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我到贵洞地，个个讲情又讲义；
各级领导有本事，项项活动都办起……”
夜幕降临，江华瑶族自治县涛圩镇木泽
村，三五家村民围坐火炉旁，拉家常、话变
化，用瑶歌唱出他们对新时代、新政策、新
干部、新作风的满意评价。悠扬的歌声冲
出门窗，在夜空中久久回荡。

“老人居家坐守，儿童捣乱田间，家禽
随意游走，卫生苦不堪言，夜间处处漆黑，
白天垃圾冒烟……”这曾经是木泽村的真
实写照。

“五联系五到户”活动开展以来，党员

干部深入木泽村摸排问题与困难，县、镇
两级党委政府联动，为该村新建村养老服
务示范点 1 栋、村卫生室 1 座、儿童之家 1
所；改扩建村综合服务平台 1 所，修缮五保
之家 300 平方米；修建垃圾焚烧池及分类
处理池 2 个；安装路灯 150 盏，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群众纷纷点赞叫好。

“通过开展‘五联系五到户’活动，我
们干了一系列以前只敢想不敢干的事，现
在老百姓对我们干部的满意度很高，瑶民
们都亲切地称我们为‘干宝人’。”涛圩镇
党委书记张虹说。“干宝人”在瑶语中是

“自己人”的意思。
民生大于天。“五联系五到户”主题活

动中，江华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基
础、以发展产业和促进就业为抓手、以特
色小镇建设为载体，全力推进全县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

党员干部们积极探索“亲情走访法”，
每个月“入户走访一次、每个季度与联系
户在外务工人员通一次电话、帮助干好一
件实事、到联系户家中打扫一次卫生、与
联系户共同劳动一天”。与群众“同坐一
条凳、同围一张桌”，“讲党的恩情、讲惠民
政策、讲致富门路、讲法律知识、讲村级事
务”。创新“乡村振兴民主议事月例会”制
度，县乡干部每月组织村组党员干部、村
民代表开展以“三资管理、产业发展、人居
环境、移风易俗、公共事务”等为主要内容
的商议活动。

在沱江镇山寨村，党员干部进村走访
以来，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投工投劳，
实现“畜禽养殖归圈、柴火杂物归堆、菜园
菜地归片”，露天垃圾、污水直排、杂物乱
堆、乱搭乱建“顽瘴痼疾”得到根治。还组
建起一支志愿服务队，配备了分类垃圾
桶，居民们都会“每天早起十分钟，房前屋
后扫一通”，自觉清理家门口及周边的垃
圾，并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今年 85 岁的山寨村一组村民李荣生，
以前垃圾随手倒在门前路沿下，如今不但
家中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
条，每天还义务清扫村道、球场等公共区。

升了“颜值”，暖了民心。“老百姓从
‘各人自扫门前雪’，到把村子当成‘大家
庭’，把村里的事都当成自己的事，‘精气
神’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提升，农村‘造血’
功能得到进一步增强，为乡村振兴注入源
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江华县委改革与发
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罗鹦波说。

同时，党员干部创新“支部建在产业
上、党员围绕支部转、群众跟着党员干”模
式，突出“小而特、小而精”，帮助群众发展
小养殖、小菜园、小果园、小买卖、小作坊

“五小产业”230 余家，带动 2120 余名闲置
劳动力就业增收；新培育帮扶车间 85 家，
总数达 486 家，吸纳劳动力 1.3 万余名，解
决脱贫人口就业 3640 人。帮扶车间、省级
示范性帮扶车间、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数
量均居全省第一。

在县城，民生福祉大幅度提升。2021
年完成 19 个片区、53 个老旧小区的改造，
改 造 面 积 111 万 平 方 米 ，惠 及 住 户 6572
户。40 个住宅小区建立起“包小区、包楼
栋、包单元、包楼层、包家庭”的“五包”机
制，党员、志愿者发挥“政策法规宣传员、
信息收集报送员、邻里纠纷调解员、民生
诉求办事员、急难险阻先锋员”“五大员”
作用，帮助解决用水、用电、用气等突出民
生问题，全面创建党建引领好、群众发动
好、服务管理好、小区品质好、治理效果好
的“五好小区”。

“五联系五到户”主题活动正式开展
短短 6 个多月来，江华共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 14694 个，化解矛盾纠纷隐患 583
起，信访量下降 45%。

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落实，“幸福江
华”踏歌而来。2021 年，全县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
31061 元、14096 元 ，同比分别增长 8.5%、
10.5%。

“绚丽蓝图，点墨绘就；宏伟事业，实
干以成。”江华以“神州瑶都”建设为总揽，
立足开展“五联系五到户”主题活动总抓
手，突出产业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两
条主线”，正奋进在建设现代化新江华、建
成“实力瑶都、品质瑶都、绿色瑶都、开放
瑶都、幸福瑶都”“五个瑶都”的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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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急难愁盼”暖了“神州瑶都”
——江华瑶族自治县推进“五联系五到户”主题活动纪实

“江华力量”喷薄而出——
1.9 万多名党员干部埋头沉心进基层

“速度惊人，效率惊人，效果惊人。”谈起“五联系五到
户”主题活动成效，江华瑶族自治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陈亚名接连用三个“惊人”概括。

他仍清晰记得三个月前那场现场办公会的细节。当时
正是国庆期间，他联系的湖南舜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建设遇到棘手问题，他立刻放弃国庆假期休息，深入项目建
设一线调研。3 天后，他召集江华高新区、住建、城管、环保、
发改、自然资源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一同走进该公司现场办
公。“11 项问题、6 项请求，摆到桌面上，大家集思广益、对症
下药，一场现场办公会开下来，就迅速得到解决。”他说。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实施“十四五”规划……随着一系列重大任务
连续铺开，工作千头万绪。作为民族后发地区，面对有限的
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江华怎么干？

江华决策者们深思熟虑后，深感唯有最大程度汇聚有
限资源，精准发力破困境。

思路决定出路。2021 年 6 月，江华以“排头兵”的气魄，
先行先试，创新实施“五联系五到户”主题活动，即联系项
目、联系企业、联系小（社）区、联系创文责任区、联系村，党
员联系到户、民情走访到户、政策落实到户、产业对接到户、
精准服务到户。

县委书记段贵建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
中，我们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锚定

‘百个班子创先进、千名领导作表率、万名党员当模范’目
标，握指成拳，精准发力，埋头苦干实干加油干，打通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步’！”

县里制定出台“五联系五到户”主题活动实施方案和系
列配套政策、文件，为高效高质开展主题活动压实责任、指
明路径、提供方法。县级领导、县直相关部门以及项目所在
地乡镇、村（社区）党员干部均联系 1 个以上重点项目；将全
县 319 个村划为乡村振兴卫星示范村、重点帮扶村、面上推
进村分类施策，将 16 个乡镇布局为三条乡村振兴“示范带”，
每个县领导联系一个乡镇、两个村包片办点，推动资源、资
金、政策下沉基层、充实一线。

此外，一手抓线下联户平台建设，一手抓线上信息平台
建设。组建覆盖全县的镇村两级防返贫监测队伍，守牢防
止返贫底线，将易返贫致贫户、低保五保户、重病重残户、空
巢老人户、留守儿童户等五类重点户安排国家公职人员优
先联系。完善“智慧党建”系统，将党员干部“五联系五到
户”工作台账、民情日记、产业对接、现场照片、风采展示等
信息及时上传至系统平台，实现全程纪实、动态考核。

段贵建身先士卒，担任“五联系五到户”主题活动领导
小组组长，联系江华海螺水泥项目、乡村振兴卫星村沱江镇
山寨村和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沱江镇茫海洲村等。在他的
带领下，全县 869 个党支部、13900 名党员、5996 名干部汇成
喷薄而出“江华力量”，联系全县 138 个重点项目、61 个园区
企 业 、40 个 住 宅 小 区 、18 个 创 文 责 任 区 、319 个 村 (社 区)、
86516 户群众，发放 10 万张“便民联系卡”、2 万本《民情日
记》、8 万册《惠民政策口袋书》，纷纷在苦干实干、创先争优
上展现新作为，在改善民生、为民服务上探索新举措，在化
解矛盾、解决问题上开拓新道路。

在 2021 年 7 月底召开的江华瑶族自治县第十三次党代
会上，县委还将“五联系五到户”主题活动明确为今后五年
全县各项工作的总抓手。

“江华速度”倍道而进——
2021 年竣工投产项目数翻番

1 月 8 日 ，江 华 项 目 建 设 迎 来“ 开 门
红”。当天，集中签约重点项目 2 个，总投
资 12 亿元；集中开工项目 26 个，总投资 21
亿元。

2021 年，江华高新区引进 5000 万元
以上项目 25 个，共投资 27.65 亿元；竣工投
产 22 个项目，增长 100%。

新冠疫情影响下，项目建设速度不减
反增，“秘诀”何在？

江华县委副书记、县长吴军臣一语中
的：“在‘五联系五到户’主题活动中，我们
大力发扬盯紧、盯住、盯牢‘三盯’精神，始
终保持苦干、狠干、实干‘三干’作风，坚持
以产业比实力，以项目论英雄，领导干部
纷纷快行一步为项目建设纾难解困，全力

推进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月 14 日，走进江华高新区湖南锐毅

马达制造有限公司，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
在生产线忙碌，运输车来来往往地运来原
料、搬走成品，一片繁忙景象。

公司董事长陈金龙感激地说：“联系
我们公司的是常务副县长蒋剑，他一个月
来公司三四次，帮我们解决了厂房装修、
安排员工宿舍等系列难题。”

驱走“拦路虎”，发展更迅猛。如今公
司每天有 6.5 万只马达销往华东市场，出
口越南、印度、巴西等国家。2021 年，公司
在国内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创新创业品
牌活动——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高
端装备制造全国赛中获“国家优秀企业”

奖，成为永州市唯一参赛企业、湖南省唯
一获奖企业。

江华高新区另一家企业湖南威斯特机
电科技有限公司，同样在“五联系五到户”
主题活动中受益良多。董事长柳伟说，去
年公司受疫情影响资金紧张，他想扩大产
能曾三次前往银行贷款，可都未获批。

联系该公司的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
震在一次走访中了解到该情况，马上电话
联系银行负责人，随后又先后 2 次赴银行
协调，不到半个月就为企业顺利贷款 200
万元。

柳伟把这 200 万元用在“刀刃”上，增
加了一条马达生产线，公司产能陡然提升
15%。

“五联系五到户”主题活动开展以来，
江华抓牢产业发展“牛鼻子”，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践行“五心”标准、“四到”要求，赋
予“母亲式服务”内涵并真正将其落实到
行动中。“五心”就是“在江华办事顺心、在
江华创业安心、在江华工作开心、在江华

生活舒心、在江华消费放心”，“四到”就是
对各级各部门要“随叫随到、不叫不到、服
务周到、说到做到”。另外，每月组织召开
政企座谈会，及时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半年多来，县级领导先后 360 余次带
队深入项目走访，现场解决项目建设中一
般问题 340 余个，督促职能部门限期解决
困难问题 135 个；深入企业现场办公 230
余次，协调解决问题 157 个。

倍道而进的“江华速度”，促使江华在
打造“三个高地”、加快“五好园区”创建等
征途中写就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至 2021 年底，江华规模工业企业达
136 家、高新技术企业 48 家、国家和省级

“小巨人”企业 13 家。江华高新区以新材
料产业为主导和以电机电器产业为特色
的“一主一特”产业集群成效凸显，中国

“马达之城”渐成雏形，科技投入产出、园
区建设两项获得省政府真抓实干奖，发展
园区产业典型经验做法获省政府综合大
督查通报表彰。

“幸福江华”踏歌而来——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4 万多个

长鼓腾跃瑶歌飞。

岁末年初，“神州瑶都”江华瑶族自

治县高质量发展活力蓬勃，捷报频传。

永州市乡村振兴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现场会在江华召开，防返贫致贫监测

和帮扶工作在全省推广，烤烟生产获评

全省优秀单位，省委、省政府将该县乡村

振兴做法向国家乡村振兴局作专题推

介；高新区打造中国“马达之城”被省政

府综合大督查作为典型经验给予表扬，

园区建设和科技投入产出获评省政府

“真抓实干”表彰，“五联系五到户”经验

做法在全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现场会上

作典型发言。去年主要经济指标增幅位

居全市前列，特别是规模工业企业纳税

额上亿元的企业占全市 40%。在“六位”

建设上，去年办好了一系列重点的民生

实事，平安建设获得省“平安县”称号，民

调获得全省第二的好成绩，县委组织部

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第七届湖南省“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号……

素有“省尾”之称、曾长期贴着“老、

少、边、穷、库”标签，在逆袭之路上不断

创造奇迹的江华，去年来奋力推进“五

联系五到户”主题活动走深走实，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4 万多个，用心

用情暖了“神州瑶都”。再次通过“实干

苦干加油干”，证明“事业是拼出来的、

口碑是干出来的”这个硬道理。

2021 年 12 月，江华“五联系五到

户”主题活动工作做法，被省委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作为全省特色亮

点推介。

■ 陈 程 黄柳英 杨丁香 欧天舒

全县村支书乡村振兴主题培训班学员到沱江镇山寨村
学习参观。 朱全喜 摄

爱情小镇成为江华旅游一张新名片。 杨丁香 摄 邦特尔车间一角。 李忠林 摄 红山万亩橘园。 徐雪斌 摄

江华城区一角。 李江辉 摄

瑶族长鼓。 李忠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