法违规行为。并通
过村村响广播、发放宣传单、悬挂横幅标
语、电子屏幕滚动播放、微信群等广泛宣
传，强化群众交通安全意识。

一直以来，马路市场是交通问题顽瘴
痼疾的“硬骨头”之一。然而，安仁县通过
堵疏结合，拆除取缔一批、新建盘活一批、
维修改造一批来规范市场，消除道路交通
安全隐患。启动治理以来，共拆除取缔乱
搭乱建、乱停乱靠、占道经营的摊位和厂
棚 500 余处，盘活闲置多年的福城花园农
贸市场，提质改造红太阳商贸城，划行归
市永乐江、安平、金紫仙、华王、竹山等5个
乡镇的原马路市场。

安仁县素有“八县通衢”之称。截至
10 月底，全县农村公路总里程达 2689 公
里，摩托车、电动车保有量分别为 6 万余
辆、3万余辆，其上路行驶带来的安全隐患
不容小视。

为此，该县对摩托车、电动车安全行
驶进行重点整治，实施“拆伞送盔”活动、

“禁装禁停禁行”行动等。目前，共查扣
“鬼火”摩托车、炸街摩托车 30 余台，查处
摩托车、电动车驾驶员不戴安全头盔 630
余起，收缴摩托车、电动车遮阳伞 13000
余把，赠送安全头盔 8300 多顶，完成电动
车上牌9500余台。

为切实根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安仁
县还严格按照“一单四制”工作要求，对摸
排出的问题，实行“责任清单、问题清单、
整改清单”三张清单管理，对标对表，限期
整改，逐一销号，确保交通有序、安全、畅
通。

建“四好农村路”，群众安居乐业

走进安仁县山塘村，宽阔的马路、整
齐的路灯映入眼帘，城乡公交车在村里穿
梭，村民“出门水泥路，抬脚上公交”。

去年，安仁县成功创建全国“四好农
村路”示范县。今年10月29日，全省高质
量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现场会在安仁
县召开。一连串的荣誉见证了安仁“四好
农村路”建设成效。

“四好农村路”即建好、管好、护好、
运营好农村公路。2018 年来，安仁县以

“四好”要求为总抓手，建立党委政府主
导、部门配合，县乡村三级联动工作机
制，高位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并采取
一月一通报、一季一调度，确保第一时间
化解困难和问题。该县还建立了“路长
制”管理机制和县乡村三级责任体系，出
台创建“四好农村路”示范县的系列制
度，并通过制作专题片、张贴标语、制定

《村规民约》等广泛宣传，营造了良好的
社会氛围。

近年来，安仁县通过整合涉农资金、
地方财政投入等，开展交通扶贫、县乡通
道升级、干线动脉疏通“三大攻坚”活动，
累计投入近 10 亿元用于农村公路、干线、
桥梁、站场、安防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其
中新改建农村公路900余公里。全县162
个村全部铺上了宽 3.5 米以上的水泥路，
建制村通畅率达 100%，25 户 100 人以上
自然村寨通畅率100%。

该县还投入 4470 万元用于农村公路
养护，进一步改善农村出行环境。全县农
村公路管养实行规范化、市场化、标准化
管理，建立“县道县管、乡道乡管、村道村
管”责任体系，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
将农村公路养护推向社会，按照“有路必
养、养必到位”要求，全县农村公路列养率
达100%。

安仁县还按照“一县一公司、公车公
营、统筹规划、乡村全通、价格惠民”经营
模式，投放公交车 143 台，开通城市、城乡
及乡镇公交班线、城际公交线路，全县乡
村公交通达率 100%，在郴州市率先实现

“村村通公交”，让群众出行和农产品外销
更加便捷，受惠群众达40多万人。

此外，该县把“四好农村路”建设与乡
村振兴紧密结合，通过对境内各主路、景
区公路合理配置植物，提升道路绿化品
质。各乡（镇）村因路制宜，打造“十里银
杏路”“十里桃花路”等，形成了“一路一
品、一路一景”示范公路。该县山塘村被
评为全国美丽休闲乡村，高陂村、桥石村
分别被评为省市美丽乡村。

安仁便利的交通激活了乡村经济，带
动农村客运、物流、电商及乡村旅游发展，
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2019
年全县接待游客逾 400 万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大幅增至近30亿元。

同时，该县内通外联的“四好农村公
路”也推动了产业发展，吸引了湘粮板业、
三一重工、湘众药业、兴达物流等大批现
代化企业落户安仁。2019年，全县实现工
业总产值85.5亿元，比上年增长6.4%。

铺就平安幸福路
——安仁县开展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纪实

近日，在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驻市
政务服务中心窗口，虽然已是晚上，工作
人员仍在紧张的工作，为外资企业广东省
拱北口岸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办理变更股东业务。因该公司业务需
要，外方股东要回国，急需办理变更手续，
该公司负责人在广东与该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办事窗口电话联系咨询，窗口工作人
员详细讲解办事流程，通过微信将示范文
本等相关资料发给企业，并按公司需求，
主动提供预约服务、延时服务。该公司负
责人从广东开车赶到永州时已经是晚上，
窗口工作人员加班加点为该公司办好了
相关手续，公司负责人得以连夜赶回广
东。

去年以来，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紧
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深入开展文明单位
创建工作，坚持用精神文明建设这个品牌
滋润人心，带动工作，促进工作，干部职工
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各项工作都取得了
突出成效。

文明创建能否巩固发展，领导班子建
设是关键。该局建立完善了领导决策、班
子建设、业务管理、日常行政管理等 38项
管理制度，做到有章可循，适应单位建设
的实际。打铁还需自身硬，该局把干部职
工全面发展作为单位文明创建的出发点、
落脚点，局主要领导大范围开展干部谈心
谈话 256 人次，以解放思想促真抓实干。
在驻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全面推行“一站

式”服务、“一窗式”办理，主动提供延时服
务、预约服务、在线辅导和远程协助等便
民服务。

文明创建效果好不好，群众是否受益
是检验标准。在商事制度改革工作方面，
该局在全省率先推行“最多跑一次”“一件
事一次办”改革和食品药品经营“证照合
一”改革试点，为全国提供可复制推广的
工作经验和样板。在知识产权工作方面，
上半年，该市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发
明专利申请量三项指标增长率排名全省
第一。在食品安全工作方面，该市用“互
联网＋明厨亮灶”的方式让消费者可以通
过手机和电子屏幕了解酒店和餐饮店的
后厨卫生和加工流程，让消费者明白放心

消费。
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系列创

新举措得到了办事群众一致好评和上级
部门的高度肯定。

全省 2019 年度市场监管公众满意
度调查 4 个一级指标、18 个二级指标，永
州得分均列第一；

全省“群众食品安全满意度”调查，永
州2014年至2019年连续六年排名第一；

2019年7月，被省文明委认定为省文
明单位；

2019 年 12 月，该局行政审批科被国
家人社部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授予“全国
市场监管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两年来，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
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为做好市场监管工作
注入了无穷动力，为永州市场监管改革发
展开创乘风破浪的崭新局面，为永州经济
建设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为社会精神文明
建设增光添彩。

（蒋 茜 蒋振飞 邹朝阳）

凝聚文明力量 深化文明创建
——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开展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日前，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
从海南省海口市举行的第五届中
国森林康养发展大会上，捧回了
由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授予的

“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乡
镇”匾牌，为该乡发展森林康养和
休闲旅游注入了强心剂。

该乡地处都庞岭南麓，境内
自然风光优美、风土人情独特，
建有大泊水瀑布、小古源漂流、
天女散花瀑布群等数十处景区
景点，有“瑶族古都”的美誉，并
先后获评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
森林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区、国
家 AAA 级旅游景区。近年来，
该乡通过“景区带村”，发动群众
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延伸旅游链
条，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
体、行业尽责显能”发展机制。
旅 游 业 态 不 断 完 备 ，带 动 近
5000 人参与文旅相关产业，建

成千亩以上的特色农产品基地
10 个，全乡 6 个贫困村全部实现
脱 贫 摘 帽 ，贫 困 发 生 率 下 降 到
0.27%。去年，该乡旅游接待人
数达 45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达 3 亿元。

森林康养是我国林业改革、
林 业 创 新 、林 业 发 展 的 有 效 方
式。该乡充分利用森林资源质量
本底好、交通便利以及具有较好
的经营能力和康养条件的优势，
加强水电路讯和停车场、旅游厕
所、餐饮接待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改造，加快推进盘王殿和瑶族风
情街等旅游项目的落地，大力发
展森林康养和休闲旅游相结合的
多形式、多样化的旅游产业，以

“森林康养”的方式将绿水青山变
为“金山银山”，推动群众绿色增
收致富奔小康。

（任泽旺 肖世杰）

今年以来，永州市冷水滩区积极发动
全区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开展创建工作，精
心打造活龙井、通化街等10个示范社区，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33项
指标全部达标，顺利完成省文明指数测
评，实现基层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省文
明指数测评91.21分，全省3个市州，永州
市排第一，创信工作、“创禁毒市”工作排
名全市前列。

这是该区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突出基层组织、基础工作、基本
能力“三基建设”，全面提升全区党建工作
质量的一个缩影。

为深化“党建+”融合思维，把“党建+”
的思路、理念、办法落实到基层组织建设
各个方面，该区突出以党建促发展、优服
务、强治理。突出党建引领发展“关键
点”。深化政治建设考察，完成20个乡镇
街道和 70 个区直正科级单位的政治考
察，对全区2017年以来省委、市委巡视巡
察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回头看”，启动
八届区委第十轮巡察工作，全区政治巡察
覆盖率达 80%。建立“1+1+N”和“五个
一”工作机制，对26个重点村进行重点帮
扶。注重在脱贫攻坚一线考察识别干部，
发现优秀乡镇党委书记8名、区直部门负

责人5名、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长、第一书记
4名、村党组织书记、村主任5名。疫情防
控期间，从区直机关单位选派 53 名副科
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派驻到 77 家企业
担任驻企联络员，为复工复产的 59 家企
业、5162名从业人员提供服务。优化基层
服务“着力点”。下放服务事项119项，打
造了蔡市镇邓家铺村等 11 个村级示范
点，以点带面推动全区203个村（社区）全
部实现基层公共服务（一门式）全覆盖。
全区 20 个乡镇（街道）党校全部挂牌授
课，储备28名区级优秀专兼职教师和180
名乡镇（街道）兼职教师，组织培训 122

次，开设课程 287 节，培训学员 6500 余
人。落实乡镇街道干部待遇高于区直单
位同级干部 10%，出台《冷水滩区城市社
区专职工作者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建
立社区干部岗位等级序列和完善基本社
会保险制度。突出强化基层治理“落脚
点”。融合政法、民政、住建、卫健等网格
建设服务型党组织，全区 324 个城区网
格、687个农村网格均实现“多网合一”和
地域无缝覆盖。对 203 名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实行区委组织部备案管理，对 414
名年轻村级后备力量进行建库管理，劝退
或免职9名不称职不胜任村干部，调整不
合格党组织书记15名。推进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和法治乡村建设，创新推行“1+5+
N”矛盾多元化解机制，打造了“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仁山村。采取“公司+合作
社+农户”等形式，构建科学长效的利益联
结机制，打造了岚角山街道飞跃村等 29
个“三变”改革试点。（唐东升 蒋 辉）

党建融合强引领 凝心聚力促发展
——永州市冷水滩区以党建促发展、优服务、强治理提升全区党建质量

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

公路路面病害处治。 （图片由安仁县交通运输局提供）

成为“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乡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