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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笃文挥毫。

本报讯（欧阳林）12月8日，中华诗词学
会20余位名家走进汨罗，来到龙塘大屋、书
画院、壹点文化空间等地，体验原汁原味的
民俗表演，感受浓郁的湘风楚韵。

传统花鼓戏、地故事表演、弹唱“道情”、
包粽子、“打五中”……汨罗镇瞭家山社区龙
塘大屋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表演，吸引了诗
词名家们驻足观看。“打五中”是重点节目之
一，该项目正被当地申报非遗。“打五中”也
叫“打五穷”，寓意驱穷赶鬼，迎接财神，共修
福德，同保太平。该节目的表演者全部是龙
塘大屋的居民，每年的正月初五，这里都会
上演这一幕，已经成为独特的“民俗品牌”。

在一栋名为“百川居”的田园式民居前，
诗词名家们围坐在放满粽子、卤煮花生等小
吃的八仙桌旁，大饱口福。这里是瞭家山社
区的集中建房点，民居依山就势，依山而建，
形成了错落有致、楚韵风格的建筑群。

“瞭家山里风光好，百姓宅中幸福多。”
看完瞭家山社区，湖南省诗词协会会长彭崇
谷写下对联表达喜悦之情。“后皇嘉树，罗子

伯夷。”中华诗词杂志社责任编辑何鹤也写
下诗句，盛赞汨罗。

“思美人兮心自香，思美人兮梦芬芳”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洛阳
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在屈子
公园内汨罗书画院里，汨罗楹联诗词学会的
会员们和着悠悠的琴声，饱含深情地吟诵楚
辞唐诗，献上精彩的表演。中华诗词学会顾
问、著名诗词学家周笃文，中华诗词学会常
务副会长范诗银，中华诗词学会学术部副主
任李葆国，中华诗词杂志社编辑胡彭等纷纷
走上台，且吟且唱，将活动推向高潮。

当晚，在汨罗壹点文化空间，诗词名家
们还观看了文艺晚会。晚会除有吉他弹唱、古
典舞、花鼓戏等，还穿插了本土原创歌曲《牵羊
卖羊》，汨罗江“道情”弹唱，汉服走秀等。

“诗是骚人心上光，长虹焕彩亮堂堂。
佳章百首开生面，圆梦中华志慨慷。”互动环
节时，周笃文走上台，饱含深情吟唱即兴创
作的诗词。“真是一城风景一城歌！”体验汨
罗地方民俗大餐后，李葆国感叹道。

本报讯（夏 凡）12月6日，笔者从汨罗
市获悉，《半月谈》2019年第22期刊发题为

《党建+N，美丽乡愁留得住》的文章，重磅推
介汨罗乡村治理典型经验，并在新华社客户
端同步发布。

《党建+N，美丽乡愁留得住》通过介绍
汨罗镇武夷山村以“党建+协会”构建德治
法治自治相融合社会治理体系、桃林寺镇三
新村乡贤引领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白水
镇西长村因地制宜发展绿色产业让“颜值”
有价值，概括总结了具有汨罗特色的乡村治

理经验。
近年来，汨罗以整治农村人居环境为

突破口，坚持党建引领、乡贤助力，健全乡
村治理体系。积极探索“党建+志愿者”

“党建+乡贤”“党建+理论宣传”等“党建+
N”模式，以“关键少数”引领“绝大多数”，
破解乡村治理、为民服务、产业发展等方面
的难题；“以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清清爽
爽”为目标，全员发动，全域铺开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形成乡贤引领、群众配合参与的
人居环境整治新风气；以产业为乡村振兴

的重点，因地制宜探索适合发展的新模式，
让乡村农业、旅游观光、生态、文化等协同
发展，既换来“金山银山”，又留住“美丽乡
愁”，使乡村精神风貌、人居环境、社会风气
焕然一新。

《半月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新时
期加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1979 年
底，委托新华社主办的、面向基层读者的党
刊，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自考办指定为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时政参考读物，被誉
为“中华第一刊”。

本报讯（谢 建）“企业开办全程电子化
太快了，我昨天才在网上提交的企业开办材
料，没想到今天就拿到了营业执照。”12月4
日，在汨罗市场监管局驻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的办事窗口前，汨罗忠榜建筑有限公司的财
务人员黄如新显得十分兴奋。

黄如新向笔者介绍起了自己之前办理
业务的烦恼，“以前开办企业，需要经过企业
名称预先核准、申请营业执照、申请公章刻
制、银行开户、申领税务发票等流程，涉及5
个部门，需要往返多次奔波于各个办事部门
和窗口，至少半个月才能跑完所有流程。”

而黄如新说的“企业开办全程电子化”，
是汨罗正在实行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中的

一项重要措施。即取消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申请人通过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
务系统自主申报企业名称，申报成功后，按
流程上传企业注册所需资料，线上进行企业
设立登记、电子签名、实名认证，工作人员实
时受理后，企业可当日取得营业执照，同时
实行市场监管、税务、公安、银行等部门信息
对接共享，网上申办公章刻制、申领发票，实
现企业开办“零见面”“无纸化”。

“流程优化了，时间自然缩短了。现
在，汨罗在企业设立登记方面工作时限已
由 15 个工作日压缩至 1.5 个工作日，企业
从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到申领
发票只需 2.5 个工作日即可办结。”市场监

管局注册登记中心主任何文忠介绍，“一次
提交、同步办理、信息共享、限时办结”的

“一站式”办理让不少企业尝到了“甜头”，
今年以来，全市全程电子化开办的企业已
达460户。

据悉，近年来，汨罗持续深化商事制度
改革，建立“宽进严管”体系，全面实行“证照
分离”“企业开办‘一件事、一天办结、零成
本’的‘110’改革”“企业简易注销”等举措，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推进
全市市场主体增量提质。2019年，全市新增
企业1159户，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97户，新
增个体工商户 3469 户，市场主体发展数量
每年递增20%以上。

深刻检视剖析深刻检视剖析
刀刀刃向内查摆问题刃向内查摆问题
汨罗市委常委班子召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
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江博浪）12月5日至6日，汨罗市
委常委班子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巡视整改、“以案促改”工作专题民主生
活会。市委书记喻文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
话，岳阳市委主题教育第一指导组副组长余
戈、岳阳市纪委监委第七监察室主任李定到
会指导。

会议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聚焦“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这一主题，突出力戒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重要内容，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的总要求，结合落实巡视整改工
作，汲取向力力案、李可波案、白维国案、朱
苇案等典型案件深刻教训，深刻检视剖析，
推动市委常委会班子牢记初心使命。

汨罗市委常委会对开好这次专题民主生
活会高度重视，严格贯彻中央、省委、岳阳市
委相关工作要求，精心准备、周密部署，认真
扎实做好会前各项准备工作。会议集体学习
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通报了专题民
主生活会准备情况。喻文代表市委常委会班
子作检视剖析，并带头作个人检视剖析，其他
常委同志依次作个人检视剖析，认真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大家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
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自我批评不遮不
掩，相互批评开诚布公，达到了增进团结、振
奋精神、明确方向、促进工作的目的。

强化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改””
推进警示教育推进警示教育

本报讯（江博浪）12 月 5 日，汨罗市召开
“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开展岳阳市委宣
讲团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暨市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第19次集中（扩大）学习。

会上，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
片，岳阳市委宣讲团成员郑立新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科学制度体系的里程碑——准确把
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内涵》为题，全
面系统地解读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汨罗市委书记喻文指出，全市广大党员干
部要从典型案例中深刻吸取教训，坚定理想信
念，牢记初心使命，旗帜鲜明讲政治，锤炼对党
忠诚的政治品格。要守正清廉，严于律己当表
率。守住法律、纪律底线，敢于担当作为，做到
慎独、慎微、慎交、慎处、慎始、慎初。要压实责
任，从严治党优生态。党员领导干部作为“关
键少数”，要切实履行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做到
真管真严、敢抓敢管、长管长严。

首个生活垃圾焚烧首个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正式运行发电项目正式运行

本报讯（彭 晓）11月30日，汨罗市首个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正式运行，每天将有
500吨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

汨罗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由中国
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投建运营，占地面积 80
亩，预计投资3.6975亿元。项目于2018年7
月31日开工，经过16个月建设，一期工程已
完工，可实现日处理垃圾500 吨，预计日发
电量20万千瓦时。项目设有垃圾收集、储
存、焚烧、发电，以及废水、废渣、废气、飞灰
处理的整套系统，各类垃圾被送上焚烧处理
生产线后，将被转化为可利用的电能、建材、
水资源等，焚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也将以高
于国标的标准进行处理排放。

“汨罗城乡生活垃圾进入市生活垃圾填
埋场的垃圾量日均达480余吨，目前的规模
可满足需求。”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后期还将投建日处理量为250
吨二期工程，在汨罗建成一条处理规模为
750吨/日的焚烧处理生产线。

切实切实推进医疗服务改革推进医疗服务改革
汨罗市中医院综合大楼土方工程完工

本报讯（周 敏）12月6日，笔者从汨罗市
中医院了解到，该院综合楼项目土方工程全
面完工，进入基坑支护、桩基施工阶段，2020
年3月可完成全部地下工程。

据了解，新建的中医院综合楼项目投资
总额约2.1亿元，总建筑面积近5万㎡，由地下
室、17层住院综合大楼、5层门诊楼及附属设
施组成，共设置420张床位，预计于2021年7
月全面建成投入使用。

“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改变现中医院场地
狭小、房屋建筑老化、设施设备陈旧的落后面
貌。”汨罗市卫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医院
搬迁，新建综合大楼是汨罗市委、市政府推进
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重要举措，是改善求医
问药环境，缓解“看病难”的重要民生工程。

本报讯（夏 凡）近日，农业农村部公示
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候选名单，拟认定
100 个乡（镇）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
1000个村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岳阳有1
个镇、4 个村入选，汨罗市汨罗镇武夷山村
在示范村名单中。

据了解，这些示范乡镇、示范村是在各
省（区、市）推荐和专家评审基础上，由中央
农办、农业农村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司
法部等5部门共同审核拟认定的。示范村

的创建需达到村党组织领导有力、村民自治
依法规范、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文化道德形
成新风、乡村发展充满活力、农村社会安定
有序等六项标准。

以“关键少数”引领“绝大多数”，以党风
政风促进民风乡风；建立老年协会、红白理
事会、文明劝导队、军人之家、助学社等组
织，形成了协同治理强大合力；高标准建成
园林式壁葬公墓“福寿园”，免费提供壁葬宫
格9000格；加强“雪亮工程”建设，实行网格

化管理，不定期开展文化娱乐活动……近年
来，武夷山村坚持党建引领和群众参与并
重，环境美化与文明教化并举，社会管理与
村民自治同步，制度建设与情感教育兼容，
绘就了一幅村庄秀美、百业兴旺、百姓富裕、
乡风文明的农村新图景。武夷山村被誉为
汨罗版本的“枫桥经验”，2017年获评岳阳市
平安创建示范村（社区），2018年被湖南省委
政法委评为湖南省平安村（社区），得到中央
政法委、湖南省委、岳阳市委充分肯定。

擂响冬修水利战鼓擂响冬修水利战鼓
助助推美丽乡村建设推美丽乡村建设
今冬完成15座小Ⅱ型水库升级

本报讯（周 敏 翁正娇）眼下，正值冬修
水利黄金期。12月6日，在三江镇八景村杨
洞水库施工现场，挖机挥舞着“长臂”转运土
方，大坝回填作业紧张有序。“自12月启动
以来，我们抢抓晴好天气赶进度，预计年底
就能完工。”三江镇水利站工作人员刘自勤
介绍。

杨家洞原是八景村高华片一口大山塘，
“管着”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灌溉用水。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上了年纪的水库蓄水能
力下降，这也成为该村村民的心头事。据
悉，杨家洞改造将安装放水涵、修缮溢洪道，
灌浆加固大坝，升级成为小Ⅱ型水库，投资
近60 万，改造完毕后将对周边区域防旱涝
发挥作用，有效提高农田灌溉能力。

杨家洞水库是汨罗市水利冬修的一个
缩影。“这段时间降水少，河道水位低，水利
工程容易进行。”汨罗市水利局副局长许振
军说，今冬汨罗市水利工程修缮工程启动
后，先后对15口大型山塘清淤扩容、除险加
固，升级为小Ⅱ型水库，目前这些水库全部
开工建设，预计明年3月全部完工。

据介绍，今年来，汨罗市以“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为目标，深入实施水环境综合治
理，开展大规模的冬修水利建设，助推美丽
乡村建设，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截至目前，已完成山塘清淤2751口，沟渠疏
浚 674 公里，升级水库 15 座，总投资超过
3000万元。

水库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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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风景一城歌
中华诗词学会名家体验特色民俗盛赞汨罗

汨罗乡村治理经验获《半月谈》推介

企业开办“加速度”
全程电子化办理仅需2.5个工作日

武夷山村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武夷山村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秀美的武夷山村。 周 敏 摄

屈子祠镇屈子祠镇““湖南省诗词湖南省诗词
之乡之乡””创建通过验收创建通过验收

本报讯（彭 晓）12月7日，中华诗词学会
副会长、湖南省诗词协会会长彭崇谷一行来
到汨罗市屈子祠镇，实地考察诗词文化进校
园、进农家、进机关工作情况，对该镇创建“湖
南省诗词之乡”工作进行验收通过。

2009年9月，汨罗市被评为“中华诗词之
乡”。屈子祠镇是屈原晚年行吟求索之地，近
年来，该镇成立骚坛诗联学会分会，积极开展
诗词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义务送春联、诗
联吟诵会、古诗联知识竞赛等活动，推进诗词
文化发展。目前，全镇共有126名诗人，编辑
出版了半年刊《骚坛新咏》，246首诗联作品在
全国各刊物发表，6篇论文获得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征文奖等，全镇诗词文化事业日
趋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