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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心 战“疫”扬鞭策马自奋蹄

产 业 崛 起 中流击水风帆劲

党 旗 领 航 聚力改革暖民心

“老刘，今天在村部有免费体检，一起
去咯！”“来了来了，等我带上手机，那里可
以上网。”

“李姐，恰了晚饭我们去村部跳广场
舞吧！”“要得要得，昨天学的新舞步我还
不蛮会，你教教我。”

……
如今渌口区的各乡村，村民的生活正

悄然发生着变化，一座座外观统一、功能
齐全的村级综合服务中心已成为“地标”，
在这里，政务服务高效便捷、文体活动形
式多样，村民们有事没事去村部“打卡”成
为日常。

近年来，渌口区通过党建引领，大力
抓平台建设、抓效能提升，推动基层公共
服务（一门式）全覆盖落地见效，畅通了服
务群众“最后一百米”。

近日，70岁的刘玉石老人带着身份证
来到南洲镇北洲村便民服务中心，在工作
人员的指导和操作下，不到1分钟，就通过
政务查询一体机办好了养老保险生存认
证。

“以前要去离家 20 公里的区人社局办
理，现在好了，家门口就能办，这对我们老
人来说很方便。”刘玉石说。

去年，渌口区在全区各镇、村（社区）
投放了 149 台政务查询一体机，群众通过
一体机可办理养老保险生存认证、查询个
人医疗缴费信息等多种业务。

目前，全区 1313 个事项可以通过智

慧株洲系统平台在镇、村一级受
理、代办，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把事
情办好，真正实现了“一站式”办
理、“一门式”服务。

对于行动不便或其他特殊情况
的群众，覆盖该区 260 个网格的 184
名网格员随时准备着，只要一个电话，即
可提供上门代办服务。

此外，群众还可通过门户网站、手机
APP或一体机，对110个行政审批和公共
服务事项进行网上申请办理和查询，群众
在办理一次事项后，相关数据信息进入

“智慧渌口”大数据中心，今后再次办理
时，无需重复提交资料，做到一次提交、多
次使用。

近年来，渌口区以村级综合服务中心
为载体，推行一平台五中心N站室为主要
内容的“1+5+N”服务模式，实现了医疗、
金融、电商、供销等重要服务资源下沉。

株洲王十万黄辣椒种植历史悠久，因
其独特的口感和外观久负盛名，颇受市场
青睐。

作为主产区，龙船镇长源村在村部开
辟电子服务站，除了对黄辣椒等农产品进
行对外展示，还为村民提供农产品代卖、
网上代购、快递收发等服务，让村民足不
出户享受便捷的买卖服务，同时，进一步
扩大本土农产品的知名度、提升销售额。

依托村级组织活动场所，该区还利用
远程教育站点，联系专业技术人员，根据

农民需求，进行农业技术培训，使党员群
众学到实用技术。

同时，盘活乡村大舞台、农家书屋等
资源，满足群众精神生活需要、激发农村
文化生活活力。

如今，渌口区的村级综合服务中心与
当地村民的办事创业、生产生活和休闲娱
乐息息相关，成为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的

“加油站”。
“渌口区将紧扣‘加快赶超、走在前

列’的工作主题，奋勇拼搏、实干担当，全
面融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更
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展
望未来，渌口区委书记罗绍昀豪情满满地
表示。

等闲识得东风面，无边光景一城新。
全面融城、高质量发展的渌口区未来已
来。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今
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渌口区以最快响
应、最强举措、最优保障全面打好了疫情
防控阻击战，取得了疫情防控阶段性的
重大胜利。

零确诊！零感染！全治愈！渌口区
作为患者集中收治区域，疫情防控成绩
出色，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充当了
义不容辞的“主力军”，获得市级嘉奖令。

“作为医护人员，这是我们的职责，
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光荣的任务，虽然
比较艰巨，但我们有信心能做好。”渌口
区广大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冲锋在
前，成为了全区人民生命健康的守护神、
最可爱的白衣天使。

疫情防控，渌口是当之无愧的胜利
者。胜利的不仅仅是护佑了老百姓的生
命安全，为社会经济发展赢得了主动
权。渌口区第一时间安排10名疾控专家

上门指导，协助复工企业制定疫情应对
预案，按照“一人一档”做好返岗工人登
记，指导企业做好厂房、食堂等关键部位
消毒处置。全力保障企业防护物资需
要，为复工企业采购口罩50万只、酒精和
消毒液8吨、体温检测仪500个。

全区选派167名科级干部担任驻企防
疫工作联络员，认真做好复工防疫、政策宣
传、问题搜集等工作，共收集并解决企业问
题169个。全面复工复产后又将“驻企联
络员”转为温暖企业的“服务员”，协助147
家企业争取新增授信29.53亿元，为中小微
企业减免社会保险费2845万元。

经过全面布局，该区在库“四上”企
业率先在全市实现全线复工，复工率
100%，各学校平安复学，全区经济社会
秩序快速恢复正常。

“你好！请扫描二维码并出示你的健
康码，请到这边测量体温。”“您目前有发

热现象，请到隔离留观室稍坐一会，我们
需要对您做进一步检测。”8 月 20 日上
午，一场疫情预控应急演练在南洲镇洲
坪卫生院拉开序幕。

在专家和医务人员的指导下，洲坪
卫生院就疫情个人防护、应急处置、应急
转运等方面工作进行了应急演练。这也
标志着渌口区秋冬季疫情防控常态化工
作正式启动。

其实，渌口区疫情防控早已进入常
态化管理状态，重点人群防控和重点区
域管控成为工作重心。

同时，严格落实体温检测、环境消
杀、校园入学入托晨(午)检、因病缺课缺
勤病因追查和登记等防控措施。

严厉打击贩卖、加工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的行为，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继
续将注册率全市排名第一的健康码“绿码”
作为有效凭证，坚持亮码查验通行。

在渌口区，常态化疫情防控依然还
是那道美丽的风景线。健康幸福感、归
属感常常挂在了百姓惬意的笑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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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洁的街头，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十
字路口，行人、车辆跟随红绿灯指挥有序
通过。

身穿红马甲，面带微笑的志愿者扶老
携幼、维持秩序。商场、车站，排队等候已
成习惯。和谐的小区，居民当成自家来装
扮、爱护……

春意渐浓的渌口区，处处可见文明的
踪影、人人彰显文

明的气质。
近 年 来 ，

渌 口 区
加 强

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坚持“全民共建共
享，全城向上向善”，形成全方位参与、大
合力推进、多层面受益的良好局面，培养
良好习惯，提升城市品位。

7 月 9 日，渌口区城管、自然资源、住
保中心等单位联合对津口路棚改项目的
违章建筑进行拆除，2天内拆除29处。

津口路棚改项目共有6栋房屋145户
11600 平方米，建成时间早，小区内乱搭
乱建现象严重，且无消防通道，存在较大
消防安全隐患。

经过前期上门宣传、调查摸底，确定
有 122 处违章建筑物，近期将开始进行实
质性拆除。

文明城市提升是一项体系庞杂的工
程，与城市其他四区相比，渌口区起步晚、
底子薄。

近年来，渌口区对照全国文明城市测
评体系标准和要求，开展老旧小区改造、
卫生环境、志愿服务提升、校园周边环境
整治、网络环境净化、交通秩序等专项整
治行动。

为形成创建合力，该区以网格化管理
为抓手，城区36个网格各安排一名区级领

导担任片区长，80余个责任单位及社区分
解至各个片区，由片区长具体安排部署管
辖范围内楼栋、路段劝导任务，并确定一张
图、一个表、一条短信、一个电话、一张笑脸
的“五个一”工作法。

3000 多名机关干部、志愿者拿着清
扫工具走上街头、走进社区，开展义务清
扫活动，对路边沟渠、楼宇道口、草坪树丛
等卫生死角进行清理，铲除公共设施、电
线杆上的“牛皮癣”。

在株洲市率先实施城区家禽、家畜集
中屠宰（存放），改变城区农贸市场血水横
流、臭气熏天的状况。

入户开展创文宣传，发放《文明城市
提升倡议书》等资料，倡导市民共同爱护
家园。

区征地工作中心每天安排4辆挖掘机、
8辆专用清运车，从早上8时到晚上8时，12
小时不间断作业，平均每天清运建筑垃圾
90余车，约3000吨。清理完成后立即播撒
格桑花种子，对场地进行“复绿”处理。

老旧小区改造是民心工程，也是提高
城市颜值的重要措施。该区把老旧小区
污水管网改造、路面硬化、屋面防水及消
防安全等问题作为工作重点，并对现有的
车棚、绿化带进行全面改造，尽可能为小
区居民增设停车位。

所有村（社区）均启动了村庄清洁行
动，全域乡村实现清扫保洁常态化，乡镇
污水处理厂建设实现全覆盖。

同时，大力推进“四类房”集中整治，
经验做法成为全市典型。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12+4”示范创建，加强垃圾、厕
所、污水和村容村貌治理。

美丽乡村，更美在乡风文明，渌口区
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积极挖掘乡贤，丰富
乡土文化内涵，发挥文艺作品的育人化人
作用。同时，开展“移风易俗，倡树新风”
主题教育活动，树立朴实乡风。

在文明的感召下，渌口区涌现的好人好
事层出不穷，成为一座好人之城、有福之
城。为株洲市实现全国文明城市“三连
冠”目标做出了贡献。

融城提速谱新篇
——株洲市渌口区高质量发展纪实

产业发展铿锵步，奋力登高不等闲。
12 月 25 日，在渌口区，年产 8000 吨

电气绝缘新材料建设项目开工，产后年
销售收入将达 5 亿余元。渌口区新材料
产业即将再添一员“猛将”。

一个接着一个项目的开工建设，让
渌口区在一次次产业项目建设评比中拔
得“头筹”。园区产业发展实现了从无到
有、从大到小、从无特色到特色明显的转
变。

这仅仅是渌口区布局全面融城，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开始。“坚持以高分子新
材料产业为主攻方向，围绕新材料企业
达到20家，年产值实现100亿元，年创税
10亿元的‘211’目标，大力开展强链补链
延链行动，着力引进一批大项目、好项
目，形成全国一流的高分子新材料生产
基地。”渌口区委书记罗绍昀始终坚信产
业发展是渌口区“融城”的关键一环。

自开启融城步伐以来，渌口区以此
为契机，坚持工业强区，大力培育以新材
料为主导，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为特色的

新兴产业。
近日，在株洲时代华先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华先）
全自动高智能的厂区里，一派热火朝天
的景象。时代华先系中车旗下时代新材
的子公司，主要产品为芳纶材料及其制
品、电容隔膜材料与水处理基材等。

该公司所生产的高性能芳纶材料已
经实现芳纶材料国产化自主制造，打破
目前国外厂商技术垄断和独家供货的局
面，在国内技术处于领先水平。

时代华先的年产能为 3000 吨，产品
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技术水平，
年产可达6亿。目前，时代新材生产的芳
纶蜂窝外饰件已成功应用于中车轨道交
通列车装备。

在一手抓产业发展的同时，渌口区
还用心用情开展了“温暖企业”行动，紧
扣纾困、减负和赋能三大重点，降低全社
会营商成本。

有针对性降低企业生产要素成本，
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建立公平透明的

市场环境，实行全国统一的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健
全完善企业定点法律帮扶机
制，加大民营企业账款清偿力
度，依法保障企业权益。

一手抓发展，一手送温暖，
两手都招招见效，成果斐然。截至
今年 11 月，渌口区新签约引进项目
34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24个。23个项
目实现征拆清零，开工建设标准厂房18.9
万平方米，建成7.33万平方米。

如今，在施工机械此起彼伏的轰鸣
声中，在作战图上一个个划勾的节点上，
一颗颗产业的种子正在渌口区破土而
出、拔节生长。

优美宜居的渌优美宜居的渌

口城区口城区。。 咏洲 摄

▲

通 过 开 展

文 明 劝 导 行

动，使文明创

建深入人心。

渌口园区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 咏洲 摄

朱 刚 张建平 田 富 刘铁华 张 咪

湘江北去，渌水东来。
千里胜景之地，渌口自古繁华。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从农耕文明的古韵诗

情驶向现代工业的发展蓝海。到如今，渌口这个
才成立两年的新区，又踩着激昂奋进的鼓点，以北
融东拓南扩之势融入株洲城区。

今年以来，渌口区认真贯彻落实株洲市委、市
政府决策部署，扎实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
和“双比双看”大竞赛活动，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保持了良好态势。“双比双看”大竞赛活动考核
中，渌口区“比全年任务，看完成情况”连续3个月
列全市第一。1 至 11 月，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
21.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7%，多项主要经济指
标增速列全市第一。地方财政收入、地方税收增
速列五县市第一。

同时，截至11月，该区今年的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319天，空气质量改善率全市第一。 今年1至
11月，全区主要地表水达到Ⅱ类标准、渌江入湘江
断面、渌江自来水厂断面水环境质量均值稳定达到
Ⅱ类标准，县级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为100%。

1000多平方公里渌口大地，一幅山清水秀、
全面融城、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画卷徐徐展开。

▲基层公共服务（一门式）全覆盖

▲开展文明

志愿活动

▲全力保障

企业复工复产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渌口区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