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潭市

冷水江

湖南日报 1 月 20 日讯（全媒体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朱华美 杨晓慧）1 月 13 日

一大早，冷水江市渣渡镇和平村村部人头攒

动，村党支部书记易军清点人数、逐一分队，

由党员干部带领村民开展环境卫生清洁行动。

和平村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积极探索

党建引领、全民参与的乡村振兴工作新路子。

冷水江市坚持把夯实基层党组织基础

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不断建强人

才队伍，强化保障措施，推动党建与乡村振

兴同频共振。

为有效破解农村带头人从哪里来、怎么

育得好、如何用得上、怎样留得住等问题，冷

水江市突出抓好村级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

高质量完成 2021 年村社“两委”换届。目前，

全 市 150 个 村 级 党 组 织 一 肩 挑 比 例 超 过

98.6%，党组织书记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达到

45%，每个村(社区)都配备一名 35 岁以下的

年轻干部，培养大学生村级后备干部 64 名。

同时，坚持和完善向重点乡村选派驻村第一

书记和工作队制度，选派 200 余名干部组成

71 支工作队，锻造一支融得进去、沉得下来、

派得上用场的乡村振兴“铁军”。

在党员带着群众干的基础上，冷水江依

托行政村统一划分综合网格，织密网格党组

织体系。健全“行政村党支部、网格党小组、

党员联系户”的村党组织模式，统筹网格内

党的建设、乡村振兴、社会保障、应急管理、

社会救助等工作 ，做到联系服务群众精准

化、精细化；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网格

内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实现党员喊得应、群

众跟得上，形成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乡村振

兴新格局。

冷水江市党群一条心，形成致富合力，

被评为全国全面小康指数百强县级市、全省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县、全省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先进县市，创建省级美丽乡村

示范村 11 个。

建强150个村级党组织，推动共商共建共管共享

“红色引擎”赋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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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集装

“邵阳红”馆启动运营
湖南日报1月 20日讯（全媒体记者 肖霄

通讯员 李小俊）位于邵阳市大祥区百春园新

经济产业园的全国消费帮扶“邵阳红”馆昨天

启动运营。南山牛奶、军杰辣酱等 20 多种“邵

阳红”品牌目录产品入驻。借助“邵阳红”品牌

建设契机，该市大力实施消费帮扶，建设“邵

阳红”消费帮扶馆和一批实体店，旨在通过搭

建全民参与的消费帮扶平台，进一步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湖南日报 1 月 20 日讯（全媒体记者

蒋睿 通讯员 黄武平 周金芝）湘潭县碧泉

村集中流转 2800 亩土地，创建碧泉潭现代农

业示范园种植优质稻，村集体每年增收 30 万

元；湘乡市和睦村清理村级林地资源、石灰

石矿区、水域，通过重新招租，每年增加村集

体收入 10 万元……湘潭市开展清产核资、准

确界定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积极培育壮大

村集体经济。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三批

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典型经验

交流单位，该市是全省唯一上榜单位。

经统计，湘潭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

总额 56.06 亿元。该市因村施策，按照资源性

资产和经营性资产两种类型推进村组清产

核资。各县、市、区分管领导带队联点指导，

边清查边核实，并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归集

研究，形成典型案例汇编。厘清乡、村、组三

级资产资源权属，经联合协商，将三级共属

资产资源整合，共同发展集体经济。

精准确定资产权属，做强资源经济，壮

大村级集体产业。全市各地通过界定乡镇、

村、组三级林场、水塘、山地、矿地、学校等资

产权属 ，对闲置或利用效率较低的集体资

产，通过重新发包、招租等方式进行盘活，有

效增加村集体收入。湘潭县引入上市企业立

华股份和正邦集团，创建“上市企业+村集体

经济组织+养殖大户”发展模式，由村集体提

供用地，上市企业负责项目投资建设，养殖

大户租赁农场与上市企业合作养鸡养猪，支

付租金给村集体。目前，全县有 8 个乡镇 10

个村共建集体农场 29 个，带动脱贫户 200 多

人就业。

2021 年，湘潭市 755 个行政村集体经济

总收入 1.39 亿元，平均每个村较 2020 年增长

29500 元，农村人口人均收入 19506 元，同比

增长 11.4%。

因村施策盘活资产资源
去年该市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平均每村比上年增长29500元

湖南日报 1 月 20 日讯（全媒体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杨清）今天，《株洲市“十四五”新型智慧城市发展规划》通过

专家评审。

新型智慧城市，是以创新引领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路径，

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

式。《株洲市“十四五”新型智慧城市发展规划》以数据赋能

为核心，顺应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提出通过“五个一”

建设框架，即“一体统领、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端通达、一

数赋能”，实现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

合，以信息技术促进株洲在城市数字化、营商环境、经济发

展、产业发展、城市管理等方面能力的转型提升。按照规划，

到 2025年，株洲将建立以智能、高效、安全等为特征的数字基

础设施，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放利用取得突破进展，民生服

务、城市治理、产业发展等领域的应用全面开展。株洲将打造

成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水平领先中部、迈入全国先进行列的工

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区和城市现代化治理引领区。

株洲制定新型
智慧城市发展规划
到2025年，打造工业数字化转型

示范区和城市现代化治理引领区

湖南日报 1 月 20 日讯（全媒体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米满凤）进口冷冻食品进入怀化百姓餐桌前，须过“五关”得

“五证”。1 月 19 日，湖南省进口冷链食品建立集中监管仓现

场推进会在怀化市召开，会上推介了怀化市进口冷冻食品

集中监管仓建设经验。

为最大限度阻断进口冷冻食品疫情输入性风险，2021年

2月 1日，湖南省进口冷冻食品首个市级统一集中监管仓——

怀化市进口冷冻食品集中监管仓，在佳惠物流园干调冻品市

场建成运行。凡是进入怀化市储存、加工、销售的进口冷冻食

品，须于计划到达 24 小时前向驻仓专班预约申报，一律先进

入市集中监管仓进行查验、消杀、核酸检测。在取得《怀化市进

口冷冻食品集中监管出仓证明》后，其方可销售。

怀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怀化市进口冷冻

食品集中监管仓以“湘冷链”平台为依托，严把进口冷冻食

品的“五道关口”（集中监管、电子溯源、每件必检、件件消

毒、合格出库），实行“五证”（入关检疫检验证明、核酸检测报

告、消毒证明、追溯信息、怀化市进口冷冻食品集中监管出仓

证明）入市销售制度。该市强化进口冷冻食品储存、运输、生产

加工、销售和餐饮服务全流程全链条闭环监管，确保辖区所有

进口冷冻食品经营户统一从市集中监管仓采购。

截至 1月 17 日，怀化市进口冷冻食品集中监管仓共入仓

进口冷冻食品 2269 批 8859.57 吨，核酸检测食品样本 16998

个，合计完成核酸检测样本 28300 个，发出出仓证明 2088 张，

出仓货物 8831.18 吨，先后 3 次拦截阳性进口肉类冻品，有效

阻断了新冠病毒通过食品输入怀化市场的风险。

进口冷冻食品
上餐桌前须过“五关”

怀化进口冷冻食品集中监管仓
建设经验获全省推介

湖南日报 1月 20 日讯（全媒体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李慧兰）近日举行的全省

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上，邵阳市获评全省

2021 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农村公路建设优

胜单位，该市连续 4 年获此殊荣。

2021 年，邵阳市采取“一创建、两提

升、三机制”措施，推进农村公路建设。“一

创建”即开展“三比三创”行动，比进度创

建奋进路、比质量创建品质路、比效应创

建振兴路，激发各县（市、区）创先争优动

力。“两提升”即提升质量管理水平，严格

执行建设标准，强化监督；提升安全管控

水平，落实农村公路建设工程全过程全

方位安全防范管控机制，推进农村公路

风险隐患整治。“三机制”即干部下沉、分

片负责精准推进机制；通报督办进度机

制，实行一月一通报，对工作滞后县（市、

区）下达督办函，明确工作建议和要求；

考评加压机制，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激发

推进动力。

2021 年，邵阳市完成农村公路提质改

造 426.558 公里，完成率 114%；完成安防

设施建设 870.978 公里，完成率 102.47%，

完成情况均排全省前列。

邵阳市连续4年获评公路建设先进

澧县实施“交铺即交证”
湖南日报1月20日讯（全媒体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胡仕林 周尚武）1 月 18 日，澧县三科

农商城项目一期交铺现场，20 名购铺者同时

领到不动产权证。继澧县金源国际二期、澧州

龙城实施“交房即交证”试点后，该县又在三

科农商城项目创新实施“交铺即交证”。这是

由深圳三科控股集团投资 30 亿元倾力打造、

以大型农副产品交易集散为主体的农商综合

体。项目一期南面市场交易区自打桩、竣工验

收到取得不动产权证不到 19 个月，创造三科

控股集团全国项目的标杆速度。

宁远“生态春联”迎新年
湖南日报1月20日讯（全媒体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李学勤 欧阳友忠）“ 生 态 家 园 千 顷

绿，温馨岁月满堂红”……1月 19日上午，宁远

九嶷河国家湿地公园广场，10余名书法家挥毫

泼墨，近 500 副散着墨香的春联被围观的市民

一“抢”而空。湿地公园管理部门和县林业部门

根据群众需求，组织本地书法家开展现场写春

联、送春联活动，春联内容重点突出生态环保，

领到春联的市民亲切地称之为“生态春联”。

湖南日报 1月 20 日讯（全媒体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肖现鹏 李育红）蓝山县

潘某等 10 位农民工日前开心地领回了属

于他们的 13.4 万元“血汗钱”。

不久前，蓝山县潘某等 10 位农民工

到县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进行投诉，县里

一家从事机械制造的公司拖欠他们 13 万

余元工资，已有两年多。蓝山县根治欠薪

联合办公专班立即组织人员开展调查，

发现该公司尚有一笔厂房租赁补贴，于

是立即召集厂房业主、公司法人协调，最

终决定以厂房租赁补贴为限先行解决民

工工资。

年关岁末，蓝山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农民工欠薪工作，积极开展根治欠薪

冬季专项行动，设立了根治欠薪领导专

班 、联 合 办 公 专 班 、工 作 专 班 等 三 级 专

班，定期分析研讨当前欠薪形势和具体

应对措施，县领导和县直部门一把手轮

班到劳动维权投诉窗口接访，24 小时协

同处理欠薪引发的突发事件，为农民工

安“薪”过年保驾护航。三级专班齐发力，

截至目前，共为 328 名农民工追回欠薪近

450 万元。

蓝山为农民工追回欠薪近 450万元

湖南日报 1月 20日讯（全媒体

记 者 张 颐 佳 通 讯 员 高 培 杰）

新 春 将 至 ，岁 寒 情 暖 。1 月 19 日 至

20 日，长沙市开福区对口帮扶湘西

州龙山县内溪乡工作队联合乡党

委、乡政府，在内溪乡 12个村对 20名

家境贫寒的孤儿开展“迎春献爱心，

开福暖冬行”慰问活动。

“你们家今年有多少收入”“今

年多大了，在哪念书”“家里有没有

什么困难”……每到一户家庭，工作

队都会和孩子们及亲人唠唠嗑、扯

扯家常，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近况、

身体状况和收入情况，倾听他们的

困难和诉求。

据了解，2017 年至 2020 年开福

区对龙山县内溪乡累计投入帮扶资

金 4400万元，实施帮扶项目 65个，帮

助内溪乡顺利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内

溪乡 5300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9个

贫困村全部出列。2021年是开福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开福

区确保机制不变、力度不减，对内溪

乡投入帮扶资金 1550 万元，围绕产

业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和文化振兴

五个方面铺排21个项目，用心、用情助力内溪乡实现

乡村振兴工作良好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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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1月 20 日讯（全媒体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王茜）昨天，位于长沙市

天心区先锋街道环宇城前坪的“先锋红色

驿站”开门迎客，30 余平方米的空间内，沙

发、书架、饮水机、微波炉、医药箱、储物柜

等设施应有尽有，宛如“迷你版”的温馨之

家。环卫工人、快递员、送餐员、建筑工人

等户外劳动者，均可以在这里歇脚休息、

热饭喝水。

“有了这个地方，我们的快递员等待

拿餐时也有了一处‘避风港’，很人性化，

也很温暖。”从事快递行业 5 年有余的唐

辉说。当他看到驿站内党建的相关资料和

红色书籍时有些兴奋，“我是一名流动党

员，以后是否可以在这里参加党组织活

动？”得到街道工作人员的肯定答复后，唐

辉更是喜形于色。

为实现户外劳动者“冷可取暖、热可

纳凉、渴可喝水、急可如厕、累可歇脚、伤

可用药”的现实需求，同时加强这些人群

流动党员的管理，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

让流动党员找到“港湾”，天心区先锋街道

党工委创新举措，按照“党建引领、整合资

源、工会组织、创新管理”原则，以党建小

切口入手，联合街道工会联合会，为户外

劳动者搭建了这个“先锋红色驿站”。

“户外劳动者是最基层、最忙碌、最辛

苦、最容易被人遗忘的党建盲区，我们以

此为契机，深入实施‘党建聚合力’工程，

将驿站打造成改善户外劳动者劳动条件

的平台。”先锋街道党工委书记阳海波介

绍建设“先锋红色驿站”的初衷。

小驿站 大温暖

天心区建“先锋红色驿站”

湖南日报 1月 20 日讯（全媒体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李卓林 杨庆）“在相关部

门的帮助下，我们领到了被拖欠的 144963

元工资。”1 月 19 日，在桂阳县一家砖瓦厂

务工的杨某说，这下他可安心回郴州市北

湖区老家过年了。

2019 年 10 月，杨某等 10 余位农民工

来到桂阳县一家砖瓦厂务工，期间被拖欠

工资 144963 元。桂阳县纪委监委接到杨

某等投诉后，督促县人社局、县公安局与

这家砖瓦公司进行协调，问题得到圆满解

决。

为引导农民工理性维权、依法维权，

桂阳县开展“以案释法”“维权无忧”“标准

化无欠薪项目”、问题线索“两清零”“根治

欠薪”等行动。设立接访室，安排专人和法

律顾问进行接访，确保投诉举报电话和争

议处理“绿色通道”畅通。以明察暗访、随

机抽查、农民工满意度调查等形式，对活

动开展情况进行核查，对发现的失职行为

进行约谈、通报、问责、曝光。

去年，桂阳县办结拖欠工资案件 1004

件，帮助 3978 名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

资 7070 余万元。

桂阳帮助农民工追薪 7070余万元

1 月 20 日 ，新

田县大坪塘镇定家

村种植基地的 600

余亩沃柑喜获丰收，

村民忙着采摘。近

年，该村引导村民发

展葡萄、沃柑、桂柚

等 特 色 水 果 种 植

2000 余亩，年产值

达1.2亿元。

钟伟锋 蒋文慧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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