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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福芳 黄紫微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大事、难事十分集中；防疫、经济、民

生，件件需要保障；发展一分钟也不能
停，如何破？“唯有撸起袖子加油干，奋勇
直追，踏浪而行。”这是长沙市天心区南
托街道干群给出的实践答案。

今年，南托街道在天心区委区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发挥“越是艰险越向
前的精神”，在经济发展的主战场排难而
进，在社会治理的第一线砥砺前行，在城
乡融合的最前沿务实担当，多措并举打
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精准扶贫攻坚战、
经济保卫战、拆迁攻坚战、蓝天保卫战”
五大攻坚战，魅力南托的成色更足、底色
更亮。

迎战！防疫、经济两手抓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面
对地域广、排查难、管控难、隔离难等重
压重担，南托街道主动承担两个区级疑
似病例集中隔离点保障工作，始终保持
新冠肺炎零确诊零疑似。

在具体举措上，紧抓群防群控，用
好社会宣传“五个阵地”，制作南托志愿
者“土味”视频 2期、音频 5个，增强了辖
区群众的防控意识；在农村地区发动党

员、“三长”、志愿者“三支队伍”，实行村
组包片管控；城区 22 个物业小区把好
岗亭、摸排、管控“三道关”；9 个农安、
开放式小区卡住出租房、小作坊、破产
企业宿舍“三死角”，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组织和动员辖区志愿者、退
役军人等各方力量，扎紧扎牢联防联
控、群防群治篱笆。

今年 2 月复工复产后，推出企业复
产“四人小组”，针对不同规模的企业经
营户进行分类指导、点对点帮扶，帮助
102 家企业、项目和 384 家五小门店复
工，为 20家“四上”企业、31家小微企业
购买防疫综合保险。

随后，紧盯重点难点快干实干，荣获
全 区“ 双 过 半 ”竞 赛 活 动 优 胜 单 位 。
2020 年，累计完成市区级税收 2.75 亿
元，完成率122.42%；新引进预计税收百
万元企业 3家，引进亿元项目 3个，三类
五百强企业 1家，新增“四上”单位 7家；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导向，进企业、进项目
现场，深入了解企业经营情况，把企业诉

求反映上来，整合资源帮助企业解痛点、
疏难点，走访企业 124 家，解决问题 42
个，净增长市场主体 1017 个，为企业解
决金融贷款 1000 余万元，让营商环境
更舒心，让市场主体有信心。

攻坚！项目建设蹄疾步稳

前不久，南托街道项目攻坚再传捷
报：圭白路东延线、南四线、芙蓉兴盛整
合用地 3 个项目实现签约清零，腾地
100 余亩；福中福 337 亩土地“两费”清
零；牛角塘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项
目基本实现清零，腾地1100亩……

今年下半年，南托街道以天心区
“重点项目攻坚”为抓手，狠抓落实，街
道在全区重大项目攻坚行动中连续 3
个月蝉联优胜单位。今年共铺排重大
拆迁项目 12 个，长沙市一中城南中学
项目、冠达·新天地、芙蓉兴盛等项目在
集中攻坚中实现短时间签约清零，107
城市化改造项目全面完成腾地倒房，二
标段建设正在加快推进，芙蓉路快速化

改造项目已实现主体通车。同时，加大
项目的挖掘力度，中驰车福、湖南省第
三测绘院等 4 个新基建项目正在加快
建设中。

在乡村，以乡村振兴“百日攻坚”为
抓手，重点改善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
逐村、逐组、逐片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完
成耕地棚屋整治 138 处，完成农村改厕
230 座，完成小水利建设项目 9个、乡村
振兴项目 2 个，成功创建滨洲新村小微
水体市级示范片，沿江村尧塘屋场、滨洲
新村白马塘屋场创建为市级五星美丽屋
场，沿江村获评湖南省人居环境变化最
大村。

保障！民生福祉持续推进

“细罗娭毑您好，我是尧塘网格的管
家文彬咧，我来登记一下您的家庭信息，
再看看您家的液化气是不是要换了。”

“张总早上好，我是滕泰家园党小组长谭
卓，听说你这段时间工地上事多，你转组
织关系的事可以电话或是微信咨询

我。”……在南托街道，“南托红网”里到
处活动着网格管家的身影，他们下沉网
格走村入户、解疑答惑、扶贫帮困。

近年来，南托街道结合各社区、村实
际情况，按照300户、1000人的标准，科
学划分了 10 个大网格，35个子网格，选
优配强了网格党组织负责人，以及网格
管家、网格治理指导员，织就了一张红色
党建引领的“南托红网”。这张网实现了
街域范围全覆盖，网格管家每天入网到
岗接待服务群众，实现了网格阵地建在
小区、群众诉求不出小区，便民服务零距
离，极大地提升了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始终把老百姓的冷暖安危放在最重
要的位置，实施“暖南”行动，为特殊人群
提供社会救助、社保医保、特困帮扶等常
态化服务7000余次，发放各类救助金共
计 500 余万元；为 1253 名 80 岁高龄老
人发放补贴 148 万元；推出“暖南”特色
帮扶品牌，开展金秋助学、金牌月嫂、爱
心助农三大行动，充分整合辖区企业、社

会组织等爱心力量，多维度为困难群众
提供个性化帮扶，全街建档立卡贫困户
199户613人如期脱贫。

用力解难事，多次协调上级部门，促
成沿江村、滨洲新村两安留地指标落地；
将惠民资金向群众最急、最盼、最需要的
民生工程上倾斜，实施三城花苑提质改
造、气象佳园提质改造等民生实事项目
14个；协调300多万元资金，仅用3个月
就解决了牛角塘村 8个小组 583户村民
安全饮水难题；完成 31户 D级 C级危房
改造，解决村民安全居住问题。

完善“一门式服务”，让群众办事少
跑腿；成立了康华睦邻综合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并免费开放，家门口的养老更便
利；以南托初心学院为载体，开展了浪漫
初夏采摘节等主题活动 100 余场；组织
辖区干部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系列活动，
广场舞项目更是喜提金奖；开设“邻里星
空剧场”，将《十八洞乡》《我和我的祖国》
等电影送进村（社区），文化惠民在基层
落地生根。

如今，站在“十四五”开局新的起点
上，南托街道如何干？聚心聚力破难
题、精细精美抓治理、群策群力创特色、
用心用情惠民生，抢抓机遇、强化担当，
把“南城门户 魅力南托”这张名片擦得
更亮。

踏浪而行写华章
——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回眸

湖南日报记者 罗徽

12 月 22 日一大早，临武县南强镇
两广村，62岁的邝哑巴像往常一样来到
村集体的菜地，看着一株株新长出的芥
菜苗会心一笑，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往地里浇水、施肥，一天干满8小时
就能拿到80元。

在60岁之前，邝哑巴没想过能这么
轻松地挣着钱。他一出生就不能说话，
家里人给他取了这个不太好听的名字。
也因为不能说话，学习有了障碍，又缺
少一技之长，在外面找不到工作，他成
了贫困户。

邝哑巴有口不能言，心里却清楚，
现在能每天领工资，年底拿分红，一年
有2万多元的收入，全靠村党支部书记
欧爱国帮忙。

近些年，欧爱国组织全村发展种养
产业，把村里的老人、残疾人请来打工，
让他们有稳定收入。

提起欧爱国，全村人都会竖起大拇
指。以前，村里“天晴三天一把刀，下雨
三天一团糟”;如今，村里 60%的人家有
了小汽车。欧爱国从1982年起，先后担
任村会计、村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
修路、引电、引水、引产业，硬是将“花钱
靠借、吃米靠赊”的贫困山村，变成了

“交通便利、四通八达”的幸福家园。
两广村因四面群山环绕，地势如

“锅”，村里各个地方曾经旱的旱、涝的
涝。加上“山路窄得山羊都不愿意走”，
村民种的东西运不出。全村373户1348
人中,有贫困户47户169人，曾被列为省
级贫困村。

“要致富，先修路。”1982年，刚担任
村干部的欧爱国就萌生了这个想法。

“山上全是石头，欧爱国带我们用
炸药炸，用钢钎撬，用锄头挖，手掌磨破
了绕上纱布继续干。”55 岁的村民欧龙
光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欧爱国带领乡亲
们，陆续修通了20多公里通村公路，解
决了大家出行难。

东江、西江自然村地处“锅底”，十
年九涝。而担干岭自然村又居于山头，
十年九旱，人畜饮水都成问题。

2004年，欧爱国和乡亲们一同寻找
水源，铺设输水管道，解决了担干岭人
畜饮水困难。同时，引资打通泄洪道，修
筑防洪渠，解决了东江、西江水涝问题。

“你看这条高1米、宽0.4米的输水
管道，是欧书记带领我们一锹一锹挖出
来的。”村民王团心说道。

现在，两广村还接通了高压电，修
建了 5000 多米灌溉水渠，电信宽带也
装起来了。光伏电站、小水电站先后投
入使用，村集体收入大幅增加。

两广村与广东省连州市大路边镇
相邻。欧爱国鼓励村民走出山窝窝，到
广东去打拼一番。

“要不是欧书记鼓励我们大胆闯，
哪里会有今天的好日子？”村民欧国今
年 35 岁，2008 年欧爱国鼓励他去广东
闯荡。欧国凭借自身努力，一步步从打
工仔变成小老板，目前年收入达 50 万
元。

现在村里80%的劳动力在外务工，
其中贫困群众48人，人均年工资达3万
多元。

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闲置的土地
怎么办？2015 年，欧爱国与驻村帮扶工
作队一起发展规模种养业。

一边整理土地，一边引回经济能人
流转土地，成立种养专业合作社，种植
优质水稻、高山云耳、芥菜，养殖牛、黑
山羊、鸡等。贫困户以土地等入股，并到
合作社务工，既解决了就近就业问题，
年终还有分红。

“集中耕种后，村里产生了近10户
种粮大户，每年在家都有 4 万元至 8 万
元的收入。”欧爱国说。

如今的两广村，村集体年收入由零
发展到10万元以上，村民人均纯收入由
2014 年的 2000 元提高到去年 1.3 万余
元。2018年，两广村脱贫出列；今年，全
村47户贫困户169人全部脱贫。

欧爱国矢志不渝扎根山村38年，默
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将穷山村
建设成一片绿水青山的“金窝窝”。今年
4月，他获评“湖南好人”，9月又获评敬
业奉献类“中国好人”。

扎根38载，穷山村变“金窝窝”
——记临武县南强镇两广村党支部书记欧爱国

每周一星
湖南好人

欧爱国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欧阳倩

在“唠家常”中解“心疙瘩”；党员干
部进网格，“微治理”优势凸显；调解靠
前，纠纷在源头化解……社会治理的好
做法提升了城市温度，增强了居民群众
幸福感，近日，长沙市被中央政法委确
定为全国第一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试点城市。

畅通“说”的渠道

“共享自行车乱停乱放，得要有人
管。”“冬天烤火的人多要加强巡查，注
意防范火灾。”12月21日，冬日的夜晚
带着些寒意。在芙蓉区举办的“东湖夜
话”活动中，几位居民单刀直入对相关
负责人提出意见。

“东湖夜话的成功，在于给老百姓
搭建了一个说话平台。从2014年举办
至今，持续时间之长，从侧面说明该活
动深得民心。”芙蓉区相关负责人说。

为畅通百姓诉求反映渠道，长沙市
搭建各种平台。

说事，年长的人喜欢面对面说。长

沙结合社区提质改造工作，要求腾出地
方打造老百姓议事厅、议事庭院等。一
张桌子，几把椅子，干净整洁，老百姓进
门心里倍感亲切；递上一杯热茶，唠上
几句家常，打开居民群众心门。

年轻人喜欢“线上说”。长沙通过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政府服务网站、
手机微信公众号等，居民群众可“只闻
声不见面”说问题。去年以来，长沙推出

“星城园丁”APP 民众呼声版块，为小
区居民提供不文明、不安全、不健康、不
方便诉求反映渠道。截至目前，累计收
到线索36.7万起，已处理34.2万起，处
理率为94%。

加快“做”的速度

11 月中旬，雨花区东塘街道浦沅
社区发现一处违规雨棚。从反映情况到
核实到完成处置仅3天时间，这依靠的
是雨花区打造的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
平台。

“网格化平台的最大亮点是处置
迅速，实现人在‘格’中走，事在‘网’中
办。”雨花区网格化综合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雨花区打造的网格化综
合服务中心将多个区属部门、13 个街
道（乡镇）囊括进来，网格员一声“哨”
响，将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吹”到了
现场，出主意、想办法，将问题一起解
决好。

有问题找网格员反映、有困难找网
格员解决……如今，“网格员”已成为长
沙基层治理的“热词”。从区（县、市）到
街道社区，从片区到楼栋，长沙“网格”
越织越密。在群防群治、城市管理、交通
消防、安全防范等基层治理工作中，网
格员走街串巷，发现问题。每个网格都
有微信群和信息群，各负其责，点片联
动，形成机制。尤其是在今年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中，长沙网格员收集信息、参
与巡查、迅速反映情况，发挥了重要作
用。

掐掉“闹”的苗头

“谢×洪与李×民间借贷纠纷”
“卢×与尤×术劳务赔偿纠纷”……走
进位于浏阳市司法局的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指导中心，指挥大屏上显示着各种

数据。从今年5月至12月初，浏阳共上
报各类矛盾纠纷案件5427 件，其中已
办结5265件，调处成功率为97%。

这些案件调解中既有专业调解队
伍，又有来自专业人士的参与。调解机
制最大限度地把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
在一线。

近年来，长沙各区县(市)、街道(乡
镇)全部设立了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
心，在法院、检察院、公安派出所等场所
设立人民调解室282个，涵盖了交通事
故、医疗、物业等行业领域。长沙还将一
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
心建设阵地前移，在街道成立“两个一
站式”工作站，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得
到多元调解、品质诉服、速裁快审等服
务。

此外，长沙积极引导社会力量、社
会组织成立志愿者调解组织，打造了

“调解帮帮团”“乡贤理事会”等一批民
间调解品牌，一大批懂政策、晓法律的
调解“里手”不断汇聚，为建设更高水平
的平安长沙发挥了“缓冲带”“减震器”
的作用。

湖南日报 12 月 24 日讯（记者
郑旋）今天下午，长沙市举行垃圾分类
收集小区清运车交车仪式，662 台纯电
动三轮垃圾分类收集车在全市投入使
用，这将打通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收
运的“最后一公里”。

作为全国 46 个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重点城市之一,今年以来，长沙基本建成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体系，不断完善终端
处理设施，并逐步增加专业运输车数量。
为从源头进一步防止生活垃圾“先分后
混、混装混运”的问题，长沙市城管执法
局统一采购，为全市已实施生活垃圾分
类的社区各配备1台小区清运车。

记者在交车仪式现场看到，垃圾分
类收集小区清运车由长沙中联环境公司
湖南分公司研制，颜色蓝白相间，全部统
一样式、规格和标识符号，采用脚踏式快
速装桶装置，可装载 4 个 240 升厨余垃
圾桶及其他垃圾桶。“这是一种经济型环
卫车型，适用于垃圾短途驳运，装卸无需
搬运工，既节省成本，效率又更高。”长沙
中联环境公司湖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朱
海军介绍。

据悉，此次完成车辆交接后，长沙市
城管执法局将加强指导、督促，确保车辆
投入使用、发挥效益，进一步完善垃圾分
类收运环节。

湖南日报 12 月 24 日讯（记者
赵志高 通讯员 刘洋） “纪委一心为
百姓着想，办事效率又高。”今天，麻阳
苗族自治县江口墟镇田家湾村二组村
民罗永长喜笑颜开。县里开展生态扶贫
专项整治，罗永长家被村干部私占 10
年的 314 元生态公益林款一个月内被
成功追回。

据统计，自2018 年开展生态扶贫
专项整治以来，麻阳纠正错信息户603
户，发现问题线索208个，党纪政务处

分 29 人，追缴违规资金 101.12 万元，
退还群众资金53.54万元，确保生态补
偿的“每一分钱”落到贫困户口袋。

为确保“生态补偿脱贫”政策落到
实处，围绕“钱不‘滴漏’，岗不‘跑冒’”
目标，麻阳从拓宽政策知晓“广度”入
手，将退耕还林和生态公益林补助资金
公示表张贴到全县 222 个村(社区)村
组，充分利用“村村响”反复广播退耕还
林和生态公益林政策。每逢乡镇“赶集
日”，县纪委监委组织林业、财政等部门

赴乡镇，拉横幅、发放资料，开展“贫情
面对面”活动，宣讲生态扶贫政策，收集
群众意见，对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现场
答复解决。共开展“生态扶贫面对面”活
动90余次，现场答疑解惑5228次。

麻阳纪委监委坚持以问题导向，突
出靶向治疗“准度”。明确列出生态扶贫
专项整治清单，按照“分门别类交办、精
准快查快办、全程跟踪督办”的原则，压
实各项责任。对群众反映“微腐败”问题
线索，由乡镇纪委、片区联系纪检监察

室现场受理登记，严肃查处贪污挪用、
截留私分、虚报冒领、优亲厚友、雁过拔
毛等侵害群众利益行为，对涉案款物应
收尽收，应退尽退，最大限度增强群众
获得感。

石羊哨乡岩落寨村有村民实名举报
村干部挪用生态公益林补助款。经查实
后，今年4月，麻阳纪委监委给予岩落寨
村1名村干部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名村
干部党内警告处分，并全县通报。据统
计，专项整治以来，麻阳因虚报冒领、截
留挪用生态扶贫资金被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11人，因不正确履职和优亲厚友被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8人;符合条件的贫困人
口就地转成护林员人数由 2016 年的
232名增加到2019年的617名。

嘉禾强化执纪
助推乡村产业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邓和明 王鹏）“走访记录上的签名
与之前的完全不一样，可以确定这次走访
是虚假的，建议对该同志作出全县通报批
评的处理。”12月21日，嘉禾县纪委工作人
员在村里督察时发现，个别干部对驻村帮
扶工作有所松懈，立即把情况上报并提出
了处理建议。

当前正值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过渡的
关键时期，如何强化脱贫攻坚的责任落实，
做到思想不松、责任不减、要求不变、作风
不降？嘉禾县紧盯“责任、政策、帮扶、监管”
四个不摘，围绕各项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开
展监督，突出扶贫产业和产业培育强化督
办，确保扶持政策不变，扶持力度不减。

“仅这两个月，就印发了《督查通报》3
期，约谈单位5个、相关责任人员17人。”嘉
禾县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对全县相
关县直单位、10个乡镇、167个村、2000多
名帮扶党员干部接续乡村振兴履职情况开
展监督检查，对工作落后、效果不明的单位
以及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的个人进行通报
和约谈。

与此同时，该县围绕“两个集中治理”、
“绿水禾仓”、深化生态保护和耕地保护、农
村乱占耕地建房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工
作，查纠问题 900 余个，问责 350 余人次，
一些涉及民生民利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群众获得感、满意率明显增强。该县富硒产
业园、万亩硒茶园等 6 个重点农业龙头产
业，也得到加速推进。 环保“专车”进小区收垃圾

长沙投入662台纯电动垃圾分类收集清运车

烦心事、疑难事，好说好商量
——长沙大力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纪实

麻阳专项整治生态扶贫

确保“每一分钱”落到贫困户口袋

诵读经典 传承文化
12月24日，隆回县教育局举办经典诗文诵读大赛，1000余名师生采用不同形式演绎中华经典诗文，让观众感受

到了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和无限魅力。 罗理力 胡昌龙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