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梯通道保通行，杂物堆放及
时清。宠物饲养不扰民，排队有序办
事情……”10 月 30 日，衡阳市珠晖区
东风街道前进里社区“衡阳群众”志
愿者用“小喇叭”向群众传递文明创
建知识。

“ 小 喇 叭 ”是 该 社 区 的 宣 传“ 法
宝”。志愿者们将政策、法律、文明创建
等知识编成朗朗上口的宣传语、顺口
溜，送至群众身边。

近年来，衡阳市以“共建共享、造福
百姓”为宗旨，按照“横向覆盖，纵向到
底”的思路，广泛动员“衡阳群众”志愿
者力量，实行区、镇（街道）、村（社区）三

级管理体系，密织“衡阳群众”服务网，
点亮城市文明。

文明创建擦亮群众幸福底色

“阿姨，您是哪里不舒服？”
近日，蒸湘区蒸湘街道温家台社

区健康小屋内，“衡阳群众”志愿者正
引导居民进行测血糖、量血压等体检
项目。

卫生健康工作与每一个人息息相
关，是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重要
来源。如何在文明创建中将辖区卫生
健康水平有效提升，是衡阳市文明创建
工作的一大重点。温家台社区就以“健

康”为抓手，发动“衡阳群众”1000余人，
开展健康小屋、健康讲座等利民健康项
目，打造“健康社区”。

“生活在衡阳，幸福感满满！社区
门口就能做健康体检，还能为社区环境
治理出一份力。”市民赵莉说。

居民需要什么？社区管理有哪些
疏漏？在雁峰区黄茶岭街道幸福社
区，每月 2 到 3 次的例行工作会上，“衡
阳群众”将居民对社区治理意见收集
整理，放在会上进行讨论、汇报，逐步
解决。

幸福社区还组建了文艺表演、义务
巡逻、矛盾纠纷调解、卫生保洁等8支党

员“衡阳群众”志愿服务队，经常性开展
清扫保洁、文明劝导、禁毒宣传、公益服
务、文艺演出等志愿活动。

社区各类文明创建活动的开展，在
不断美化环境、扮靓雁城衡阳的同时，
也提升着群众文明素养和社会的文明
程度。

“小网格”促“大和谐”

12 月 29 日下午 3 时许，“衡阳群
众”志愿者、石鼓区人民路社区居民
李祖凤带着队员们例行巡逻，对违章
停车、占道经营等不文明行为进行监
督。

人民路社区位于衡阳老城闹市区，
临街商铺多，环境治理难度大。为让居
民有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李祖凤
主动请缨，组织起一支“市容监督巡逻
队”，协助城管队员，参与社区文明劝
导、治安巡防、调解矛盾等事务。他们
还在人流量大的路口设置“衡阳群众”
治安巡逻岗，摆放高脚凳，用喇叭提醒
行人注意手机、钱包等随身物品，保障
群众财产安全。

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市
民的任何生活诉求，都能找社区网格内
的“衡阳群众”帮忙解决。

近年来，衡阳市按照“条包块管、条

块结合、以块为主”原则，探索做好网格
式管理，以社区为网格片区，加强和完
善“衡阳群众”包片（区）、包楼栋、包路
段（路口）网格化管理工作，不断提升社
区建设、管理、服务水平。

衡阳市还整合文明劝导队、治安积
极分子、社区网格员等力量，组建起一
支专职“衡阳群众”队伍，常态化开展文
明创建志愿服务，参与社区信息收集、
问题反馈、矛盾调解等事务。

同时，该市将涉及服务群众的公
安、司法行政、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信访、法院、国土、住建、环保、应
急、消防等职能部门，以及水、电、气和
通信等单位引入“网格”，接受“衡阳群
众”志愿者协调统筹，不断丰富网格服
务内容。

（聂 沛 葛咏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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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金慧

12月 29日至 30日，一年一度的长沙市
重大产业项目流动观摩会如约而至。观摩团
一行马不停蹄，赴 15 个重大项目，看现场、
比成绩、论英雄。

今年，长沙市共铺排重大项目 1320个，
总投资 16245 亿元。1 至 11 月，完成投资
4055亿元，占全年计划112.9%，跑出了项目
建设“超速度”。

发展“高尖精”，产业有活力

“如果月亮上有嫦娥，我们的镜头能拍
到她的头发丝。”在长步道机器视觉光电产
业基地项目现场，公司董事长李四清介绍，
其1.5亿像素大靶面镜头为目前全球像素最
高的工业相机镜头，填补了国内“机器视觉”
领域核心配套的空缺。

今年来，长沙克服疫情影响，以战时状
态、战时思维同时间赛跑，集中力量、集聚资
源、集成政策抓项目，于变局中开新局、于危
机中育新机。

这次观摩的项目中，许多属“高尖精”，走
在全国前沿，为长沙产业发展带来了新活力。

泰科天润碳化硅芯片项目达产后，可实
现国产碳化硅功率半导体自主可控，填补国
内空白；比亚迪刀片电池项目可带动新能源
上游产业链产值约 30 亿元，提升中国新能

源汽车续航力和长沙汽车产业竞争力；长沙
惠科第8.6代超高清新型显示器件生产线项
目在扭转湖南“缺芯少屏”局面的同时，还将
吸引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 20 余家，预计
可年创产值100亿元……

聚焦制造业，项目有张力

作为“中国力量之都”，长沙制造业标志
性项目在这次观摩中十分吸睛。

三一智联重卡和工程机械扩产项目，将
打造一座“24 小时不停歇、可熄灯生产”的

“灯塔工厂”，致力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
路者；中联智慧产业城项目将建成全球规模
最大、品种最全的工程机械综合产业基地和
中国制造中部创新引领高地；长沙（金霞）消
费电子产业集聚区将集“高端制造、创新研
发”于一体，成为全省智能制造和创新资源
要素集聚高地、经济发展新增长极和工业园
区建设新标杆。

“以标志性项目为牵引，制造业将为现
代化长沙建设集聚强大动能。”长沙市发改

委党委书记、主任夏文斌介绍，为发展制造
业，长沙不断优化服务，成立项目困难问题
协调服务专班，建立项目建设困难问题快速
反应机制和要素保障长效工作机制，对困难
问题及时汇总并梳理分析，及时解决项目建
设后顾之忧。

长沙市 20 个制造业标志性重点项目
2020年度计划投资287.5亿元。截至11月底，
完成投资368.5亿元，占全年计划128.2%。

挺进“大蓝海”，科技有实力

科技创新是一个浩瀚的“大蓝海”，充满
无限可能。

不同于以往，这次观摩的项目中，有一
批兼具科技实力与经济效益的重大项目，它
们将为长沙发展增添澎湃动能。

走进湘江科创基地项目，12栋办公楼组
成的建筑群错落有致，目前建筑主体已全部
完工。该项目聚焦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等前
沿新兴产业，打造中国人工智能和数据产业
集聚区，全部建成后，将聚集科创型企业

5000余家，成为长沙科技创新新引擎。
在科技创新领域，长沙敢为人先、勇于

实践。智能终端配件产业园是望城经开区落
实长沙抢占“三智一芯”产业发展制高点要
求而打造的千亿级智能终端产业重要平台。
项目于今年 7月底全面投入运营后，如启动
了一个超级磁场，吸引德赛电池、瑶华半导
体、宝新创、福万达科技、迪盛智能等 11 个
产业链上重点项目入驻，这些项目达产后可
年创产值 160亿元，将为长沙打造千亿级智
能终端产业提供支撑。

科技创新是源头活水，是“第一动力”。
目前，长沙科创氛围日渐浓厚，科创实力不
断提升。吴赣新型原料药自动化生产项目负
责人表示：“我们将把江苏总部迁往望城经
开区，力争3年内在长沙完成上市。”

跑出“超速度”
——长沙重大产业项目流动观摩见闻

湖南日报12月 30日讯（张润新 张
正吾 彭光明）桃江县环宇纺织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研发的一种具有清洁装置的
抓棉机，近日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此前，这
家由农民工返乡创办的公司已获 6 项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

这家公司的创办人叫张抗军，今年
51 岁，是桃江县灰山港镇连河冲村人，
早年去广州务工。2013 年，为照顾父母，
张抗军回乡创办公司，以石化原料生产
无纺布。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公司当年
建设当年投产。但由于缺少技术，公司
效益不好。

在张抗军心灰意冷时，灰山港镇政
府干部找上门来，鼓励他继续干下去，并
帮他请专家搞技术培训。采取“请进来、
走出去”方式，张抗军公司的员工有 48
人拿到了相关技能证书。张抗军自己也
买来书籍自学，并与高校合作开展技术
攻关。至今，其公司已攻克 22 项生产技
术难题，获省科技创新成果 5 项，并在省
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二等奖。公司开发
的用于无纺布生产的布料复卷机、干浆
机、燃气热风机等 6 项生产设备，获国家
实用新型专利。公司效益大增，日产无纱
布由 2 万米增加到 6 万米，产品由 3 个系
列增加到 6个系列，被评为省高新技术企
业。今年 1 至 11 月，实现销售收入 4000
多万元。

湖南日报12月 30日讯(记
者 蒋茜 通讯员 杨卫国)日前，
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成功破
获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22人。这是零陵区开展
信息网络领域治乱清源行动取
得的成果之一。

2020年，零陵公安分局联合
各部门组建17个工作专班，开展
行业领域治乱清源行动，形成全
区“一盘棋”格局，在“查、清、治”
上精准发力。各行业领域牵头单
位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强力推进
社会治安、乡村治理、金融放贷、
工程建设、交通运输、市场流通、
资源环保、信息网络、文化旅游、
教育卫生等十大行业领域治乱
清源工作。

目前，零陵区共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 69 起，收集各类治乱清
源线索 107 条，整治行业乱点乱
象乱源 823 处，消除行业隐患
125 处，取得良好社会效益。下
一步，该区将精准持续发力，推
动重点行业领域治乱清源工作
常态化。

湖南日报记者 张璇 通讯员 彭星

2021 年到来前，岳阳今冬最冷寒潮如
约而至，气温一夜间降至零摄氏度以下。

对岳阳县杨林街镇兰泽村村民万新华来
说，这个寒冬最幸福的事儿，就是一家人再也
不用穿着棉袄，顶着寒风跑去屋外上厕所。

“王书记，您来得正好！快来看看我们家新
装好的厕所。”12月28日，杨林街镇党委书记
王勇带队开展“改厕回访”，上门听取意见。万
新华热情邀请大家进屋参观。她轻轻按下水冲

式厕所的按钮，便池一冲而净，方便又卫生。
但在2019年，作为杨林街镇第一批“厕

所革命”试点，兰泽村改厕工作却令村民怨
声载道。村党支部书记雷普查说，当时实行

“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给农户发放三格化
粪池桶，由农户自己建设。由于施工不规范，
质量参差不齐，难以达到三格无害化处理标
准，村民大多“改而不用”。

“厕所革命”出师不利，难以全面铺开。
今年5月，杨林街镇成立“厕所革命”领导小
组，采取“镇干部联点、厕改专干负责、村干

部协作”模式推进，统一购买、培训、施工、安
装、验收等流程，并实施“首厕过关制”，确保
改厕标准规范、质量过关。

“要让村民打心眼里支持改厕，就一定
要让他们看到改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
处。”镇人大主席团主席、“厕所革命”领导小
组副组长孙朝晖说。渐渐地，杨林街人对改
厕的态度从“逼着改”变为“催着改”。“每天
有不少村民主动递交改厕申请，询问改厕进
度安排等。”孙朝晖说，今年全镇450户改厕
任务在全县各乡镇率先完成，兰泽、花果园、
王安、尚书4个村实现整村“旱厕清零”。

前不久，杨林街镇获评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

杨林街人的幸福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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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卞海前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12 月 30 日，寒潮来袭，安乡县气温降到零摄氏度以
下。安乡县安丰乡汇口村 80 岁的皮祖义坐在宽敞明亮的
客厅里，一边烤火，一边跟记者聊天。

“以前的房子四面透风，要是遇到这种天气，人都会被
冻成冰棍。”皮祖义说，得益于危房改造政策，他只出了两根
木头钱，便建起了这栋宽敞坚固的新房子。

安乡县通过培养农村工匠队伍，集中有限资金，通过代
改代建方式，加快建设进度，保证住房质量。全县 6439户六
类危房改造对象“转危为安”，住进新房。

今年，安乡县启动住房安全鉴定、排查工作，县纪委监
委全程监督，对上报的 1679 户危房改造户逐户鉴定审核，
确保不漏一户，不违增一人。

危房改造，资金尤为关键。安乡县按照“C 级危改不出
钱、D 级危改少出钱”的原则，把特困户全部纳入危房改造
兜底保障范畴，防止因建房返贫。对一般贫困户采取“自筹+
县乡两级政府补助+投工投劳+亲友帮扶”的模式拓宽资金
渠道，确保改造后少负债、不负债。

今年，安乡县在完成核定的392户危房改造对象住房改造
的情况下，又对249户重病、重残、边缘户的住房进行了改造。

临近年终，安乡县三岔河镇沙嘴村村民曹大清盘点一
家一年的收入。他告诉记者，今年全家收入超过了8万元。

曾经，曹大清一家年收入只有万元左右，他通过参加安
乡县举办的农村工匠业务培训，取得了农村建房结业证书。
在住建部门的指导下，他带领妻子和10余名村民组建了农
村建房工匠队，已累计完成危房改造130余户，家庭年收入
大幅提升，工匠队里的4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年收入也超过了
3万元，顺利脱贫摘帽。

危房改造谁来建？安乡县青壮年劳动力多数在外务工，承包
给外面的建筑公司，成本太高。安乡县转变工作思路，组织有劳
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参加工匠技能培训班，取得证书后，
组建农村工匠队伍，由本县的农村工匠队伍来承担危房改造。

“由农村工匠代改代建，房子坚固宽敞。”安乡县三岔河
镇驿马头村刘皓说，今年他修缮加固住房，自己没操什么心。

危房改造对象“转危为安”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肖霄 通讯员 何雯 李
菁）12 月 28 日，新邵县分别在雀塘产业园区、新邵经开区、
坪上高铁新城汽配产业园举行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竣
工仪式，加快推进全县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步伐。

这也是新邵县今年深入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的
第 3次成果集中展示。当天，开竣工项目共 18个，涉及资源
利用、智能制造、新型材料、汽车零配件、农产品加工等产
业，总投资21.12亿元。项目全部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40.8
亿元，年新增税收2亿元以上。

据悉，新邵县今年开工建设标准厂房100万平方米，竣
工43.93万平方米，引进较大以上项目77个，新增规模工业
企业31家，一大批重大产业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新邵县委书记阳晓华表示，该县将坚持把发展经济着
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全力推进循环
经济、智能制造、电子信息、汽摩配件、生物医药、新材料、新
能源等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邵18个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竣工

湖南日报 12 月 30 日讯（记者 邢骁
通讯员 唐梦辉）“ 临 近 元 旦 ，要 保 持 疫
情 防 控 不 松 劲 。”12 月 29 日 上 午 ，长 沙
市第三医院负责人说，该院持续以党建
为引领，凝聚好红色先锋、白衣战士、蓝
衣后勤“三色”力量，切实抓好疫情防控
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长沙市第三医

院从 180 名主动请缨的医护人员中选派
45 人，驰援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和
120 急救中心，并派遣 64 人支援长沙高铁
南站及汽车东站等处疫情防控工作。同
时，在抗疫一线成立临时党支部，将不同
科室、不同岗位人员凝聚起来，构筑起联
防联控、群防群治的严密体系。行政后勤
部门 108 名工作人员也行动起来，协助医

护人员开展体温测量、流调表填写、核酸
检测指引等工作。

疫情发生后，长沙市第三医院还迅速
出台“新冠肺炎防治方案”等，及时为疫情
防治提供指导和制度保障。作为天心区唯
一发热门诊定点医疗机构，该院全力以赴
完成各项疫情防控任务，累计接诊发热患
者 3975 人，开展核酸检测近 5.6 万人次，
并确保了医务人员零感染。今年 11 月，该
院被评为湖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集体。

长沙市第三医院保持疫情防控不松劲

湖南日报12月 30日讯（通讯员 胡小
平 记者 李永亮）日前，攸县中央花园开发
商将多收的1000多元水电立户费退还给业
主，代表业主上访的刘湘东感慨道：“把信访
人当家人，攸县信访局为我们办了实事。”

今年上半年，中央花园的业主陆续发
现，开发商在水电立户中存在乱收费现象。

于是，多次找开发商协商，并向相关部门投
诉，一直无果。无奈之下，业主向攸县信访局
反映这一问题。攸县信访局高度重视，召集
县住建局、自来水公司、供电公司、开发商、
业主代表等召开联合接访会议，甄别确属合
理诉求后，将其作为信访积案进行交办，全
程跟踪督办，事情很快得到妥善解决。

今年以来，攸县聚焦房地产、征地拆迁、涉
众金融、扶贫、环保、企业改制等领域，梳理排
查出信访积案38件。该县要求，一件信访积案，
一名县级领导包案，一套化解稳定方案。同时，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信访
救助等方式和“信访联席会议”等平台作用，实
现区域、部门、行业之间的横向联调，加大对跨
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疑难复杂信访积案的化
解力度，形成多元化合力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
新局面。目前，该县38件信访积案已全部化解。

攸县排查化解38件信访积案

农民工返乡创业
公司获7项专利

12 月 30 日 7 时，长
沙市桥梁隧道养护运营
人员对万家丽高架桥进
行巡查。为应对今冬最强
寒潮，长沙桥隧事务中心
已准备车辆 40余台、融
雪剂120余吨、防滑链30
余套、麻袋1400余只，并
组织 100余人的应急队
伍 24小时巡查，保障雨
雪低温天气桥隧畅通。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郑旋 摄影报道

巡查桥梁
保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