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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方 璐）7 月 8 日下
午，经开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悟
初心、守初心、践初心”“学习强国”知
识抢答赛。

此次活动共有10个代表队、30名
队员同台竞赛，主要围绕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九大精
神、党建知识、“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中
的“智能答题”“每周一答”“专题考试”

“挑战答题”中的相关知识进行现场答
题比赛。

赛中，各队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
扬，面对主持人的提问沉着应对，既体
现个人风采，又展现出团队合作精神，

比分变幻莫测、扣人心弦；完美的作
答、精彩的抗衡令现场掌声不断、高潮
迭起、精彩纷呈，最终，木里港管理处
代表队荣获一等奖。

据悉，“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正式
上线后，该区将“学习强国”平台的使
用，作为提升党员思想理论素养和道
德情操的重要抓手。如何下载注册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成为了全区党
员的自觉行动，学好用好“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成了该区广大党员干部最
热门的话题,并以此激发干事热情。
截至目前，该区参加平台学习的人数
达5400人。

经开区：以赛促学以赛促学 激发干事热情激发干事热情

她曾先后 6 次动手术，每次请
病假从未超过一周时间，经常是线
还未拆，人就站在讲台上。有一次
伤口崩裂，鲜血印在白衬衣上，让
在座的学生无不动容，且术后没在
意休养，硬挺着，曾两次昏倒在教
室内。

她叫易秋鹜，是湘阴县湾河中
学一级教师、湘阴县政协委员和优
秀志愿者，今年45岁。22年来她一
直坚守在农村教学第一线并担任9
年级班主任工作和英语教学工作。

在她的班上决不允许学生不
吃中餐的情况,因为她会每天陪学
生们一块吃饭。看到学生把碗里
的饭吃完，她会由衷地高兴。她还

会每天向家长反馈学生的情况，和
家长交心交朋友。尽管很多家长
在外地，却对孩子的情况了如指
掌。她从不放弃一个学生，学生哪
些科目偏科，她就会和他们一块
学，一块想办法。每天放学后，偏
科的学生会在后面的小黑板上领
到“爱的礼物”——易老师抄的各
科经典好题，她每天乐此不疲。

2014 年 1 月份，她突感颈部疼
痛，经检查患了甲状腺多发实质
性肿瘤，湘雅医院要求手术，连住
院手续也办好了，而她怕耽误了
这届毕业班学生，硬把手术推到
了暑假。知道的人都骂她傻，但
作为一名毕业班班主任，她有太

多的不得已，也正是这份真情感
动了她的学生。

多年来，她一直担任初三毕业
班英语教学工作。在教学中，她特
别注重自身的学习充电，力争更好
地服务于教育教学工作。积极进
行课堂教学改革，倡导学生“主动、
合作、实践”式学习，把学生分成几
个学习小组，采用“一带一”的帮扶
策略，坚持多媒体教学，因材施教，
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和潜能，注重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注重培
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她自制自
编的教案学案获市级壹等奖，她还
被评为教改实验优秀教师。

记者 李 婷

本报讯（记者 赵 芸）7月8日，我
市召开中心城区交通乱源综合整治动
员大会。从即日起至12月31日，市交
警支队、城管局城管支队、市交通局执
法支队、市农业农村局农管支队四个
部门将联合在市中心城区开展为期半
年的交通乱源综合整治专项行动，规
范城区道路交通秩序，营造安全畅通、
文明有序的交通环境，副市长、市公安
局局长唐文发参加。

此次整治主要针对中心城区违法
停放、乱穿乱插、逆行、占道，不按信号
灯通行、酒驾醉驾及闯禁等各种交通
乱源现象，更好地规范摩托车、电动
车、大货车、拖拉机和行人通行秩序，

更加深入有效地推进“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要向城市交通乱源下重药、开
重刀，做到敢于严格执法，实行重点路
段、重点区域重点管，重点车辆、重点
违法重点查，严禁降格处罚、变相处罚
甚至不处罚，真正做到处罚一起教育
一片。

唐文发强调，综合执法队伍要严
格规范文明执法，打好组合拳，合力加
强源头综合治理。现在正值暑季，天
气热，希望大家在保证休息、注意防暑
的同时，继续发扬连续作战、不怕吃苦
的精神，坚守岗位职责，严格文明执
法，热情服务群众，用汗水保平安，用
汗水保通畅。

中心城区交通乱源
综合整治动员大会召开

生机勃勃的盛夏，驱车前往平
江县汨罗江畔美丽的三阳乡。整洁
的村级公路在山川中蜿蜒伸展，两
旁墨绿色的山峦清新怡人，一张张
村民的笑脸幸福绽放，一座座宜居
村庄蓄势待发，一幅“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徐徐铺展
开来……

三阳乡党委书记姚志红表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新时代“三农”
工作的总抓手，更是三阳乡推动社会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

近三年来，三阳乡党委、政府坚持
“融城强乡、扩城兴乡、同城美乡”发展
战略，以脱贫攻坚为总揽，以项目建设
为核心，以乡村振兴为主线，以“三重
工作”为抓手，团结带领全乡人民谱写
着环境秀美、社会和谐、民生殷实、走
势强劲的三阳开泰新篇章。

探索“人居环境整治+”
让乡村“颜值”高起来

“现在破败不堪的土坯房、牛
棚、猪圈拆掉了，复垦复绿成了新的
菜园子和绿化带，周边的陈年垃圾
清运了，臭水沟也清理了，还围起了
竹篱笆，走在乡里村间，不但环境干
净了，空气清朗了，连人都精神了！”
三阳乡老百姓聊起人居环境整治时
连连点赞，由衷地竖起大拇指。

自市县启动深化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以来，三阳乡迅速研究制
定贴合实际的实施方案和行动预
案，及早全面动员，层层部署，不断
将环境整治推向深入。面对“四房”
存量大这一难题，该乡打出了“统一
一个口径、突出两个自主、发动三个
带头、严格四道程序、强化五大保
障”的“四拆”组合拳，形成了“全乡
覆盖、全员知晓、全民参与”的“大气
候”，今年共拆除“四房”和偏杂屋
2139栋255751平方米，复耕复绿面
积 90712 平方米，拆除量位列全县
第一，拆出了乡村面貌“新天地”；针
对城乡结合部脏乱差这一短板，该
乡建立保洁员考核管理、“门前三
包”、户评等机制，并制定下发了《关
于充分发挥党员在深化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
发动党员群众齐上阵，共清运生活
垃圾 2200 余吨，清理黑臭水体 350
余处，疏浚沟渠塘坝 50 公里，整改
乱堆乱放现象 12000 余起，放流鱼
苗30万尾，搭建竹篱笆34300米，在

“三清理”、“三提升”、改厕改水、环
卫收费、人工增殖放流等工作中，党
员干部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走进石坪村，记者沿着村道漫
步前行，只见一道道素雅的竹篱笆
把村民的小菜园归置得整齐而美
观，在显要位置还可见到一幅幅清
新脱俗、着墨简约的大型墙画。“我
们以道路绿化和屋场美化为重点，
统一植树增绿、喷绘墙画、搭建竹篱
笆围栏，提升整体‘颜值’。同时民
主推选环境卫生理事会和志愿者协
会，制定出台‘评先进片、评卫生组、
评文明户’为主要内容的检查评比
方案，并通过微信公众号、片区屋场

公示等方式‘晒丑亮优’，环境卫生
意识深入人心。”该村支部书记黄兴
侃侃而谈，“现在环境整治好了，石
坪村呈现的完全是一个自然美的村
庄，村民们都交口称赞呢。”

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李俊杰表
示，为强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行动，乡里组建了一支强有力的工
作队，拿出了一套考核方案，开展了
深入的宣传引导，通过“空心房”和
人居环境整治，将人居环境整治和
全域旅游、美丽乡村建设、集中建房
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整治+”的
模式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一种可喜
的探索途径，乡村环境焕然一新。

狠抓项目建设
让振兴“动力”强起来

三阳乡在狠抓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集中攻坚，着力解决外在形象“美
不美”的同时，强力推进县城重点项
目建设，着力解决内在实力“强不
强”的问题。

三阳是一块项目建设热土，每
年都有数十个县城重点项目落地。
面对如此艰巨的征拆任务，姚志红
牵头包干项目征拆工作，带头上门
上户做拆迁户工作，并把“办公桌”
搬到项目建设现场，经常加班加点、
早出晚归，一顶草帽、一双雨靴、一
个手电筒，长期放在车上，随时处于
工作状态。在他的示范引领下，项
目工作组及支村委干部始终任劳任
怨，迎难而上，践行“一线工作法”，
发扬“硬着头皮，厚着脸皮，饿着肚
皮，磨破嘴皮，踏破脚皮”的克难精
神，硬是凭着入脑入心的政策轰炸
和实心实意的贴心服务拿下了一个
个制约项目建设的“钉子户”。

大众防洪堤风光带项目自2017
年5月启动后，先后有75户完成了
征拆签约，余下9栋10户征拆对象，
很多次做工作就是做不通，成为制
约大众风光带建设的“硬骨头”。今
年3月，为啃下这几块“硬骨头”，该
乡发起征拆集中攻坚行动，白天不
论天晴下雨，不分工作日节假日，也
不管拆迁户是门上挂锁还是开门迎
接，乡村干部一直坚持前往征拆对

象家中做思想工作。针对做工作中
遇到的问题与困难，每天傍晚召开
碰头会进行调度处置。很多时候开
完碰头会，乡村干部还要马不停蹄
再次上户做工作，有时与拆迁户磨
到凌晨两三点，户主下逐客令才拖
着疲惫的身子回家休息。终于在5
月15日拿下了这10户“难点户”的
签约。这只是三阳乡攻坚项目征拆
工作的一个缩影。

三年来，该乡累计召开各类协
调会 560 余次，走访拆迁群众超
28000人次，解决征拆矛盾、难题近
1200 个，完成征地 8627.05 亩，签订
房屋征收协议近1006栋，拆除房屋
876栋，迁移坟墓3325余座，全面完
成了大众防洪堤风光带、总部经济、
县委旧址、蒙华铁路三阳段等47个
项目的征拆任务，有力助推了平江
县城大开发、大建设，也为三阳振兴
发展注入了无限的活力。

聚焦脱贫攻坚
让群众幸福感浓起来

“搭帮党委政府的好政策，精准
扶贫真是好，我们老百姓真是衣食无
忧，日子越来越好过了！”在三阳乡的
村陌田间，一声声感谢此起彼伏。

“精准扶贫关键在于找准贫困
‘根源’，我们要求联村干部、村干部
和结对帮扶责任人下到村组，深入
农户，立足‘贫困’，抓住‘贫根’，因
地制宜、对症下药，在精准施策上多
想办法、善谋出路，做到精准帮扶。”
乡党委主要负责人介绍道，“同时，
将结对帮扶干部指纹录入到村，实
行指纹考勤管理机制，全面落实‘三
个一’结对帮扶走访活动，用真心真
情把结对帮扶工作做实做细，确保
帮出实效，扶出结果。”

近年来，三阳乡始终把精准扶
贫工作摆在首要位置，以“两不愁三
保障”为工作目标，创新工作思路和
举措，实行挂图作战，以最强有力的
措施，下真功，出实招，全力以赴打
好打赢脱贫攻坚战。扎实开展脱贫
攻坚突出问题集中整改，完成全乡
1610户、5058人贫困对象的信息核
对和住房位置经纬度定位，数据底

子规范精准；优化制定产业扶贫实
施方案，健全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
鼓励各村盘活自身资源，发展和壮
大特色规模种养殖产业，打造规模
特色种植基地 7 个，产业面积达
1500余亩。其中，金安村水果种植
基地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正面
推介；有序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和安
居保障工程，主体工程均已建成并
入住，帮助1322户贫困群众住上了

“安心房”“幸福家”；统筹“汨江友
爱”和“大爱平江”两股社会扶贫力
量，落实产业帮扶资金209.3万元，
并动员市、县、乡“两代表一委员”及
社会爱心人士参与到扶贫济困中
来，广聚脱贫攻坚合力；统筹抓好健
康、教育、就业、社保、生态补偿及金
融扶贫等行业扶贫政策的落实落
地；先后举办“大爱平江”情暖特困
群众——三阳行、“脱贫奔小康、治
陋树新风”文艺逐村巡演、“同心颂
党恩，携手奔小康”广场舞大赛等活
动，凝聚了脱贫攻坚浓厚氛围。同
时，该乡还大力完善道路拓宽硬化、
危桥改造、水利维修、农村电网改
造、安全饮水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
促成石坪、新合、金安3个贫困村的
光伏发电项目落地投产，高标准完
成村级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并入驻办
公，推行村干部坐班值班、全程代
办、限时办结、首问负责等制度，真
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挖穷因，托穷底，挪穷窝，换穷
业，拔穷根……三阳乡顺利完成
1427 户贫困户脱贫，5 个贫困村出
列，贫困群众看得见好处，享得到实
惠。伴随着民生实事的持续改善，
百姓生活幸福指数愈来愈高。

新起点新征程。姚志红表示，

将以“翻篇归零再出发”的责任担

当、“敢教日月换新颜”的雄心壮志、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实干作风，

继续坚持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创新工作举

措，全力以赴推动全乡各项工作再
上水平、再创佳绩，奋力谱写新时代
三阳跨越发展新篇章，以优异成绩
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记者 徐 颖 通讯员 彭关心

美丽的三阳乡村面貌

加快人居环境整治，加速脱贫攻坚步伐，加力推进项目建设。平江县
三阳乡打出一套乡村振兴组合拳——

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6次动手术，两次昏倒在教室,仍坚守教学第一线

一位乡村教师的奉献情怀一位乡村教师的奉献情怀

本报讯（记者 唐忠明 通讯员
李 赛）近日，南京中科水治理股份有
限公司与云溪区住建局就松杨湖水环
境治理项目正式签约，这标志着岳阳
市、云溪区两级科协在实施创新驱动
助力工程服务地方党委政府决策方面
又取得新突破。

据市科协负责人介绍，我市是第
一批中国科协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示范
市，市科协一直注重牵线搭桥、招才引
智，助力协同创新、助力企业难题攻
关、助力党委政府科学决策。2018年7
月，岳阳市、云溪区两级科协不远千
里，牵线搭桥，赴南京中科水治理股份

有限公司，将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
研究所沉积物环境研究专家范成新、
水环境治理与修复领域专家陈开宁等
专家请来云溪区，为松杨湖水环境治
理把脉问诊，完成了前期考察、调研及
湖体整体环境评估等工作，受到了云
溪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2019年来，
专家团队已对松杨湖水体、底泥、流域
环境承载能力进行了检测、评估，形成
了松杨湖水污染整治初步总体实施方
案。目前，云溪区相关部门正与专家
团队进一步磋商、研讨细化方案，出台
整体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并确定治
理时间节点、治理路径和治理措施。

两地两地““牵手牵手””治理松杨湖水环境治理松杨湖水环境

本报讯（记者 张小弓 通讯员 胡
鹏）日前，主题为“用好社会保障卡，智
慧服务零距离”的岳阳楼区社会保障
卡功能应用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城区
花板桥步步高广场火热举行。

“以前只知道用社保卡可以就医
买药、领养老金、发放工资，今天第一
次现场体验到了这么多功能应用。‘一
卡通’真是越来越便民了！”活动现场，
多样化的群众性节目表演，新颖的快
闪宣传视频，多功能的社保卡应用体
验，面对面的用卡导航服务，简单易懂
的有奖问答等，吸引了众多居民踊跃
参与。

据了解，岳阳楼区结合社会保障

卡功能应用，建设了覆盖全区 107 个
社区的公共网络服务平台，全面覆盖
102 项人社公共服务，并积极拓展民
政、残联等政府公共服务，公交、水、
电、气缴费等社会化功能应用，深入乡
街、社区提供智慧化、零距离的用卡服
务。目前，全区累计发放社会保障卡
23.5万张，激活使用率100%。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计信
息中心主任张学军表示，岳阳楼区社
会保障卡功能应用推广，在全市树立
了“试在先、干在前、落到地”的典型示
范，实现了“七天紧急制卡”“现场即时
补卡”“智慧导航用卡”，带给广大居民
越来越好的用卡服务体验。

““解密解密””全功能全功能 引领智慧服务引领智慧服务
岳阳楼区启动社保卡应用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邓京 易四
现）7 月 7 日上午 9 点半左右，岳阳
县公路建设和养护中心值班室接
到群众反映，受突降暴风雨影响，
在省道 S308 线 K85+500 公里处，有
一棵大树横倒在公路上，已经占据

半幅路面，给行车安全带来了很大
的隐患。

岳阳县公路建养中心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迅速展开清除工作。到中午
12 点多彻底清除障碍物，至此，S308
线交通恢复正常。

彻底清除障碍物彻底清除障碍物 及时恢复公路交通及时恢复公路交通

今年来，凉亭村摸底排查测
量“四房”218 栋，现已拆 137 栋，
面积 15829 平米，实现复耕水田面
积 45.8 亩，复绿面积 113.6 亩，规
划预留农村集中建房点六处 78.2
亩，清理沟渠 1.1 万余米，塘坝清
淤 9 口，硬化渠道 1700 余米。在
吴王家岭屋场，立面改造屋面 22
栋，喷绘红色宣传栏15幅，修建并
改黑环形道路 700 余米，拆除丝网
1200 余米，栽植竹篱笆1800 余米、
果树 600 余株。该屋场先后迎接
了 4 批 1372 名村党组织书记前来
参观取经。

红叶石楠、红叶碧桃、垂柳、桂
花……这些以前在城里才见到的
花树，装点着凉亭村路旁庭院，美
丽乡村建设正在这片热土上如火
如荼地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