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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从湖南省综治委传来好
消息，全国重点旅游扶贫村、湖南省旅游
扶贫示范村、湖南省“美丽乡村”——新
邵县坪上镇清水村被评为湖南省十大

“平安村（社区）”创建示范单位。
清水村奇峰高耸，山峦叠嶂，涧谷幽

深，飞瀑流泉，宛如世外桃源，是享誉全
国的“长寿之村”。近年来，该村实现了
无刑事治安案件和安全事故、无违法犯
罪人员、无上访人员，做到了矛盾纠纷不
出村。

近年来，清水村坚持“旅游活村、产
业富村、生态亮村、平安护村”的发展战
略，县、乡、村三级联动，以扶贫为中心，
以旅游建设为抓手，以平安建设为保障，
统筹“四村”建设，即“做新长寿村、做富
贫困村、做亮生态旅游村、做实平安文明
村”。该村结合本村实际，制定了《清水
村创建平安村规划》，成立了由村党支部
书记任组长的平安创建领导小组，一手
抓旅游扶贫产业发展，一手抓社会稳定
平安建设。建立了村综治中心、便民服
务中心、游客服务中心，健全了治保、人

民调解、治安巡逻、法制宣传等群防群治
组织。配备了专职公安民警、辅警、综治
专干、调解主任等。全村划分为21个网
格，配备了21名网格管理员，实现了网
格化管理。投入资金50万元安装了51
个摄像头，对全村主要部位、景点实行了
全方位监控。形成了一张上下联动、配
合密切、防控严密、反应灵敏的平安防控
网络。

2016年以来，老清水村与邻近的大
元村、竹山村合并为新清水村，矛盾一度
十分突出。为此，该村开展了“三项”教
育活动：一是“爱家乡、爱清水”教育。引
导村民破除旧村概念，树立新村观念。
二是心态教育。村支两委结合传统的

“仁德”理念和村民“与人为善、豁达大
度”的性格，教育村民保持健康良好的心
态。三是感恩教育。村“两委”及时组织
村民开展“清水的变化感恩谁”、“我为清
水作贡献”大讨论，教育村民怀着一颗感
恩之心支持配合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
近三年来，该村人民调解组织共调处各
类矛盾纠纷70余起，无一人到镇以上上

访，做到了“矛盾纠纷不出村”。
“平安建设、人人参与，平安成果、人

人共享”。近年来，清水村坚持以群众为
主体，高度重视平安创建的宣传教育，充
分调动村民参与平安创建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抓普法宣传，坚持依法治村。建
立村民法制学校，邀请专业人员每月
上一次法制教育课，村民的法律水平和
守法、依法办事自觉性逐年提升；健全人
防、技防、物防体系，有效预防各类刑事
治安案件的发生。自2014年以来，该村
刑事发案率为零，无一人违法犯罪，无一
人吸毒贩毒制毒。该村还广泛发动群众
开展多种形式的平安创建活动。自
2014年以来，该村坚持开展“四大”平安
主题创建活动：平安家庭创建和“三星级
平安家庭”评比表彰活动；结合旅游开展

“诚信经营户”评选活动；结合“美丽乡
村”建设，每年开展一次“美丽清水人”评
选活动；开展“平安文明院落”评选活
动。至目前，该村21个院落均为“平安
院落”。

平安清水村 长寿幸福地
——新邵县坪上镇清水村创建十大“平安村（社区）”侧记

隆清泉 何旭华

本报讯 12月6日，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李斌率市人大城
环委全体人员赴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开展调研。

据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揭牌试运
行，是全市统一的公共资源集中
交易平台，负责组织全市内的工
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土地使用权
矿业权出让等公共资源交易活
动。截至 11 月底，该中心已完
成交易790宗，成交总额149.68
亿。下一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将加快推进交易全流程电子化、
标准化建设，并以“四型”（廉洁

型、服务型、学习型、创新型）机
关创建为抓手打造一流的工作
团队。

李斌一行实地察看了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台建设运行
情况，并听取了工作情况汇报。
李斌肯定中心成立以来取得的
工作成绩。他强调，要准确把握
定位，强化监督、优化服务，保证
公平公正；要提高效益，加强服
务及内部反腐机制建设；要加强
党建工作，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
用，积极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工
作。 （刘小幸）

积极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工作

本报讯 12月6日上午，国
网邵阳供电公司与湖南省湘诚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物业分
离移交协议，意味着我市全面启
动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
业”分离移交试点工作。省国资
委副主任樊建军、副市长彭华
松、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副总经
理周建方、省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新保出席。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是指
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供水、供
电、供热（供气）及物业管理的分
离移交，是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的重大举措，是经济新常态下
推动国有企业聚焦主业、做大做
强的必要手段。省定任务下达
后，我市全力推进驻邵央企省企
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工作。截
至11月底，10户企业完成供水、
供电和物业管理分离移交分别

为 12364 户、8934 户和 1916 户，
分 别 占 总 任 务 的 90.21% 、
97.69%、10.32%，完成情况在全
省名列前茅。

彭华松指出，我市将继续强
力推进驻邵央企省企办社会职
能分离移交工作，确保在规定时
间内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
高思想认识，主动作为，把握机
遇，以高度责任感、使命感把分
离移交工作抓紧、抓实、抓好。
当好分离移交工作的推进主体
和协调主体，及时办理相关审批
手续，建立绿色通道，简化程序，
提高效率，创造便利的工作环
境。积极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主
动为企业排忧解难，妥善处理难
点问题，确保分离移交工作平稳
过渡。

（宁如娟）

我市启动“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试点

本报讯 12月5日，市政协
派驻市规划局民主监督小组到
该局开展民主监督调研活动。
市政协副主席徐桂阳参加调研。

民主监督小组先后到市规
划馆、政务中心等地，对市规划
局领导班子和干部职工队伍建
设情况，贯彻执行中央、省、市各
项廉洁规定及作风建设情况；工
作人员履行职责、遵纪守法、执
行制度情况；社会关注度高和群
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办
理落实政协建议案、提案、社情
民意情况等方面进行了实地调
研。

今年5月，市政协统一委派
的民主监督小组正式入驻市规
划局，就全市城市规划工作建设
情况和服务经济发展环境情况

进行为期一年的全程监督。进
驻以来，民主监督小组围绕市
委、市政府关于产业发展的决策
部署及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政策
措施的贯彻落实等情况，结合规
划部门的重点工作，以规划部门
履行职能与服务群众为重点，围
绕规划工作的规划编制、审批管
理、规划监督等职能以及服务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工作举措开展
民主监督活动。

截至目前，规划局共承办建
议提案21件，其中主办16件，会
办 5 件。建议提案办结率为
100%、满意率均为100%，所受理
并办结的规划报建手续全部进
入电子监察程序，受监察100%，
审批时限均提速50%以上。

（马剑敏）

民主监督助力规划服务环境优化

本报讯 12月4日，冬日煦暖，位于
叠彩山与伏坡山之间的桂林市金龙珠大
酒店热闹非凡、人潮涌动，桂林邵阳商会
第二届换届选举大会在这里隆重举
行。会议选举了桂林邵阳商会新一届
管理层。

桂林邵阳商会成立于2011年6月，

现有会员单位200家左右，有40多万邵
阳商人在桂林经商投资，他们涉足领域
广泛，涵盖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建筑工程承包、建材营销、商贸物流、市
场开发及文化、教育、旅游、农业等产
业。桂林邵阳商会的成立，为邵阳籍客
商在桂林的投资经商搭建了良好的创业

平台，为会员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服务，为
桂林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新当选的会长李志良说，桂林邵阳
商会将进一步秉承“乡情联谊、政府桥
梁、工商服务”的核心内涵，坚持“团结发
展，互利互赢”的宗旨，努力搭建好会
员单位与商会、商会与桂林各级职能部
门、邵阳与桂林之间的桥梁，建设一流商
会，积极为邵阳、桂林经济社会的发展做
贡献。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胡光斌）

桂林邵商换届选举后再启航

本报讯 11月30日，我省
公布了“全省百名优秀农村法
律明白人”名单，我市10位村民
获此殊荣。

近年来，我省各地以“法律
进乡村”为载体，切实加强对农
村“法律明白人”的培养，培育
了一大批熟悉了解法律知识、
具有一定法治素养的农村“法
律明白人”，为化解农村社会矛
盾、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发挥了
重要作用。此次获评“全省百
名优秀农村法律明白人”的我
市10位村民分别是：绥宁县公
安局寨市派出所驻铁杉林村辅

警邓集山、城步苗族自治县儒
林镇八角亭社区居委会委员杨
松道、洞口县水东镇商会会长
兼镇政府特约司法调解员陈金
生、隆回县桃洪镇桃花社区居
委会主任马建新、邵东县团山
镇长青村村民曾姣玉（女）、邵
阳县谷洲镇谷洲村支部书记曾
玲利（女）、双清区火车站乡莲
荷村支部书记戚晓华（女）、武
冈市荆竹铺镇三元桥村委主任
肖丙武、新宁县回龙寺镇宝塔
村支部书记曾新兰、新邵县寸
石镇田心村总支书记刘忠辉。

（袁光宇）

我市10人获评
“全省优秀农村法律明白人”

本报讯 “联心至三合
道路硬化后，我种出来的香
葱送往县城近了12多里路
程。”11 月 30 日，谈及一条
正在抓紧建设的联村道路
带来的好处，城步西岩镇联
心村种葱大户王富林满是
感激。

西岩镇联心村系国家
级贫困村，与相邻的三合村
共有近 5000 人，两村村民
居住分散，由于交通不便，
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
活出行和两村经济发展。

2015 年，联心村积极

向上争取资金 50 万元，完
成联心至三合道路通达工
程。今年，联心村将联心至
三合道路硬化纳入扶贫开
发项目和民生工程。工程
总投资72万元、全长1.2千
米、宽 4.5 米。联心村“两
委”全力做好道路用地群众
思想工作，于 11 月 28 日启
动道路硬化工程，并敦促施
工队伍抢抓晴好天气有序
施工，预计今年 12 月底全
线竣工通车。道路建成后，
将成为联心村的致富路、幸
福路。 （阳望春）

西岩镇
再添一条联村致富路

12月5日，隆回县羊古坳镇龙家湾村农民龙维楚正在采
摘蜜柚上市销售。近年来，该县农民在当地农技部门帮扶下，
从广西引进产量高、品质优良的红肉蜜柚和黄肉蜜柚，选择在
荒地、荒田进行栽培种植。全县新增蜜柚面积5000多亩。由
于所栽培的蜜柚皮薄易剥、清香多汁、口感极佳，耐储藏和运
输，深受广大顾客青睐，十分俏销当地市场，成为农民增收致
富“黄金果”。 贺上升 摄

12月3日下午，邵阳学院外国语学院团总支社会实践部在市特殊教育学校举办“一路童行 爱满天下”活动。当天，
该院组织50多名志愿者为特校学生送去了糖果、饼干和学习用品，一起看动画片、折纸画画、聊天写字、装扮寝室，并与
小朋友一起打篮球、做游戏、表演节目，陪伴他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 记者 杨敏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