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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昌小英

通讯员 胡晓建 殷大亮

“我社区某居民楼内，近日频繁出入背书

包的学生，可能存在‘地下’培训学校。”8月 5日，

接到社区网格员举报线索，邵阳市大祥区教育

局校外教育培训监管股立即联合相关部门，展

开联合执法行动。

当天，一家隐匿在城南街道红星社区居民

楼内、正在进行学科培训的无证无照校外培训

机构，被当场查封。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大祥区从严从实推

进校外培训机构综合治理，重点对学科类培训

机构、无证无照非法培训机构开展源头治理，

实施精准打击。一年来，全区校外培训机构由

145 所压减至 89 所。培训市场进一步规范，居

民教育获得感明显提升。

合力进行监管，形成严打高压态势

7 月初，大祥区教育局依法对红旗路街道

某非法学科类培训机构作出罚款 1.3 万元的行

政处罚，这是大祥区开展整治校外违规培训攻

坚行动以来，开出的首张罚单。

“我区对非法校外培训持续保持严打高压

态势，第二批 3 张罚单即将开出，对非法培训

市场形成震慑。”大祥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黄承意说。

大祥区立体推进校外培训机构乱象整治，

建立区委书记任顾问、区委副书记任总召集人

的“双减”专班，增设校外教育培训监管股，协

调区教育局、市监局、公安局及民政、人社等相

关部门和各街道，合力参与校外培训机构监督

管理。

各部门统筹协调，建立起教育、街道、社区

及市监、民政、文体等职能部门分别负责的无

证无照培训机构整治排查线，动员教育系统机

关干部、学校老师和街道、社区分管领导、片

警、网格员、志愿者等加入，以网格化管理形式

对校外培训实施常态化、全覆盖、地毯式摸排

暗访。

同时，组建联合执法组，强化从业人员、资

金、培训教材、广告宣传 4 项监管，从严规范校

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严厉打击无证无照校外

培训机构和学科类培训转入“线上”或以“家政

服务”等名义进行“一对一”“一对多”等培训行

为。

去年 7 月以来，大祥区累计开展明察暗访

1565 次，检查校外培训机构 600 余家，取缔“隐

形变异”违规办学点 43 处。对 7 家校外培训机

构立案查处，约谈无证无照培训机构负责人 25

人次，清退违规收费 27.65 万元。

拓展信息渠道，实施精准有效打击

今年放暑假前，大祥区教育局统一部署，

组织全区 48 所中小学校、766 个教学班分别召

开家长会。班主任向家长宣传“双减”政策，公

布非法教育机构举报热线，引导家长共同参与

打击，形成全社会支持“双减”的良好氛围。

“放暑假以来，我们查处了 8 个非法培训

‘窝点’，大部分线索来自市民举报。”大祥区教

育局校外教育培训监管股股长罗玲娜表示，广

泛的信息来源，助力执法人员准确掌握线索，

精准有效打击。

大祥区设立专门的投诉举报电话，在区党

政门户网设立举报平台，各级各类学校张贴公

布举报电话及邮箱，安排专人 24 小时接访。在

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设立教育窗口，接受咨询

及投诉。

目前，大祥区已实现全区监督举报电话全

覆盖，共接举报 40 余次。该区还建立线索处置

台账，对所有问题线索实行即时处置、限期办

结、逐项销号管理。

“我们将继续积极稳妥推动监管落地落

实，分重点、攻难点，全力抓好校外培训机构的

治理工作，坚定不移推进‘双减’工作落地见

效。”大祥区委书记王俊说。

大祥区源头治理、精准打击——

让违规培训无所遁形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鲁融冰 刘蓉

通讯员 周志梅 张佳仪

8 月 4 日，传统七夕节。常德市鼎城区十里

外滩徐家巷商业步行街，“青春有约”大型交友

活动举行。在志愿者操持下，青年男女为爱集

结，徜徉在这片浪漫海洋里。

入夏以来，鼎城区各类主题活动精彩纷

呈，大湖路、南城天街、阳明湖公园等地热度攀

升，城市“夜经济”活跃。这背后，是一场场接地

气、冒热气的文明实践活动。

空中电波架起便民桥梁

从疫情防控到项目建设，从产业发展到乡

村振兴……鼎城区将新时代文明实践融入经

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

作为全区开展文明实践活动的中枢机构，

鼎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区融媒体中心共

建共享，优势互补，依托“鼎级传媒”APP，开设

“文明实践”专栏，开展理论政策宣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育等，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

常百姓家，实现文明实践线上线下同频共振。

每天 9 时至 10 时，鼎城融媒“阳光政务”开

播。这档电台节目因活泼、犀利的风格，宣传政

策法规，为民答疑解惑，架起党群联系的空中桥

梁，被老百姓称为值得信赖的“空中信访局”。

“镇里春修水利时，把我的田埂挖坏了，

一直没给我复原，你们能协调解决吗？”今年5月，

鼎城融媒“阳光政务”节目中，尧天坪镇一位

听众通过热线反映问题。主持人小希初步了

解情况后，现场与当地镇政府进行三方连线。

政府工作人员表示立即找村里核实，尽快解

决问题。

群众需要什么，文明实践就做什么。针对

普法教育，该节目每周三播出“律师说法”，邀

请高校教授、知名律师做客直播间，以案说法；

每月 3 期“嘉宾访谈”，区职能部门及乡镇“一

把手”将最新政策广而告之，同时开通视频直

播、热线互动，听众将问题第一时间反映给相

关部门，打通办事上门难、不会办、投诉难的堵

点。

一些人因缺乏安全防范意识，易遭受电信

诈骗。前不久，“阳光政务”联合银行及公安机

关设置反电诈专题，讲解存款、挂失、转账等相

关金融知识，增强群众识骗、防骗、拒骗意识，

受到好评。

线下志愿服务有声有色

“追忆先烈革命路，舍生忘死信仰坚……”

7 月 28 日，记者走进鼎城区黄土店镇“美在金

秋”老党员之家，见 78 岁的赵耐即兴作诗，72

岁的胡永涵挥毫泼墨。不一会儿，两人合创的

作品便呈现眼前。

两位老人均是退休教师，也是黄土店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金秋党旗红”志愿服务队队

员。该服务队由当地 50 多名离退休干部组成。

他们退休不褪色，积极发挥余热，通过诗书画

创作等，歌颂真善美，弘扬正能量，助推乡风文

明建设。

“前段时间举办的摄影展，展现的是我们

共同生活的美好家园，反映的是身边人、身边

事，深受老百姓欢迎。”赵耐告诉记者，参加志

愿服务，让自己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实现老有

所为、老有所乐。

鼎城区不断建强文明实践网格矩阵，全区

已建成 1个区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23个乡镇

（街道、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96个村（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实现区乡村三级全覆盖，形成

“中心吹哨、部门动员、各方参与”的格局。

作为中心、所、站三级体系的有力支撑，鼎

城区组建“1+8+N”志愿服务组织，即 1 支区级

文明实践服务总队，下设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文

艺、助学支教等 8支志愿服务队，以及由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成立的多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

这些志愿服务队在服务群众中凝聚人心，

不断激发大家参与文明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目前，全区已有 11 万余名注册志愿者，形

成“志愿服务人人做、志愿服务天天见”的文明

新风尚。

文明新风润三湘

“阳光政务”架起“空中信访局”，11万余名
注册志愿者活跃城乡——

鼎城劲吹文明风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璇

通讯员 易晖 陈小芹

炎热夏日，驶离岳阳市区 16 公里，记者来到

岳阳县新开镇龙湾村。这里山林众多、凉风习习，

湘莲、葡萄长得果实饱满，创业热潮涌动，鞋厂、

酒厂在繁忙生产，新引进的商贸物流项目在加紧

施工……

“从全镇末尾跃升到第一，龙湾村集体经济

发展势头强劲！”新开镇党委书记刘潇介绍，去

年，龙湾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100 万元，解决当地

劳动力 450 余人就业。

小村直供大品牌

吹着空调、坐着干活、吃在食堂……在龙湾

村生活了 40 多年的陈明珠，怎么也没想到，在村

里工作竟和城里一样，不用风吹日晒。她每天骑

摩托车上下班，“通勤”时间 5 分钟。

8 月 5 日上午，兴胜鞋材加工厂门前，一辆大

货车运来崭新的进口面料；同时，2000 余双鞋面

装箱上车，发往外地。厂长李菊华满脸笑容地说：

“最近订单多，3 条生产线都开了。”

2018 年，鞋厂厂房还是一栋闲置的村民活动

中心，共 3 层 1800 余平方米，挂在网上租赁，鲜有

问津。在外打工的李菊华得知后，决定回村创业，

干老本行做鞋面。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李菊华携手龙湾

村、共和村村支两委，三方共投入 176 万元成立鞋

厂。租场地、添设备、招工人，仅 1个月就实现投产。

跟李菊华一起回村的，还有陕西人胡艳。“工

人都是附近的村民，以前没做过鞋，现在一个新

式样教几遍就熟了。”车间里，电动缝纫机的声音

此起彼伏，负责技术管理的胡艳正在严格检查做

好的鞋样。

去年 9 月开工以来，120 多个村民先后进入鞋

厂工作，其中 9 人家庭贫困或身患残疾，每月发放

工资 36 万元，并为龙湾村每年带来村集体经济收

入 15 万元。

“龙湾人做的鞋，外国人穿了都说好！”李菊

华说，鞋厂生产的鞋面统一供给国外某知名运动

品牌，双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目前生产订单已

排到 2025 年。

古酿酿出好酒香

上世纪 80 年代，龙湾谷酒因以山泉、纯粮酿

造，醇香浓郁，声名远扬。

“龙湾曾是浏阳河酒、常德大曲的原酒供应

地。”村民回忆，当时每到出酒时节，村里停满大

大小小的外地车辆。

家庭作坊、手工酿造，导致谷酒供不应求。但

有人看中“商机”，在酒中兑水，以假充好，败坏龙

湾人做好酒的名声。

龙湾村村支两委在清理村级资产资源时，没

有忘记这一笔无形资产。继承祖辈酿酒技艺的小

伙陈亮也不甘心：“龙湾一定可以再出好酒！”

2019 年，在村里支持下，陈亮成立岳阳市龙

涎谷清酒业有限公司，注册“巴陵老龙湾”“谷清”

商标。建有白酒品质检验中心，生产车间安装监

控设备，生产过程全透明，让消费者喝上放心酒。

陈亮用于制酒的原料，取自于当地农户种植

的无公害生态稻谷。去年，陈亮以高于市场价格

收了 8 万公斤。今年村民都抢着把稻谷卖给他。

春不打鱼，夏不酿酒。8 月，陈亮的酒厂静悄

悄，酒窖里堆得满满当当，即将迎来下半年的销

售旺季。“前年销售额 41 万元、去年 60 万元，今年

已有 65 万元、全年应会突破 100 万元。”陈亮充满

信心。

目前，龙湾村村支两委牵头，联合全村 15家谷

酒作坊成立合作社，打响“龙湾谷酒”品牌。合作社

以无公害稻谷种植为源头、标准化质量管理为抓

手、谷酒文创为突破口，计划 3至 5年内，形成龙湾

谷酒种植、加工、生产、销售全产业链条，年产值超

1000万元，成为村集体经济收入支柱之一。

汗水绘就新生活

在龙湾村集中建房点，柏油路平坦整洁，房

屋错落有致，到处干干净净。

去年，龙湾村被评为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村。村党总支书记马水兰感慨，从前大家认为环

境再好，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现在村里日新月异，

老乡回来建家乡有信心，产业类型多样化，村集

体经济成绩喜人。

龙湾村原高垅砖厂占地 34 亩，几年前关停拆

除后，土地无法复耕，一直闲置。村支两委班子努

力盘活这一集体资产，召开党员组长会议，广泛

征求村民意见，最终形成以集体建设用地租赁招

商的发展思路。

“家乡越变越美，交通越来越方便，我们创业

有信心！”一直在外打拼的邱常听到招商消息，带

着资源、资金回乡，创办湘阳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曾经荒草丛生的土地上，而今建设如火如

荼，邱常天天盯进度：“项目投产后，不仅能让更

多乡亲上班赚钱，还将为村集体经济一年增加 10

万元以上收入。”

夏日清晨，村民方志贤 4 时起床，戴上探照灯

去河里采摘新鲜的莲蓬，交给龙湾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售卖。“村干部帮忙网上销售，比我自己卖得

好！”方志贤高兴地说，今年种植的 50 亩湘莲，将

有近 20 万元收入。

除了湘莲，合作社通过电商、直播等平台，帮

助村民售卖葡萄、金盆柚、大米、黄豆等农产品。

马水兰说，来自“美丽乡村”的农产品，绿色生态

是最大卖点，也会成为村集体经济新的增长点。

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田野

村级集体经济新作为村级集体经济新作为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龚雅丽

通讯员 李嘉儒 王志军 常彬

在新化县吉庆镇油溪桥村，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彭育晚平时身穿白衬衫，腰杆笔挺；

林地干活时，身着迷彩服，干劲冲天。工作有需

要，他一声招呼，一呼百应，行事作风如同军人。

“彭支书是退役军人，他干在前面、雷厉风行

的作风极大影响我们。在他带领下，村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告诉记者。

如今的油溪桥村，从省级贫困村变成全国文

明村；从栽不了树、耕不了地的“石头山”，变成睁

眼看花、伸手摘果、下田有鱼的“聚宝盆”，村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去年达 2.86 万元。

带着村民干，消除心中“小九九”

4 年军旅生涯，彭育晚立下 4 次战功。

1997 年，彭育晚退役后带着妻儿，在广西南

宁办起企业。经 10 年打拼，坐拥千万身家。

当时，远在娄底老家的油溪桥村却还是栽不

了树、耕不了地的一片“石头山”，村集体负债 4.5

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不到 800 元。镇领导找到

“能人”彭育晚，邀请他回乡带领大家干，改变家

乡落后局面。

没有过多犹豫，彭育晚答应了。

要想富，就得激起村民的干劲。彭育晚回乡

被选为村支书后，从建好班子下手，推举村里有

学识、有能力、有担当的能人和年轻党员进入村

组班子；实行村组干部工资绩效改革，取消会议

开支和误工补助；把村支两委成员以及党员、组

长和协会会员全部列入评比考核。

“以前村里开会，迟到的、缺席的干部随便找

个理由就能敷衍过去。现在迟到 3 次以上，工资就

要大打折扣。”彭育晚介绍。

严要求，首先要以身垂范。最难办的事、最辛

苦的事、最得罪人的事，彭育晚总是带头干，不干

好不罢手。

用水问题是村民的“心头痛”。彭育晚四处筹

资，勘探水源。为节省开支，除请安装管道的技术

工外，其他都由他带头“自己搞定”，本来需要 300

多万元的项目，只用了 60 多万元。

“有了这么一个以身作则、一心为公的领头

雁，村干部和村民心中的‘小九九’自然而然就烟

消云散了。”村干部夏玉姣说。

人人挣积分，村里事就是家里事

“村里现在流传一首歌谣：‘睁眼看花，伸手

摘果，下田有鱼，山地绿化。’这一切，跟彭支书分

不开。”油溪桥村乡村振兴经验交流中心讲解员

彭德友向游客“炫耀”。

彭育晚出生在上世纪 70 年代，家有兄弟姐妹

8 人。“苦孩子”出身的彭育晚知道，要想摆脱贫穷

必须发展产业，让村民有收入。

“村里都是石头，能种什么呀！”对于发展产

业，村民不看好。

彭育晚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村支两委制

定的‘三年转弯子、六年打基础、九年见成效’三

步走计划，我们可以重点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彭育晚说，“植树造林是我们跟石头山打的

第一仗，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的努力我

们也会一一记录在册。”

为提高村民参与度，将村民的热情和智慧激

发出来，村里创新推行村级事务积分制管理，将

村民在脱贫帮扶、产业培育、出工出力等方面的

表现，量化为奖励指标 35 项、处罚指标 41 项。每

户建立一个档案袋，分门别类进行考核打分，年

底进行统一结算，将村民所获积分按比例折算成

股份参与分红。

“干得多分得多。”村民把村里的事当成自家

的事来办，“抢着干”的村民越来越多。凭着这股

干劲，村民义务投工投劳，挑土上山，开荒垦地。

几年间，油溪桥村修通公路，建起饮水工程，疏通

河道，开发水蜜桃、柚子、脆枣、猕猴桃等经果林

2800 余亩，村里四季有花看、有果摘。

村里还利用过境的油溪河搞起了峡谷漂流，

开发生态农庄、钓鱼山庄，打造集漂、游、摘、吃、

住、行、玩、购于一体的生态旅游项目。村民还在

稻田里养禾花鱼，家家户户都有了致富产业。

群山深处的小山村面貌一新：山峦郁郁葱葱，

水田错落有致，小河蜿蜒流淌，村舍干净整洁……

去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6 万元，村集体经

济收入 261 万元。

村事村民管，小袋子管出大文明

“要用军人作风，改变村貌村风。”彭育晚受

部队作风纪律建设启发，将“军事化管理”搬到乡

村治理中来，以细与严的要求改变铺张浪费、大

操大办、相互攀比等陋习。

村里事，村民管。彭育晚带领村支两委，广泛

征求村民意见，7 次修订村规民约，将禁止燃放爆

竹、禁止滥伐林木、禁止家禽散养、实行垃圾分类

等写进去。同时，依据村规民约，开展星级文明

户、先进院组和全村“十好”模范评选表彰活动。

彭育晚将村级事务积分制管理模式与村规

民约相结合，建立党员廉洁勤政档案和户主文明

档案，好人好事以及违反村规民约的行为，记入

档案中。年底，档案袋与村民全家人见面，并将积

分与表彰、奖励、分红挂钩。

这一举措，既涉及“里子”，又关乎“面子”，有

效规范了村民的行为，小袋子管出了大文明。

油溪桥村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村、全国最美休闲乡村等，成为乡村振兴

的样本。

“很多人问我，油溪桥村发展的经验是什么？

其实没什么秘诀，就是团结和齐心，让村民真正

成为管村、治村的主人。”彭育晚说。

山村涌动“创业潮”
——岳阳县龙湾村盘活资源发展村集体经济纪实

新时代“老兵新传” 转战乡村振兴新战场
——记退役军人，新化县油溪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彭育晚

彭育晚（中）与油溪桥村村民一起探讨蔬菜

优质高产栽培方法。 方剑洪 摄

峰林骑行
8 月 7 日，张家界市武

陵源景区举行“峰林骑行”

自行车穿越赛，来自湖北、

福建、广东等地的 1570 名

车手参赛。比赛分为男子公

路组、女子公路组、男子山

地精英组、女子山地组、男

子山地大众组五个组别。赛

道全程18公里，沿途经过武

陵源景区十里画廊、水绕四

门、百丈峡等精华景点。

吴勇兵 摄

湖南日报 8月 7日讯（全媒体记者 陈勇）

记者今天了解到，为了确保中元节群众祭祀活动

安全、文明、有序，省民政厅近日向全省发出

《2022 年中元节文明祭扫倡议书》，倡导从自己

做起、从家庭做起、从现在做起，以文明安全祭祀

的方式追思先辈、祭奠逝者，践行文明新风尚。

中元节是人民群众缅怀先人、悼念逝者的

传统节日，扫墓、祭祀祖先已成为传统习俗。随

着中元节临近，我省群众性祭祀活动逐渐增

多，加之近期连续高温，野外用火极易引发森

林火灾。省民政厅向全省人民发出倡议：文明

祭祀、从我做起；安全祭祀、远离火灾；节俭祭

祀、敬老爱老。祭祀过程中，要自觉摒弃不文明

祭祀方式，采取“鲜花换纸钱”“丝带寄哀思”等

绿色环保方式祭奠逝者，倡议通过“云上清明”

网络祭祀先人。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当

文明祭祀的先行者，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身

边的群众。

安全无小事，生命重如山。在殡仪馆、公

墓、骨灰堂等祭祀较为集中的场所，要增强安

全意识，自觉遵守秩序，遵守防疫规定，自觉戴

口罩、不扎堆、不聚集。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

定，上坟不烧纸烧衣、燃香点烛、燃放烟花爆

竹、烧坟头草，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祭奠先人，

表达的是追思怀念之情，更要大力弘扬尊老孝

老敬老爱老传统美德，提倡老人在世时晚辈多

陪伴、尽孝心；老人去世后不大操大办，不搞攀

比、不讲排场、不摆阔气，提倡文明节俭治丧。

中元节临近，省民政厅向全省发出倡议

从家庭做起，文明安全祭祀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