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开展“五进五帮”专项工作以来，中国石化常德石油分
公司持续以“补短板、破瓶颈”为主抓任务，通过紧盯“短板指
标清单”，多措并举、逐项落实整改，确保经营提升有目标、决
策落实有依据、“强市攻坚”上台阶。

加速处置“低效站”，置换“新站”促网建。中国石化常德
石油分公司紧抓政府土地征收契机，积极置换建站土地;通过
充分利用中国石化央企品牌优势，推动建设新零售网络，助力
网建优化升级。

定点突破社会站，“他有我营”增零售。为提升零售量同
比增幅，中国石化常德石油分公司以“任务分解到县、地毯摸
排到站”为主要提升措施，全力加大“他有我营”站的开发和管
理;通过灵活运用“一站一策”，针对有销量、有潜力的社会加油
站进行定点突破。

“洗车网点”广覆盖，有效引流抢市场。结合汽油市场具
有区域性的特点，中国石化常德石油分公司通过深入的市场
调查，以直属第三加油站拉开“免费洗车”活动序幕，不仅客户
的消费体验感得到提升，更直接带动活动站点月均轻油零售
增量约 40吨。截至目前，该分公司成功发展洗车网点 27座，
超额达成提升目标，有效助力其“引车进站”、抢占市场、提升
机出零售销量。 （黄 景）

中国石化常德石油分公司：

多措并举补短板 攻坚创效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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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记者 龚雅丽 通
讯员 刘再丽 廖鹤松）12月13日，涟源市龙琅
高速公路项目梓芳冲和梅塘特大桥路段，3.3
公里桥面施工进入收尾阶段。“项目进度比原
计划提前了半年。涟源以工作成效倒逼作风建
设，领导班子靠前指挥，优化了施工环境。”项
目党支部书记冯兆泉介绍。

8月以来，涟源市开展党员干部作风集中
整治行动，瞄准群众“急难愁盼”，推行工作目
标任务清单式管理，以问题导向促进工作作

风整改，取得明显成效。
“摄像头装到家门口，晚上还有巡逻队

巡查，非常踏实。”桥头河镇桥头河村村民
李颖说。今年，桥头河镇创新推出“群防群
治+网格化管理”，在全镇 52 个村(社区)组
建“娄底红”群防群治巡逻队，进行夜间巡
逻。该镇 219 个网格、896 个微网格还组建
微信群，网格员及时对群里提出的问题进
行处理。

针对群众反映的马路市场占道经营、乱

搭乱建等问题，涟源市按照“一市场一对策”
“摊清、棚清、路畅”要求，倒排工期、挂图作
战。市商粮局牵头，交通等部门配合，乡镇积
极作为，拆除违规搭建棚子 824 个，取缔马
路市场 71个，加速完成市场新建和改扩建任
务，并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确保马路市场不
反弹。

作风整治抓得实，重点工作见成效。11
月 20 日，三一集团长期战略合作伙伴——
湖南三合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涟源娄

底高新区正式投产，从签约到投产仅用 5 个
多月。娄底高新区以三一路机为龙头发展先
进装备制造业，涟源市从抓好作风建设入手
优化园区营商环境，加快产业链延链补链强
链 ，3 年 引 进 项 目 45 个 ，签 约 总 金 额 达
155.02亿元。

涟源市委书记谢学龙说：“我们把干部作
风集中整治作为推动工作的有力抓手，用工
作成效检验作风整治实效，确保高质量完成
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湖南日报12月 16日讯（记者 肖霄）12
月初，新邵县迎光乡大抵村村民彭满容因自
家小狗丢失，怀疑邻居偷盗，引发邻里纠纷。
迎光乡驻村干部张四坚和村老支书王本旺闻
讯前往调解，经实地探察未发现偷盗迹象，打
消了彭满容的疑虑，双方重归于好。

今年来，为做好新时代矛盾纠纷调处工
作，加强基层治理，迎光乡践行“枫桥经验”，
创新工作方法，建立矛盾纠纷调处“四长”工
作机制，规定“一三五七”限时办结，确保纠
纷早化解、矛盾不出乡。辖区自然村发现矛

盾纠纷时，第一天由乡驻村干部（点长）与村
干部及时调处；若 3天内未解决，则由分片领
导（片长）带队参与调处；若片长调处 5 天后
仍未成功，由政法线分管领导（线长）带队介
入；线长介入 7 天后，如还没有达成调解协
议，则上报乡党委会研究，由乡长带队组织
社会治安和应急管理、司法等部门工作人员
进行调处。

“这项机制的好处在于注重抓早、抓小，
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真正做到‘小事不出
组、大事不出村、难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迎光乡党委书记黄义军说。
迎光乡莲塘村和红岩寨村水田灌溉一

直以来共用一个水源。日前，红岩寨村需新
建水厂解决生活用水问题，莲塘村则担心灌
溉用水不够，引发纠纷。在两村干部和片区
负责人多次调解下，村民情绪稳定了，但问
题还未解决。乡政法线分管负责人吴洪友介
入后，继续做村民思想工作，通过调研，寻找
科学依据，保证修建水厂不会影响灌溉，成
功化解纠纷。

今年前 3季度，迎光乡信访及时受理率、

按期办结率、群众满意率、参评率、网信占比
率等均为 100%，10 余起较大矛盾纠纷全部
在乡里解决，无进京非正常上访、无到市赴省
规模集访、无群体性事件和极端恶性事件，社
会整体和谐稳定。

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
讯员 陈君 彭思淳 万科林）12月15日，醴陵
市第五届创新创业总决赛落幕，湖南金锐美
新材料有限公司、湖南凯恩利液压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醴陵分公司从众多企业中脱颖而
出，分别摘得创新、创业桂冠。这次大赛以“创
新创业·逐梦醴陵”为主题，涵盖陶瓷、花炮、
智能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农业等领域。

为充分激发全域“双创”潜能，醴陵市着

力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出台 10 条促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人才新政”涉
及构建创新创业平台、鼓励大学毕业生和返
乡农民工创业、强化高层次人才支撑、支持
引进产业人才等，取得明显成效，先后引进
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 232 名，兑现各类
人才政策奖励 1921 万元，营造出浓厚的创
新创业氛围。

今年，醴陵市又相继推出“柔性引才”、组

建“科技专家服务团”等新举措，引导高端人
才向高端产业聚集。配套“人才绿卡”制度，建
立人才服务体系，畅通导览、政务、医疗、仲裁
等人才进入“绿色通道”。

这次大赛中，金锐美新材料公司以“高
性能金属陶瓷数控刀片及圆棒立铣刀研发
和产业化”项目，夺得创新类一等奖。该公司
总经理刘俊介绍，受益于“人才新政”，公司
增强了自主创新意识，建强了人才科创队

伍，成功研发金属陶瓷新材料及金属陶瓷基
材制备方法，有效提高了新产品的通用性、
加工效率和使用寿命。目前，新产品已签订
单 400万元。

醴陵市“人才新政”激发“双创”潜能，正
快速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新动能，使县域
工业竞争力越来越强。前不久，该市被评为
2020年“中国创新百强县（市）”“中国工业百
强县（市）”。

“人才新政”激发“双创”潜能
醴陵获评“中国创新百强县（市）”“中国工业百强县（市）”

涟源瞄准群众“急难愁盼”，推行目标任务清单式管理

以工作成效检验作风整治实效

新邵迎光乡建立“四长”工作机制

纠纷早化解 矛盾不出乡

“跨省追薪”89万余元
浏阳市人社局“六联”为劳动者维权

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袁彬彬）
辛辛苦苦干到年底却拿不到工资，最令人闹心。近日，浏阳
市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跨省追薪”，让何某等农民工
被拖欠的89万余元工资有了着落。这是该市劳动保障部门
创新“六联”执法模式取得的新成果。

何某等 60 名农民工在浏阳某建设项目务工数月，却
被外地承包方克扣、拖欠工资 89万余元，大伙将情况投诉
至浏阳市人社局。该局劳保监察大队立即派人前往承包方
所在地湖北鄂州进行调查核实，督促承包方尽快支付工
资。承包方承诺“确保春节前将工资支付到位”，何某等农
民工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为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资，浏阳市创新建立了
“媒体联宣、部门联动、步骤联贯、内容联项、整改联力、监
控联防”的“六联”工作模式。“通过发动主流媒体宣传，多
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按照自查、检查、监控步骤，同时附带
对劳动合同、工资发放、劳动条件、社会保险、妇女儿童权
益保障、未成年用工等情况进行检查，切实维护农民工合
法权益。”该市人社局负责人说。

10月15日，浏阳市启动根治欠薪冬季攻坚专项行动。
截至 12 月 3 日，该市劳保监察大队受理投诉举报案 9 件，
为劳动者追回被拖欠的工资205.66万元，欠薪案件办结率
达100%。

汉寿专项督查
护航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12月 16日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童忠平
赵奇志）“每个月除了残疾人补助和低保外，还能享受产业
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12月16日，汉寿县坡头镇纪委督
查组走村入户督查时，该镇福禄村村民梁庭红说。

今年来，汉寿县纪委监委不断加大扶贫领域监督力
度，成立专项督查组，督查脱贫攻坚工作中不作为、慢作
为以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9月以来，坡头镇纪委
开展脱贫摘帽后“四不摘”专项督查，把边缘户、问题户、
易返贫户作为重点走访对象，实地走访、现场核查，问脱
贫成效、查干部作风，对脱贫攻坚中打折扣、搞变通、有令
不行、有禁不止、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问题形成清
单，追责问责。

“除‘四不摘’专项督查外，还探索开展村级巡察、农村
集体资源专项巡察等，持续助力脱贫攻坚。”汉寿县纪委监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县充分利用“互联网+监督”平台，拓
宽日常监督的深度和广度，实现每项扶贫项目有规可依、
每笔扶贫资金动向受到监督。今年来，该县开展脱贫攻坚
专项督查 9次，发现问题 34个，追缴资金 181.1万元，对工
作不力的45名干部进行了问责。

桂阳“三员”联动保道路平安
今年来协助交警查纠交通违法2.5万余起

湖南日报12月 16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李卓
林 宁娟）近日，桂阳县方元镇赶集日，农贸市场人来人往，
交通安全员候利清身穿绿色马甲、肩戴红袖章，像往常一
样在镇区主干道巡逻，引导群众遵守交通法规，劝导交通
不文明现象。

“自从交通安全员上岗后，小贩占道经营、车辆乱摆乱
放等现象不见了。”家住方元镇区居民李知杏说。

去年11月，全省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启动
后，桂阳县坚持城区文明劝导员、镇区交通安全员、村组道
路协管员“三员联动”，维护辖区道路平安。文明劝导员统
一培训集中上岗，主要劝导交通违法行为、开展交通安全
宣传。乡镇安全员和村组协管员以乡镇干部、当地群众为
主，充分发挥他们对当地路线、地域熟悉的优势，更做好采
集交通安全基础信息、排查道路安全隐患、协助交通事故
处理等工作。

目前，桂阳县有文明劝导员、安全员、协管员 800 余
人，今年来协助交警查纠交通违法2.5万余起，开展交通劝
导5.4万余人次，录入农村道路各类基础数据23.5万条，农
村道路交通事故降低21%。

渔民戴恩月有了新营生
湖南日报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陈卫华

12月15日一大早，戴恩月像往常一样，骑着小三轮到
镇上农贸市场卖菜。上午 10 时许，50 公斤蔬菜销售一空，
进账300多元。

今年55岁的戴恩月家住新化县琅塘镇龙湾村，祖祖辈
辈在资江边捕鱼为生。去年下半年，湘资沅澧4条河流干流
开始禁渔。虽然心里支持，老戴还是犯嘀咕：捕了 30 多年
鱼，离开这条日夜奔腾的资江，以后靠什么生活？

没几个月，老戴重拾笑颜。原来，驻龙湾村帮扶工作队
为他量身定制创业计划，帮他承包周边村民闲置土地种植
蔬菜。今年8月，村里还成立了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与‘水上漂’相比，还是岸上的产业靠得住、更长久。”
从“退捕渔民”转身“实体老板”，戴恩月算了笔账：17个蔬
菜大棚，100余亩时令蔬菜，3个月销售额达17万余元。

“为了让退捕渔民顺利转岗就业，我们建立结对帮扶
制度，各乡镇、村党员干部对退捕渔民开展‘一对一’帮
扶。”娄底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袁若宁介绍，全市共有退捕渔
民584人，有就业能力且有就业意愿的411人中，已实现就
业403人，就业率达98.1%。

对一些年纪大、技能单一的渔民，娄底安排一些简单
易上手、对技术和身体条件要求不高的普工、保安、后勤、
巡护员等岗位，帮助他们实现转产转业。目前，全市退捕渔
民就业服务累计开展岗位推荐4104次、职业指导2274次，
提供免费技能培训信息2141次。

既要“渔民乐”，也要“鱼儿欢”。随着渔民逐步上岸，娄
底排查出资江水域涉渔“三无”船舶 1350 艘，现已全部上
岸，渔船渔网回收拆解全部完成。

“水环境改善，也有我们渔民的贡献。现在上岸种菜，
不仅自己脱了贫，还聘用 8名村民在基地务工。”戴恩月对
未来充满信心。

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见习记者
杨永玲 通讯员 邓振斌）“以前，我们村
子没有自来水，喝水要走 1 公里的路去
挑。现在打开水龙头，就有自来水。”近
日，新田县金盆镇光辉村村民骆同春在
厨房一边洗菜，一边对记者说。

原来，为了让村民喝上安全的饮用
水，新田县水利局多方协调沟通、勘测
地下水，终于在村里篮球场附近找到一
处符合条件的水源，打了70米深才打出
水，解决了全村1771人的饮水困难。

新田县属老少边贫山区，也是国

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县内水不成系，
无大型水库、河流，部分村民饮水比较
困难。近年来，该县进行科学规划，开
展饮水扶贫。该县水利部门工作人员
翻山越岭，因地制宜，建好一批集中供
水点，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送进千家
万户。县水利局还与县生态环境局等
相关部门衔接，对农村水源进行水质
检测与严格保护。千吨万人水库，每季

度进行 1 次水样检测；其他水库，分别
在丰水季节与枯水季节各进行 1 次采
样检测。

记者了解到，在脱贫攻坚中，新田
县先后投入资金 3.2 亿多元，建成农村
集中供水工程 216 处，全县 230 个行政
村有 201 个建成自来水工程，受益人口
36.5万人，占全县农村人口87.4%，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7.99万人。

12月16日，长沙市河西藕塘路附近，一台拆楼机正在拆除一栋5层高的楼房，然而现场却没有安排喷淋的抑尘、降尘设备，
导致灰尘飞扬，数十米的范围内白茫茫一片。希望组织施工的单位加强拆除现场环境整治和管理力度，积极采取湿法作业，有效
控制扬尘散漫，以避免对周围环境造成尘埃污染。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图片说事 房屋拆除应做好降尘措施

新田农村36万多人喝上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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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通讯员 蒋
平 记者 杨军）“多亏你们帮忙，我们家
才解决了低保！”12 月 15 日，安化县仙
溪镇大溪村村民刘田保对来访的县纪
委监委督查人员说。

刘田保原是建档立卡贫困户，2015
年脱贫后开了一家小卖部，并和邻居合
种中药材，日子越过越好。没想到今年
查出患淋巴癌，他妻子也前后 3 次动手
术，一家人又陷入困境。县纪委监委工
作人员在 10 月底脱贫攻坚督查中了解

情况后，督促协调有关部门为刘田保申
请低保救助。

今年来，安化县纪委监委紧盯脱
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和脱贫摘帽后

“四不摘”落实情况，充实人员力量，采
取“四不两直”方式走村入户，开展脱
贫攻坚常态化监督检查。对督查中发
现的问题建立台账和问题清单，督促

相关部门对账销号。对整改情况进行
跟踪，对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作风不
扎实、资金监管使用不规范等行为进
行问责。

截至 12 月 10 日，安化县共督查
508批次，发现问题306个，督促整改到
位 298 个；受理举报 26 件，查处问题 48
件，追缴资金372.83万元。

安化开展脱贫攻坚常态化督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