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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看小镇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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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丁 瑜）3 月
13 日，记者从市纪委监委了解
到，即日起，市委巡视整改督查
工作领导小组将赴各县市区、市
直单位开展督查，推动巡视反馈
意见马上改、坚决改、全面改。

据悉，督查组从市委督查
室、市政府督查室、市委组织部、
市纪委监委等单位抽调专人，成
立1个巡回督查组和4个督查小

组。督查重点包括：市委整改方
案的学习传达和部署落实情况；
各级各单位党组织认领任务、制
订方案、压实责任、整改落实的
情况；中央、省委巡视办交办信
访件的办理和问题线索处置情
况；在整改中省委巡视组、市委
交办件的办理情况；举一反三、
建章立制情况。

督查将采取日常督查、全面

督查、重点督查三种方式进行。
日常督查每周一次，通过调阅资
料、电话了解等方式，调度工作
进度；全面督查不定期开展，通
过上门走访、调阅资料、个别谈
话等方式，了解阶段性整改工
作；重点督查视情开展，通过发
函督办、上门走访、抽样调查等
方式，了解重点问题、重点事项
的办理情况。

严督实查 以查促改
市委巡视整改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即日起开展督查

本报讯（记者 李 冀）3 月
15 日，我市召开深化供销合作
社综合改革工作推进会。市委
副书记陈爱林，副市长李激扬出
席会议。

岳阳是全省唯一的深化供销
合作社综合改革示范市。自改革
启动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认真
贯彻中央、省、市决策部署,坚持
一手抓综合改革，一手抓创新发
展，圆满完成了改革示范任务，
创造了岳阳经验和岳阳模式。

陈爱林指出，创建改革示范
市只是一个起点，要充分发扬成
功经验，始终坚持姓农为农务农
宗旨不动摇、领导高度重视靠前
指挥不动摇、以财政投入撬动民
间资本不动摇、深化改革创新不

动摇、发挥市场作用不动摇、运
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不动摇；坚
定目标方向、坚持问题导向，在
提高政治站位中始终把握“主旋
律”，在把握为农主线中推进发
展“高质量”，在发挥平台功能中
破解建用“两张皮”，在持续深化
改革中用好用活“新机制”，在强
化整体联动中形成上下“一盘
棋”；加快将供销合作社打造成
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
和综合平台，推动全市供销合作
事业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迈进。

李激扬要求，要创新农业服
务理念，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
在提升社会化服务上出实招，在
发展电子商务上下功夫，在完善
利益联结体制上见实效。

立足新起点
改革再发力
陈爱林出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 王金河 丁
瑜）3 月 15 日下午，市卫生健康
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
陈爱林出席并讲话，市领导李
为、任浩波，市计生协会会长白
尊贤等参加。

2018 年，全市卫生健康工
作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深化医
改为重点，保基本、强基层、建机
制，突出需求与问题导向，聚力
打硬仗，锐意促改革，统筹抓发
展，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陈爱林指出，卫生健康事
业事关百姓切身利益和社会大
局稳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以
服务和保障人民健康为中心，

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公众健康
和疾病防控体系建设，切实破
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大力推
进人口均衡发展，扎实做好卫
生健康工作。要突出补齐短
板，着力提升农村医疗服务能
力，推进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提
高群众康养意识和水平。要同
步做好计生协会、红十字会工
作，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广大
医疗工作者要以人民满意为标
准，恪守医德医风，锐意改革进
取，提升能力水平，为扎实推进
健康岳阳建设，加快建设湖南
发展新增长极、国家区域性中
心城市和大城市作出贡献。

补齐短板破解问题
保障人民健康
陈爱林出席市卫生健康工作会议

本报讯（记者 王 金）3 月
14-15日，市政协组织委员集中
视察我市农业产业化特色小镇
创建工作。市政协主席徐新楚，
副市长李激扬，市政协副主席罗
陆平、方争奇、万五龙、秧励、孔
福建、任浩波，秘书长张群望及
部分省市县政协委员参加。

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君山
区钱粮湖龙虾小镇、华容县三封
寺芥菜小镇、岳阳县黄沙街茶香
小镇、湘阴县鹤龙湖蟹虾小镇和
屈原管理区栀子小镇，深入种养
基地、特色园区、加工企业、市场
档口、展示厅馆、中心集镇实地
察看，并就产业发展、集中建房、

基础配套、线上交易、农旅结合、
资本下乡、环境治理、文创策划
等话题，与产业带头人和镇村负
责人现场互动交流。

委员们对我市农业产业化特
色小镇创建成效感受真切、交口
称赞。一致认为虽然创建时间
不长、有些条件受限，但组织推动
高位有力、产业布局特色鲜明、
体制机制创新灵活、要素资源快
速集聚、阶段成效非常明显、模
式经验可兹示范；打开了城乡要
素双向流动的“金钥匙”，创造了
农村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新模
式”，成为了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的“强引擎”。（下转第2版①）

政协委员视察
农业产业化特色小镇
徐新楚等参加

本报讯（记者 李亦恩） 3月13日，
记者从全市国资工作会议上获悉，2018
年，全市市属国企资产总额达1282亿
元，净资产428亿元。同比资产总额增
加144亿元，净资产增加63亿元，分别增
长13.25%、14.7%，利润实现扭亏为盈。

今年全市国资工作继续将国有资
本重点投向口岸经济、文化旅游、能源
物业、智慧城市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
域。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方面，
重点搞好东风湖新区开发建设、洞庭南
路历史文化街区与3517洞庭新城文旅
项目建设、东站广场提质改造、工人文
化宫提质改扩建、北环线洛家山路建
设、松杨湖铁路专用线建设、郭镇公交

基地建设等。交通综合整治方面，完成
城北路、置田庄路、建设北路、丽珠路、
九华山路建设和新增的市十四中、桃树
山、洞庭湖大桥南侧3处社会停车场建
设；完成洞庭北路等4处公交始末站建
设，五里牌路口等5处影响交通的公交
站点拆移、合并。优化国资布局方面，
继续聚集国有资本投向长江港口岸线、
物业能源、文化旅游、军民融合、水务环
保、智慧城市、金融投资等战略性新兴
项目等领域，落实好与长江三峡集团

“共抓长江大保护，
共建绿色示范区”合
作框架协议，实现国
有资本增值增效。

市属国企资产总额新增144亿
国有资本重点投向口岸经济、文化旅游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本报讯（张明子 乔雁城 鲁建良）
3 月 16 日上午，临湘市长江大堤长江
村段，百多名村民正在种植红檵木、女
贞等树苗，并在地表铺上绿油油的草
皮；放眼望去，一栋栋白墙黛瓦整齐地
沿着堤下公路延伸。开春以来，长江
村拆除“偏杂屋”396户，腾退土地117
亩，建成生态小游园、小果园、小绿地
共计35个。长江村的俏丽“换装”，为
临湘38.5公里长江“生态廊道”新添了
一颗璀璨明珠。

“建设漂亮的生态廊道，将会对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起到全线并进
之效。”临湘市委书记谢胜，市委副书
记、代市长廖星辉等主要领导都这样认
为。临湘境内江湖相依，河流众多，多
条国道、高速、省道纵贯其中。该市以

“江-湖-河-路”四位一体强力推进生
态廊道建设，努力实现“水清、岸绿、路
畅、村美”的农村生态宜居治理目标；统
筹整合涉林涉农项目资金投入建设，发
动沿“廊道”乡镇（街道）、村（社区）踊跃
筹资投劳，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乡友乡
贤资助，打造百条“生态廊道”，一齐唱

好建设“秀美村庄”的大戏。
护卫 19 个村庄 15 万村民的 38.5

公里长江岸线和 104 公里黄盖湖大
堤，是临湘市投入资金、力量最大的

“生态廊道”建设主战场。该市从临水
侧防护林、背水侧护堤林、码头复绿、
可视范围森林提质四个方面，发力推
进长江岸线复绿工程。目前，已栽种
树苗750万株，复绿面积1.8万亩；完成
投资 4.75 亿元的黄盖湖防汛治理工
程，30公里堤防实现了“生态护坡”要
义。偎依堤脚的 5000 亩“稻田公园”
已具雏形，将呈现“春看油菜花、夏观
映日荷、秋望千重浪、冬赏万鸟飞”的
湖乡田园盛景。

绵延32公里，穿行五里牌、聂市2
个镇（街道）13 个村的最江公路沿线

“生态廊道”，则绽放着浓郁的茶马古
道风韵。一路北下，茶树成排，茶园遍
布，18 个茶公园掩映于红花绿林之
中。各示范村也在致力建设独具特色
的“生态廊道”：坦渡镇万峰村利用“湖
南美丽乡村”项目、村民自筹等方式，
筹资 100 多万元，沿潘河打造 7 公里

“生态绿化带”，建设小游园、小公园11
处；长塘镇水圳村建成长达2000米的

“四季花带”1条、小游园8个。其中占
地3000平方米的“竹上公园”，由乡友
黄庆兵出资300万元兴建。

目前，临湘市已栽植各类树苗120
万株，新增绿地 18.7 万平米，微公园
1307个、小“湿地”816处。106条大小

“生态廊道”纵横山野田畴，沿途涌现
“美丽村庄”136个，“亮点屋场”1740处。

临湘：“生态廊道”耀亮秀美村庄
106条大小“生态廊道”纵横山野田畴，沿途涌现“美丽村庄”136个，“亮点屋场”1740处

汨罗市长乐镇的“乐心”事

兄弟自拆住房
“让路”村道拓宽

本报讯（记者 刘克宏）3月13日，
汨罗市长乐镇马桥村黎恕荣两兄弟，
带头将自家 600 平方米的楼房拆除，
为村干道裁弯就直和拓宽“让路”。此
举带动了5户村民自愿拆除有碍镇容
镇貌的住房，有效推动了该村村庄建
设的规范化，为人居环境整治集中攻
坚行动留下了感动和榜样。

阳春三月，汨罗市长乐镇在深化
农村“空心房”整治推进清洁行动工作
中，展现的是一派干群正在进行“三清
理”“四拆除”的繁忙景象。只有黎恕
荣和妻子在默默地收拾拆下的屋檩
条，他们想将部分檩条挑选后，再用于
新房屋顶防雨隔热层的支撑。在村庄
规划调整、建设美丽乡村的大事前，黎
家兄弟选择了舍小家为大家之举。

黎恕荣的妻子介绍，拆下的这栋
楼房建于2000年，是她家和小叔子的
共有财产，上下两层共 600 平方米。
2006年，房屋旁边修建了一条由镇上
通往平江伍市镇的镇村主干道，道路
在她家房屋前绕了一个大弯，加上前
后其它的房屋相夹，形成了一个道路
的“肠梗阻”。

黎家兄弟能下定决心拆除自家的
楼房，来自镇村深化“空心房”整治推
进清洁行动指挥部和村环保理事会的
细致工作。上门劝导的干部们表示，
在黎家新居的建设上，将为他们代办
建房用地申请和规划审批等手续。

马桥村有山、林、田、河、塘，具有
完整形态的山水田园风光。这里还
曾是著名作家韩少功《马桥词典》的
素材来源，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故
事。近年来，马桥村打造了 800 亩荷
花、100 亩百香果、300 亩稻虾养殖等
特色农业；即将引进 60 亩的田园游
乐设施， （下转第2版②）

□本报记者 张小弓

翻过岳阳楼区的麻布大山，就能
见到洞庭湖的一隅。在刚刚过去的周
末，一支悠扬的洞庭渔歌在这里响起，
歌声飘向远处的洞庭湖和山脚下的美
丽乡村。

“光棍哥唱渔歌，想婆娘……光棍
哥你要是唱赢了渔歌，我就把桂花嫁
给你当婆娘。”3 月 17 日，在岳阳楼区
郭镇乡麻布村村部旁的百姓舞台，一
首《光棍娶亲》吸引了当地村民和前来
踏青的游客驻足观看。

“麻布村有着‘中心城区后花园’
的美誉。这里空气好，离市区也近，一
到周末，我们骑行队都喜欢到麻布山
参加户外运动。”已有5年户外运动经

历的谢华英说。
在蔬香乐园，成片的油菜花吐露

着芬芳，游客们或三五成群摄影留
念，或下到菜园体验采摘新鲜蔬菜的
乐趣……整个蔬香乐园充满着欢声
笑语！

“村子比早些年漂亮多了，楼房漂
亮了，环境越来越好，路面都硬化油化
了，水港也清了不少。村里前几年出
去打工的年轻人，现在大部分都愿意
留在村里，靠山吃山做起了景区旅游
小生意，日子越过越红火！”说起这些
变化，麻布村曾家组的卫爹，嘴里说
着，脸上笑着，心里乐着。

麻布村村支部书记刘齐辉介绍，
2015年，麻布山成功创建为省级森林
公园，迎来了高速发展的转机。在政

府的大力扶持下，抢抓机遇夯实基础
建设，推进村庄清洁行动，打造美丽村
庄。同时依托景区旅游资源，麻布村
大力开展生态旅游，走原生态之路，发
展乡村旅游、观光农业、种植、规模养
殖、劳务输出等产业。

目前，麻布村主要靠吸收民间资
本发展绿色产业，建立了水稻种植专
业合作社和蔬香乐园合作社，组织引
导片区村民发展观光油菜、精品蔬菜、
油茶、水果采摘、稻虾混养等特色种养
产业；开发注册了麻布山菜籽油，发展
了“蔬香乐园”“百果园”等观光农业基
地，发展农家乐40余家。景区旅游人
气越来越旺，旅游经济效益逐步显现，
村民“口袋”也越来越丰厚、殷实，日子
越过越红火！

城区后花园 村民笑声甜
——岳阳楼区郭镇乡致力推进清洁行动建设美丽村庄

游客纷至沓来，让麻布村村民越来越尝到家乡更美、产业兴旺带来的“甜头”。 李 磊 摄

本报讯（记者 刘革 通讯员 刘群
标 郭柒军）记者昨日从市政府口岸办
获悉，今年1-2月，城陵矶口岸集装箱
吞 吐 量 达 7.039 万 标 箱 ，同 比 增 长
18.56%；进口汽车 1774 台，同比增长
358.4%；进口集装箱粮食3.4545万吨，
同比增长47.65%。

据悉，1月底，岳阳市人民政府口
岸管理办公室挂牌成立后，迅速稳定
机构改革过渡期人员思想，确定年度
重点工作和目标任务，率湖南城陵矶

国际港务集团和中
远海运湖南公司业
务部门负责人，赴益
阳等地开展进出口

货源专题调研，引导益阳等地进出口
货源从城陵矶口岸进出，增加城陵矶
口岸集装箱吞吐量。

今年，该办将进一步理顺和完善
口岸工作体制和机制，充分发挥口岸
管理协调职能，推进大通关建设；开通
岳阳中欧班列-湘欧快线岳阳站运营，
确保新金宝投产后产品陆路出口通道
的畅通；完成城陵矶进口水果口岸建
设，并启动进口水果业务，实现城陵矶
口岸集装箱快速增长；推进港澳直航
运营，确保城陵矶口岸国际航线正常
运营；持续推进口岸提效降费及岳阳
电子口岸建设运营，进一步优化口岸
营商环境，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

城陵矶口岸效能持续上扬
今年头两个月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近2成

本报讯（记者 李美军）洞庭
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君山天下
岛。3月14日，记者从市文化旅
游广电局获悉，“岳阳号”旅游高
铁首发仪式暨“百万武汉市民游
岳阳”活动启动仪式，将于本月
22日在武汉举行。活动旨在进
一步夯实武汉市民乘高铁畅游
岳阳，带动百万武汉市民方便快
捷地热游岳阳。

据市文旅广局负责人介绍，

为深耕湖北传统客源市场，强化
旅游客源渠道，建设文旅强市，
也为2019年全市旅游营销工作
排好阵、布好点、开好局，该局
将组织全市旅游行业赴武汉开
展系列营销推广活动。“百万汉
客游”活动启动仪式当日，将有
市政府领导、市县文旅广局负
责人、主要景区负责人、湖北
相关旅行社主要负责人和新闻
单位近200人共同见证。

岳阳首条旅游高铁开通在即岳阳首条旅游高铁开通在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