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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信局

党员干部深入扶贫点党员干部深入扶贫点
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美军 通讯员 胡 霁）为
强化脱贫攻坚工作力度，3月28日，市工信局
组织30多名机关党员干部，到对口扶贫点平
江县上塔市镇龙头村进行走访调研并开展义
务植树活动。

植树现场，干部群众密切配合，干劲十
足，挖坑、插苗、培土、浇水，道道工序细致认
真。植树活动之后，市工信局负责人和6名机
关支部书记还分头到结对帮扶对象家中，进
行一对一扶贫走访，详细了解农户的生产生
活、收入支付、脱贫致富和实际困难等情况，
研究制定个性化帮扶措施。目前，市工信局
按照“结对共建党支部、精准帮扶贫困村”方
案，把扶贫工作落实到户、落实到人，确保扶
贫工作各个环节做到位，帮助当地村民尽早
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李美军 通讯员 易 帅

“在鲇鱼须镇社区街道两侧，以前家家
户户门前都是一片黑压压的大棚子，道路也
显得拥挤不堪，拆除后的街道显得特别敞
亮，而且到处干干净净。”对此，周围的老百
姓无不拍手称赞。

日前，华容县鲇鱼须镇组织工作队和
挖机对华鲇路、李宋路等主干道路沿线的

“空心房”、偏杂房进行统一的拆除作业。
据悉，为顺利推进这项工作，该镇加大宣传
力度，发布墙体标语150条、连续24天的广
播宣传、两天 1 次的户主会，形成了拆“四
房”和整治偏杂屋的浓厚氛围。专业的施
工队在7天内拆除鲇鱼须集镇偏杂房、违章
建筑165间，以点带面实现全域推进。前期
摸底、违章拆除、大面整治到攻坚克难，每
位工作人员都紧盯这本“时间账”，以确保
全面完成任务。

村落里，还有一个个“红马甲”在寻觅春
的步伐，他们是敢于担当、吃苦耐劳的党员
志愿者。道路沿线治杂小组，机械化沟渠捞
草小组，植树绿化小组，志愿劝导小组，四个

专 项 人 居 环 境
整治小组，分工
明 确 ，成 效 显
著。天微微亮，
年 近 七 旬 的 老
党 员 张 爹 就 来
到施工区域，做
起 事 来 浑 身 是
劲，充分发挥了
农 村“ 五 老 一
新”的示范带动
作用。

普 贤 村 群
众不仅自筹了 1000 个垃圾桶，有效减少农
村生活垃圾运转频次和二次污染；还自筹资
金赎买了2000棵紫薇树、3000棵楠树，为春
天增添几分色彩；而且主动筹资 30 万元对
沟渠进行了清淤疏浚，实现了水面无垃圾漂
浮物、岸边无杂草堆积，为创建示范村、示范
路奠定了扎实基础。王奶奶说起人居环境
整治就连连竖起了大拇指。

白墙灰瓦、小桥流水、草长莺飞、夕阳晚
照,这些景色组成了一幅古朴灵逸的画面,那

遥远而鲜活的童年记忆,也仿佛在一瞬间被
激活。坐落于蔡田村的集中建房点，23户
64人现已全部入住，不仅水、电、路、下水道
管网设施配套齐全，而且栽植了各类苗木。
全村54条主渠、组级毛沟毛渠、污水渠都已
清澈见底，万鲇港休闲观光带和华鲇路、李
宋路、鲇杨路等示范路相互映衬，勾勒出了
实实在在的西乡美景。舒适的居住环境，日
渐便利的交通，村民脸上温暖的笑容，幸福
看得见。

本报讯（记者 李美军）日前，全市召开
深化农村“空心房”整治推进村庄清洁行动
集中攻坚工作一季度讲评会。会议回顾总
结了 2018 年农村“空心房”整治工作，分析
研判了一季度深化农村“空心房”整治推进
村庄清洁行动集中攻坚工作，安排部署下阶
段集中攻坚行动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路
（段）长制工作。

会议指出，2018年农村“空心房”整治工
作成效显著，主要呈现“小切口”形成了“大
亮点”、“小主题”做活了“大文章”和“小创
新”打造了“大品牌”三个特点。会议强调了

“空心房”整治工作的“十大重点”，要摸清资
源底数，要规范拆除程序，要注重面源管理，
要分类整治“偏杂屋”，要及时兑现奖补，要
保证复耕质量，要加快复绿步伐，要适时适
量交易指标，要科学编制村庄规划，要规范
数据统计。

会议肯定了一季度集中攻坚六个方面
的工作，组织指挥高效运转，工作队伍及时
进驻，实施方案如期出台，突出重点以拆为
主，比学赶超形成氛围，统筹兼顾协同推进；
指出了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宣传发动不到
位，部分镇村干部思想认识不深、工作干劲
不足，大部分群众对攻坚政策理解不透，参
与程度不高，等靠要思想较严重；工作推进
不平衡，热衷于造点，大面上没有真正动起

来；筹资渠道不宽，普遍存在资金筹措手段
不灵、办法不多、成效不佳的问题；工作底数
不清，个别地方对辖区内清理整治任务心中
无数，“四类房”摸底以“易拆能拆”为原则，
存在漏报、瞒报现象。

会议部署了路（段）长制工作，具体从五
个方面创新实行路（段）长制，加快我市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实现点线面全域推进。

明确实施范围明确实施范围。。市域范围的 G107、长
江大堤公路、G240（芙蓉北路）、S306、杭瑞
高速、武广高铁等六条交通干线。市里明确
市级领导担任路长，市指挥部相关同志担任
督导员，县市区相关负责人担任段长，乡镇
（街道）、村（社区）明确辖区路段具体责任
人。县市区要参照市指挥部作法，在其他二
级以上交通干线、高速公路连接线，实行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路（段）长制。

突出工作重点突出工作重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路
（段）长主要负责组织、指挥、督导责任路段
沿线乡镇、村（社区）“‘三清理’‘四拆除’‘三
提升’”集中攻坚。重点抓好以下工作：拆除
公路两侧各类违规建筑；清理各类固体废
物、垃圾；结合生态廊道建设，裸露地表植绿
复绿；减量提标农业生产功能用房；整治不
符合村庄规划、影响村容村貌的“偏杂屋”；
修缮加固仍在居住使用、生产生活必需的老
旧房屋；抓好“厕所革命”，治理农业面源污

染；布局、建设村民集中建房点，严控分散建
房，强化村庄风貌管控。同时要求，责任路
段道路两侧开展除杂清污、绿化管护、日常
保洁、秩序管理、路面维护等行动，实现“干
净、整洁、安全、有序、美观”的目标。其中，
长江大堤公路沿线要将“偏杂屋”整治整修、

“厕所革命”、粪污直排、沟港河渠和排渍口
清淤整治作为实行路（段）长制的重中之重；
S306分路口至华容县城路面路旁要进行提
质改造。

凝聚工作合力凝聚工作合力。。路（段）长要协调指挥
部成员单位和公安交警、长江修防等相关
部门以及沿线乡镇（街道）、村（社区），协同
作战，保障路（段）长制有序运行。整合各
类项目、各类资金，向沿线区域集中攻坚工
作倾斜。路段之间、县市区之间要建立路
（段）长工作联系机制，相互沟通、相互配
合，消除盲区，形成横向到底、纵向到边的
责任体系。路（段）长要统筹市派集中攻坚
工作队、市派驻村扶贫工作队、“五老一新”
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路（段）长制
实施。

加强示范引领加强示范引领。。在交通干线沿线区域
建设一批“四好农村路”示范路段、省级美丽
乡村、整洁村庄、和谐小区、美丽屋场、美丽
庭院。加强沿线农业产业化特色小镇建设，
做大做强现代农业，培育一批农业特色产业

园区。加快推进农旅结合，利用交通优势和
资源禀赋，发展民宿经济、乡村旅游。及时
推介路（段）长制、蹲村带乡、村民“自己事自
己办”、社会资本参与等各类典型，认真总结
各类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岳阳经验和岳阳模式。

严格考评奖惩严格考评奖惩。。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路（段）长制实施情况纳入市指挥部对县市
区深化农村“空心房”整治推进村庄清洁行
动集中攻坚目标管理考核，作为评估县市
区、示范乡镇（村）、市派集中攻坚工作队、
市派驻村扶贫工作队工作实效的重要指
标。市指挥部办公室联合“两办”督查室、
市委问责办，采取“四不两直”、明查暗访等
方式，对路（段）长制实行情况进行考核评
估，考评结果作为项目布局、资金安排、评
优评先、提拔重用、绩效奖励的重要依据。
对工作不得力、作风不务实、效果不明显、
群众满意度不高的相关责任人，进行通报
批评、约谈问责。

会议强调，深化农村“空心房”整治推
进村庄清洁行动集中攻坚，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各级各地一定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
决策部署，坚定信心，下定决心，埋头苦干，
担当作为，不断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努力
为实现农村面貌大变革、大提升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我市创新路（段）长制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本报讯（记者 李美军）“铁炉组绿化还
要几天全面完工？”“健身器材几天可以安装
好？”“现在急需解决哪些资金？”日前，市国
资委主任陈琪钢和市国资公司董事长吴亚
雄一行深入岳阳县新墙镇三合村实地调研
督导，推进该村“空心房”整治和村庄清洁行
动集中攻坚。

三合村地处该镇东北角，由原寺塘、联
河、进塘、周邓四村合并而成。2 月 14 日，
市派蹲村带乡工作队正式入驻三合村，始
终严格按照派驻要求和纪律，团结镇村干
部，深入村民小组，发动广大群众，紧扣

“三清理、四拆除、三提升”目标任务，第一
时间摸清了底数，并量身制定了一张蓝
图。目前，宣传发动群众知晓率超96%、支
持率超 85%；走访排查出应拆除“四类房”
62 栋，已拆除 40 栋，另有 10 栋已签订拆除
协议，剩余 12 栋因住户在外务工正在积极
协调；平整土地50余亩，清理或整修水塘6
口，山塘 1 口，清理沟渠 6000 余米，清运垃
圾700余吨。

市国资委一行先后察看了加速推进中
的一条精品线路、一个集中建房点、三个休
闲广场, 询问推进的措施、破解瓶颈的办
法，现场研究提出建设性意见。在随后召
开的现场办公会上，市派蹲村带乡工作队长
余良成汇报了阶段性工作和下一段工作安
排，该镇驻村第一书记段欣介绍了铁炉组综
合理事会发动村民筹集投劳迁移祖坟、拆除
菜园、整治土地、整修水塘的故事。陈琪钢、
吴亚雄充分肯定了工作队一个多月以来所
做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指出，深
化农村“空心房”整治推进村庄清洁行动集
中攻坚是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 要提高
政治站位, 保持高度一致, 坚决下好这一先
手棋；要对标对表，加速推进示范村建设，作
为后盾单位，定将大力支持和紧密配合, 做
到人财物同步跟进；要创新方式方法，进一
步发动广大群众和寓外乡友积极投身攻坚
战，力争把三合村打造成秀美家园和市级示
范村；要加大带乡的工作力度，在夯实蹲村
示范创建的同时，进一步带动新墙全镇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

“感谢后盾单位的大力支持！恳请后盾
单位领导放心……”该镇党委书记周立雄、
镇长鲁伟双双表态，将进一步争取县里对市
派驻村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镇里对市派
驻村的攻坚力度，进一步加速推进全镇的攻
坚力度，力争早日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现场办公会上，市国资委和市国资公司
当场解决60万元项目资金。

市国资委

强强力推进力推进
示范村建设示范村建设

临湘市詹桥镇

党员党员干在前干在前
共建美家园共建美家园

本报讯（记者 李美军）3月31日上午，壁
山野樱岭景区游步道入口，詹桥镇组织全体机
关党员开展“守护绿水青山”的主题党员活动。

活动中，所有机关党员践行一线工作法，
发扬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当表率，做四员，清理
游步道7公里，发放垃圾袋77个，拾捡垃圾32
袋，疏导车辆48台，服务游客86人，安全提示
140次，引来过往游客和当地群众的频频点赞。

“我镇结合实际组织开展的系列主题党
员活动，既发挥了机关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又夯实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同时
也助推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一举多得、
成效明显。”该镇党委书记袁胤说，近 1 个月
来，镇机关党支部、贺畈党总支部、壁山党支
部等各党组织接连开展以“三创三争”为主要
内容的“党员干在前、共建美家园”系列活动4
次，共有149名党员投身人居环境整治“主战
场”，带动200余名群众无偿投工投劳。

华容县治河渡镇

““一村一品一村一品””
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李美军 通讯员 蔡 炎）
“月亮湖鲈鱼入选中国鲈鱼‘十大产区’、‘潘
家大辣椒’喜获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称号、华
容芥菜卖向海内外……”华容县治河渡镇通
过做大做强现代农业，逐渐形成“一村一品”
特色。

近年来，该镇充分发挥本地资源、生态和
文化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多样性特色农业，做
强现代农业，推动形成“一村一品”。“菜篮子”
地位突显，巩固红光、治河社区1000亩大棚反
季蔬菜，发展登瀛村1000亩藜蒿种植，稳定严
家河、潘家渡等村 5000 亩秋冬黄白菜面积。
全镇还通过政府引导，提纯复壮“潘家大辣
椒”，提升“潘家大辣椒”这一中国地理标志农
产品品牌的含金量。特色养殖形成品牌，月
亮湖村发展生态养殖，“月亮湖鲈鱼”从起初
的不足500亩发展到2400余亩，并辐射到附近
7个乡镇。据悉，鲈鱼产量近2400万公斤，总
产值达8亿元，月亮湖成功入选中国鲈鱼“十
大产区”。

春风细雨中春风细雨中
督战玳璋村督战玳璋村

本报讯（记者 李美军）4月2日，市国资委
主任陈琪钢率队深入平江梅仙镇玳璋村调研

“精准扶贫”和“人居环境整治”集中攻坚工作。
在实地察看该村精准扶贫和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之后，陈琪钢主持召开了座谈会，要求
精准扶贫要突出重点、明确目标，做细扶贫方
案，提高群众参与度，突出产业发展，量身定
做脱贫方案；人居环境整治要围绕“三清理”

“四拆除”“三提升”进一步完善方案，要结合
实际抓好点线面，要切实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要广泛发动群众和乡友积极参与，要探索集
中攻坚工作的长效机制。

会上，陈琪钢一行现场解决精准扶贫专
项经费60万元（市国资委和市水建投各30万
元）；同时解决人居环境整治专项经费20万元
（市国资委和市水建投各10万元）。市国资委
党委委员余良成对玳璋村两项工作进行了点
评，并要求工作队遵守派驻的工作纪律、组织
纪律、作风纪律和财政纪律，严格按照市委、
市政府的方针政策和后盾单位的督战精神认
真贯彻落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美军李美军

“文明祭扫部署落实了没有？清明期间
乡友发动工作进展如何？当前还有哪些棘
手的工作……”4月2日上午11时许，岳阳县
黄沙街镇G240路域环境整治和沿线美丽屋
场创建工作推进会现场，镇党委书记吴旺兴
一边快步走进会议室一边脱下沾满泥水的
外套，还没落座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据悉，吴旺兴上午一开完县里的交通干
线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会后，就与市派蹲村带
乡工作队长刘程志、镇长廖焱丰一起边实地
察看G240路域边研究工作思路。然后第一
时间主持召开在家班子成员、各村（居）党总
支书记参加的集中攻坚路域整治工作部署
会，要求全镇上下提高政治站位、明确整治
职责、把握时间节点、科学统筹安排，迅速落
实推进好各项工作。

“小刘队长是个好干部，驻村以来经常
不是身上湿漉哒、就是一身灰扑哒，人也晒
得黑漆哒……”该镇苍坪村坪桥片二组年
近七旬的群众志愿者马春香娭毑，说起驻村
工作队总要竖起大拇指。

春雨润物细无声，清洁行动暖人心。中
午，记者在G240沿线见到了冒雨带队集中整
治的该村党总支书记何建新。他说，集中攻
坚是好事，为了把好事办好，村支两委不等不
靠，不断发动全村党员群众，坚持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坚决落实“三清理”“四拆除”“三提
升”工作任务，持续倡导文明新风，努力建设
一个环境美、产业兴、生活好的秀美家园。

微信群里的“网红”忙。采访中，苍坪村
妇联主任陈荣辉的手机铃声响个不停。她
的微信群好不热闹，最活跃的当属“苍坪村
村庄清洁微信群”“苍坪村巾帼志愿者活动
群”“苍坪村妇女微家”等。“不好意思，村里

执委检查，发现一户屋前干净，但屋后柴火
还没整理。”陈荣辉发条微信，周边的志愿者
们就帮助清理好了。陈荣辉乐呵呵地说，做
得好的姐妹总是在微信群发布攻坚动态，都
成我们村里的“网红”了。

50多岁的游五香，为了参加志愿活动，
经常带着小孙子们一起参加。她老公养殖
1200多亩龙虾，近来身体又不大好，起初还
是有些不高兴，慢慢地看到老伴很开心、村
里人也夸赞，几个小孙子也常常有模有样地

“战斗”在志愿者队伍之中，所以现在不仅大
力支持，而且自己还经常参加“女子别动队”。

“为深化农村‘空心房’整治推进村庄
清洁行动集中攻坚取得实效，我们不畏不
缩，缺钱的事情筹钱做；不慌不乱，烫手的
事情淡定做；不折不扣，利民的事情长效
做。”刘程志如是说，市派蹲村带乡工作队
严格遵守工作纪律、组织纪律、作风纪律和
财政纪律，围绕“三清理”“四拆除”“三提
升”等工作重点，聚焦地净、水清、房美、村
绿等工作任务，坚持夜访农家强化思想引
导，坚持一线工作法强化工作指导，坚持暗
访检查强化成效督导，在农户净化、村组绿
化、村庄美化等方面取得了量变到质变的
明显成效。汗水浇灌出的成绩单，实属来
之不易。该工作队一季度工作总结显示，
全村已拆除“四房”53栋5600多平米，尚有
12栋（“空心房”5栋、偏杂房7栋）1300平米
待拆，村集中建房点一期4月底可入住；全
村村组主干道新植树苗11公里4500多棵，
播撒各类花种 3000 平米，沟港塘库堤岸种
草植草 4800 平米；两条精品线路正加速推
进，沿线农舍“穿衣戴帽”完成75%，沿线菜
园栅栏安装完成75%，4个屋场的休闲广场
正抢抓工期……

春雨润春雨润物细无声物细无声
——岳阳县黄沙街镇“集中攻坚”行动侧记

黄沙街镇创建茶香小镇，助力乡村振兴。

华容县鲇鱼须镇

西乡西乡美景入画美景入画来来来

精神抖擞的鲇鱼须镇志愿者

市派工作队和新墙镇书记、镇长战斗在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