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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路通
田园综合体触手可及

麻塘地势由洞庭灵雾山渐次往西呈梯度
变化，襟拥洞庭湖，北邻岳阳市区，南抵岳阳
县城。京广铁路、武广高铁和岳荣公路贯穿
全境。区位优势、交通优势、生态优势日益凸
显。

去年年初伊始，麻塘办事处紧跟市委、县
委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以东风水库为核心，投
入7146万元，其中乡贤筹资约6000万，拓宽
道路10.65公里；对金永路、麻石路麻塘至王
家桥、王家桥至向家岭环线道路以及景区道
路全面进行了“白改黑”提质改造；更新换代
麻布山村全部电力设施设备；对景区周边村
落46栋房屋进行了风貌管控、立面改造。栽
种茶花树、桂花树、杨柳树等苗木6200余株，
绿化地表 53400 余平方米。在此基础上，办
事处积极与湖南建德旅游景观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合作，编制《洞庭灵雾山国际旅游度假
区》旅游策划，进一步规范景区建设行为。

一年来，改造完成东风水库、寺苍宝塔和
半山亭等景点，打造了以东风水库为核心、洞
庭灵雾山自然风光为特色的生态风景区。联
城、联乡、联村、联景、联心，更畅通、更安全、
更舒适、更美丽、更富民的目标业已成形。

麻布山村民姜小娥告诉笔者，该村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还要多亏乡村道路建设。“以
前，进村出村七个弯八个翘，上山路崎岖泥
泞，爬一次山，身上挂满苍耳子，而且只有露
天旱厕，很多游客不乐意来。现在不一样了，
房前屋后干净清爽，道路宽敞整洁，不少城里
人趁着周末来我们村赏景游玩，感受新农村
的美好，也有市外的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招招实
激活乡村振兴的原生动力

麻塘办事处把党建工作作为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村社区党组织重担当、重实干、重
实绩的导向鲜明。2月伊始，麻塘办事处牵头
成立G240岳雅路疫情防控值守点临时党支
部，对来往行人、车辆及乘车人员相关信息逐
一进行登记，并检测体温。3月份，办事处乡
贤李艳归带头捐款、全体党员踊跃捐款共计
约50万元，彰显了党员的责任与担当。金垅
村党员盛建伟与同为党员的父亲盛小满一起
自发组织12名党员在入组路口24小时值守，
并主动捐款数千元。在初步实现“无疫镇”工
作目标的同时，办事处企业复工复产也在有
力有序推动中，麻塘办事处28家企业已全部
复工复产，并为 588 名复工企业员工进行核
酸检测，配送中药309.6L。

产业项目上，办事处围绕融城总目标，提
出“产业融城先行一步”思路，收储土地1500
余亩，在引进北大青鸟的基础上，新引进省工
业技师学院第二校区，项目投资总额约 5 亿
元。江河·颐璟城、美的·金科郡、奥园·誉湖
湾、敏捷·山湖原著、洞庭美域、富华·观澜郡
等六个房产项目顺利推进，植山变电站、气象
站、公墓山等公益项目已启动前期建设。

乡村振兴上，办事处整体投入3280万元，
拆除空心房14.4万平方米，拆除违法建设97
处4761.7平方米。成功举办油菜花节和登高
节，打造了G240麻塘段和金永路两条精品线
路、洞庭农旅示范点和新的岳阳城市会客厅。

脱贫攻坚上，投入71.21万元，直接帮扶
127户394人，鼓励278户积极发展自办产业，
代缴新农合参保费用，健康扶贫一站式补助

63人，176名学生享受教育扶贫，社会消费帮
扶资金达3.65万元。2019年以来，共计33户
74人顺利脱贫。

环境保护上，严厉禁止秸秆焚烧，配合相
关职能部门，对项目建设工地，全面落实扬尘
防治“六个100％”；建成垃圾压缩站两个，农
业面源污染得到重点整治，废弃农膜回收利
用率达92%以上。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主
任周兵牵头开展“洞庭清波”行动，全面取缔
麻塘全境范围内天然水域内投肥投饵现象，
截至 2019 年底，已拆除辖区所有冰鲜鱼冷
库，沿东洞庭湖纵深1000米范围内养殖场也
已全部实行退养。

民生保障上，去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
保率基本完成指标要求，对卫生院住院部进
行整体改建，医疗服务水平大力提升；中考一
中上线率、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总体评价均
居全县第一，中考成绩进入全市前二十强，教
书育人水平明显提升；新建文化活动小广场
12个，成功举办欢乐潇湘、油菜花节和重阳登
高节开幕式等大型文艺汇演活动 6 次，大力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给养激发党群干事创业的“活力因子”，
据不完全统计，麻塘苗木花卉资源丰富，面积
达1.6万亩；葡萄、草莓种植面积达420余亩；
柴鱼、鳜鱼、鳡鱼养殖面积达1900余亩，农林
渔产业结合链循环作业，每年为群众增收1.6
亿元。

道道全
田园成花园 群众赚上“漂亮钱”

来自广州的蔡其梵，跟着岳阳城里的亲
家公两人来到麻塘爬爬山、看看油菜花，体验

着田园生活。“这么漂亮的地方像公园却没有
墙，像舞厅却没有门，像景点却不打票，我理
解应该是老百姓公共的后花园。20分钟路程
饱览春光。”老蔡说。

老蔡说的在理。20分钟即可环线一游，
偷闲一乐。满眼林荫，遍地草坪。老者闻鸡
起舞，顽童跨马游园。夫妇良辰散步，师生假
日联欢。市民游客，百姓千家。人人同等，家
家沾光。田园体验别样撩人，办事处干群心
动加行动，找到一道道乡村发展之策。

沿洞庭灵雾山脚的水渠，自北向南新修
一条长约5公里、宽8米的生态景观大道，预
计可盘活水渠两边土地 4000 亩。通过合作
社与群众协调，流转土地 3370 亩，计划通过
招商引资，用于苗圃、药材种植等高端现代景
观农业开发，走乡村旅游+现代农业发展之
路，助推乡村振兴。

一次美丽的尝试让群众看到了生态经济
的希望。去年3月到10月，办事处依托油菜
花海和重阳节，成功举办“乡村之恋·金色麻
塘”油菜花旅游文化节和重阳登高旅游节。
麻布山村党总支书记张芙蓉说：“去年花期吸
引游客近10万人，为村里12家‘农家乐’增收
近30万元，全村4000多亩油菜花菜籽油收入
达 400 余万元。”按油菜长势初步估算，麻塘
办事处今年万亩油菜榨油，会为村民增收千
万元。

“对玩有佳趣，使我心渺绵。”鹰咀山、桃
花洞、太极湖、凤尾关等生态风景长廊自然连
成一片，这个紧邻岳阳市区的天然水陆公园，
逐渐揭开面纱。

麻塘办事处向生态要效益，向绿色要发
展，从环境治理入手，优化景点资源，引进社
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走上了一条金光大道。

（黄 怡 刘锦华 彭 会 黄 柳）

““四访四访””机制打通机制打通
信访办理信访办理““微循环微循环””

本报讯（刘 凯 侯 坚）为建立领导
干部化解信访问题的长效机制，今年
来，岳阳县纪委监委深入开展以“接访、
约访、走访、回访”为主的四访活动，将
矛盾化解在基层。

开门接访“安民心”。该县提前将
接访领导姓名、接访时间、接访地点等
信息向社会公示。每周第一个工作日，
接访领导到信访接待中心大厅接待群
众来访。所有业务范围内的信访举报，
由信访室受理并按程序进行处理，让群
众“进得了门、说得了话、放得了心”。
进门约访“察民情”。坚持问题导向，由
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和部室负责人带
着信访难题“走出去”或者把信访人“请
进来”，通过现场会商、阅卷比对、约谈
群众等方式，打通信访举报办理工作

“最后一公里”。登门走访“聚民智”。
变群众跑腿为干部跑路，开展全员办
信，登门走访，相关领导干部年内走访
2 次以上。对群众反映突出的信访问
题、重复越级访，开展带案下访和督
办。办结回访“解民忧”。针对实名举
报的问题线索，承办部室对实名举报在
接收后要告知实名举报人，调查处置
后，依法依规将处理结果向信访人反
馈。对匿名举报，可在适当范围、场所
公开反馈。

“四访”活动启动以来，该县领导接
访15次，领导包案19件，上门约访2人
（次），解决群众困难诉求30余个，信访
总量与同比下降61.9%。

本报讯（李明灿）近日，麻塘办事处
下发《关于加强和规范村（居）委会财务
管理的办法》，进一步明确村级财务负责
人、纪检委员和报账员工作职责，对村级

财务中存在的不透明、不规范、不重视等
问题加大监管力度，全力织密村级财务
管理“网”。

健全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做到有章可

循。严格执行村级财务公开制度，做到管理
到位。强化村级财务监督制度，做到阳光规
范，并把村级财务管理纳入基层党风廉政建
设考核。

织密村级财务管理织密村级财务管理““网网””

疫情防控与禁拆治违疫情防控与禁拆治违
两手抓两不误两手抓两不误

本报讯（赵伟松）3月24日，岳阳县
麻塘办事处组织工作人员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对境内2处违建杂屋进行了
依法强制拆除。

麻塘办事处统筹兼顾，坚持防控疫
情和禁拆治违两手抓、两不误。始终保
持禁拆治违高压态势，对新增违法建设
保持“零容忍”态度，坚决做到露头就
打，动工就拆。疫情防控期间，办事处
共发现并拆除新增违建 13 处，拆除面
积613㎡。

当好复工企业当好复工企业““服务员服务员””
本报讯（李明灿）“太好了！上周办事处

统一安排为员工做的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感谢党和政府为我们复工复产企业吃了定心
丸！”3月27日，岳阳县麻塘办事处味到舌足食
品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张总说。为了保障企
业正常复工复产，办事处统一为域内26家企
业员工做了核酸检测，提升了疫情防控质量。

麻塘办事处提前谋划和部署好企业复工
的疫情防控工作，专门安排12名干部组成企
业疫情防控分指挥所，全面负责协助、督促、
服务企业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在各企业复工
前一天，企业疫情防控分指挥所工作人员前
往复工企业逐一现场检查。企业复工生产期
间，按量按天送去中药。同时，严密监控外省
返厂复工人员的健康情况，为企业复工复产
全力护航。截至3月23日，麻塘办事处共为
588名复工企业员工进行核酸检测，麻塘办事
处28家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

集中整治畅通集中整治畅通““肠梗阻肠梗阻””
本报讯（屈维庆）3月下旬，岳阳县麻布山

村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工作紧张有序开
展。截至日前，已完成麻石路全段10公里的
护栏及警示标牌等设施安装，不仅确保了出
行安全，更是麻塘交通通村畅组的一个标志。

自开展交通问题顽瘴痼疾专项整治行动
以来，麻塘办事处高度重视，高位推动，高效
落实，做到了交通安全宣传到位、隐患排查到
位、问题整治到位，有力保障了群众出行安
全。按照“全面覆盖、不留死角、有力整改”的
原则，对辖区内存在的各类交通顽瘴痼疾进
行强力整治。去年，新增和改造水泥路7.7公
里等，并严格落实“路长制”，对其进行日常管
理和养护。

本报讯（杨 惠）自去年秋冬种以来，岳阳
县麻布山村专业合作社党支部大力实施特色
油菜种植整村推进项目。党员作为排头兵，
负责田间地头的生产管理，合作社作为后勤
兵，“保姆式”全程服务，免费提供优质油菜种
子和菜籽加工、土地翻耕服务。

近年来，麻塘办事处各村（社区）坚持以
党建促发展，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航功能和

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采取“党群融入发展、
支部融入产业、党员融入群众”的创新做法，
打造出了一批集“田园领学、田园行动、田园
治理、田园民生”四大红色引领工程的“田园
党建综合体”，筋骨强、神气凝、血液足，实现
了党建和发展两促进、双提升。洞庭村党总
支部将党建与土地收储工作深度融合，党员
带头响应，带头支持，并与支部成员一起上

门入户做群众工作，争取群众的最大支持，
促进项目大量、快速落地。畔湖新村专业合
作社以“黑斑蛙”作为发展突破口，形成规模
化科学化工业化的养殖生产线，党员带领群
众共同致富。麻塘办事处围绕发展抓党建、
抓好党建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接下来，将
大力开展各项惠民工程，让更多群众享受发
展成果。

岳阳县法院

依法强依法强制制““老赖老赖””腾房腾房
本报讯（许华明）4月1日，岳阳县

人民法院执行局 20 余名执行干警，强
制执行了一起腾退房屋案件，顺利将该
涉案房屋腾空。

1997年底至1998年4月，周某甲之
父在岳阳县某村建设了一栋三层楼的
住宅，并将其中一间房借给周某乙之父
经营诊所，其父去世后，周某乙继续使
用该房屋开诊所。因周某甲长年在外
务工，直至2015年准备收回房屋时，周
某乙却以自己已买下房屋为由拒不归
还。2017年周某甲将周某乙诉至法院，
该院判决由周某乙将上述房屋返还给
周某甲。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迟
迟不肯腾退房屋。4月1日上午，执行
法官依法依规进行腾房工作。此次腾
房行动是岳阳县人民法院今年来打响

“决胜执行难”第一仗，该院将继续加大
执行力度，形成高压态势，努力实现“切
实解决执行难”目标。

贴心贴心““红娘红娘””
真情服务获点赞真情服务获点赞

本报讯（赵 星）“感谢你们周末加
班专门为我俩办理结婚证！”3月28日，
彭先生对岳阳县婚姻登记中心工作人
员贴心服务点赞。

彭先生是一名基层派出所干警，女
友是基层公务员，两人一直坚守在疫情
防控一线，无暇顾及个人婚姻大事。在
预约电话中，该县婚姻登记中心主任蔡
正华获知上述情况后，毫不犹豫答应了
他们周末登记结婚的请求。今年 2 月
10 日复工以来，该县婚姻登记中心严
格落实场所消毒、登记扫码、测体温、戴
口罩等措施，坚持“预约办、错峰办、高
效办”原则，根据预约情况，引导服务对
象分段分批办理登记。据统计，至3月
31日，该中心共办理婚姻登记792对。

3月28日，CCTV早间新闻报道，
央视记者通过自然资源部海岸线成像
仪，发现东洞庭湖旁大片黄澄澄金灿
灿，并对岳阳县油菜花种植基地进行
连线采访。花海之中的麻塘被镜头扫
入，亮相其中。

每亩油菜能为农户增收千元，麻
塘万亩油菜，能增收近千万。撇开油
稻轮作增收不表，油菜花几根纤细的
花蕊，十字形的四片花瓣，诱惑蝶儿蜂
儿戏舞，微风拂过，阵阵幽香，啼鸟山
间鸣，游人画中行，花海“生态游”已成
新宠。“农业有奔头，农民有干头，农村
有看头，这是麻塘办事处双向融城、赋
能乡村振兴的初心，抓住‘两型示范
区’的契机，向‘绿富美’要生态红利。”
办事处党工委书记付文勇说。

啼鸟山间鸣 游人画中行
岳阳县麻塘办事处逐梦“绿富美”生态红利

党建引领全面发展党建引领全面发展

禁毒宣传坚持禁毒宣传坚持““点对点点对点””
本报讯（屈维庆）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社

会吸毒人员动态管控工作，近日，岳阳县麻塘
办事处社戒社康领导小组联合派出所、司法
所对辖区内全部在册吸毒人员开展入户走
访，进一步了解掌握吸毒人员动态。

工作人员通过入户走访，深入了解吸
毒人员家庭、生活及工作等情况，向在册

吸毒人员宣读讲解禁毒防毒相关知识的
同时，鼓励吸毒人员树立长久的戒毒信心
和决心远离毒品。同时，工作人员还与亲
属沟通，希望他们能关心和帮助自己的亲
人彻底戒断毒瘾，采取正确方式教育监
督，对有异常行为表现者，及时向村委会
和社戒社康领导办公室汇报查实。对于

在本地创业就业的管理对象，工作人员采
取面对面座谈方式，对于外出务工的管理
人员，采取视频的方式了解其信息。此次
禁毒宣传活动还在各村及人口密集地段
布置了横幅宣传，工作人员上户发放禁毒
宣传手册 300 余份。

麻塘春晖 龙春涛 摄

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稻油轮作示范基地 丁望时丁望时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