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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路长，您又来忙了！”6 月
27 日清晨，在洞口县黄桥镇狮子
山下晨练的当地居民纷纷跟一位
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打招呼。这位
被称为“路长”的老人，就是在此义
务管路5年的袁常华。

1952 年，21 岁的袁常华报名
参军，成为一名光荣的抗美援朝志
愿军战士。“一去就打了14天。”老
人回忆道。经过战争的洗礼，如今
年近九旬的袁常华背不驼、眼不
花、耳不聋，腰杆挺拔，精神矍铄。
家住黄桥镇街上的他，有时回乡下

老家，来回十多公里都是骑自行
车，还常常在后座上把老伴捎上。

狮子山路是沿着狮子山修建的
一条盘山公路，依山傍田，空气清
新，风景秀丽，每天早晚来此锻炼、
休闲、观光的居民很多，这里是黄桥
镇老百姓喜爱的“田园步行街”。2016
年初，袁常华见前往狮子山路活动的
人越来越多，可是由于道路紧靠着
山、紧挨着田，道路两边的杂草和灌
木渐渐交织到路中间来。从此，老人
就开始了他的义务管路工作。

“城里的街道有‘街长’，楼栋

有‘楼长’，我就是我们黄桥镇狮子
山路的‘路长’！”袁常华风趣地自
诩。每天清早和傍晚，天气较好的
时候，人们经常会看到老人挥锄填
平道路上的坑坑洼洼，挥刀割掉影
响大家通行的灌木杂草。

一辆骑了30多年的永久牌自
行车、一把柴刀、一柄锄头、一身朴
素的衣裳，就是今年 89 岁的“路
长”袁常华的“标配”。“连续当了5
年‘路长’，我没觉得累，上了年纪
的人做点事情身体还舒服些。只要
我还能动，这条路我就会一直管下

去。”老人说。
看到老人如此热心公益，大家

时常夸他：“老人家啊，您一定会活
到120岁！”袁常华总是憨厚一笑：

“我不希望自己活到 120 岁，但我
希望大伙都健康长寿。”老人的热
心也感动了当地不少年轻人。渐渐
地，只要老人前来狮子山路清除杂
草杂树，就有年轻人开着小车帮助
老人将垃圾运走。

“目前我的最大心愿，是希望
狮子山路能够早日得到硬化。这
样，不仅更加便于大家前来活动，
还可以降低一些我这‘路长’的劳
动强度。”袁常华老人憧憬道。

耄耋老兵乐为乡亲当“路长”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曾宪军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唐婷）“山形如瓮，溪光如梦，
清风拂过廉洁颂。继遗风，守
孤忠，匡正驱邪和谐共，勤政
为民传隽永……”6月22日，
绥宁县东山侗族乡瓮溪村农
民散曲社内，刚从农忙中闲下
来的农民诗人们饶有兴致地
朗诵起一首首意味隽永的“廉
洁散曲”，廉音阵阵沁人心。

今年来，绥宁县充分利
用电视有“像”、宣教有“声”、
户外有“图”、书籍有“形”等多
种方式，掀起各部门各单位积
极创建“廉洁单位”的热潮。

“惩防兼治固本根，浊污
清除风清正。中国圆梦宏图
展，廉洁创建享太平。”该县
将散曲、山歌与廉洁文化有
机融合，依托民间诗人、艺人
资源优势，让《廉洁创建享太平》《歌谣声声唱清
廉》等30多首脍炙人口的散曲、山歌在党员干
部和广大群众中诵读传唱，使“廉音”飞入寻常
百姓家。

同时，该县依托红色绥宁展览馆、邓小平征
战绥宁指挥所、廉政文化长廊等红色廉政文化
教育基地，讲好“邓小平征战绥宁两数烟叶钱”
等红色历史故事，以红色基因激活“廉”因子，促
进“廉洁单位”创建。该县纪委监委积极举办“廉
政漫画”“廉洁格言”“廉洁书法”进机关、入校园
等活动，各乡镇纪委则依托 234 个行政村（社
区）现有的“农家书屋”倾心打造“廉洁书屋”，利
用送书下乡之机添置廉政教育读本、廉政小说
等，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廉”书、读“廉”报。

“下一步，我们将以问题为导向，通过签订
一份承诺书、开展两次廉洁知识竞赛、创作三个
廉洁文艺作品、组织四次讲评、完善五项制度等
方式确保‘廉洁单位’创建工作抓出特色、创出
成效。”该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负责人侯玉德
表示。

目前，该县共有407个单位主动申报创建
“廉洁单位”，其中“廉洁机关”91个、“廉洁乡镇”
17个、“廉洁村居”234个、“廉洁医院”25所、“廉
洁学校”40所，实现“廉洁单位”创建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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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 李焱稠）6月22日，武冈市云山大道左
侧，挖掘机、吊车齐上阵，DN1220 涂塑钢管
在焊接师傅的拨动下一根接一根地鱼贯而
入。这是该市为保障城乡供水“同网同质同价
同服务”而实施4498米城区给水主管网改造
提升的一个镜头。

近年来，武冈市紧扣“城乡供水一体化、区
域供水规模化、工程建管专业化”目标，形成

“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工作班子
专门抓”的饮水安全工作格局，并聘请湖南省
建筑设计院编制《武冈市饮水安全全覆盖暨巩

固提升工程PPP项目实施方案》，全面启动饮
用水源地保护和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工作。

为突破资金短缺颈瓶，该市采用“BOT+
ROT”的PPP模式，投资80304.72万元扩建武
冈市三水厂二期，新建孔家团、高原、东风3个规
模化水厂、8座加压泵和676.69千米给水管网。

项目实施中，该市一直坚持“专业的人做
专业的事”的原则。在设计上，以不同设计风格
融合当地景观，实现“一个水厂、一个景点、一
个地标”的设计理念。在PPP项目融资上，聘请
专业公司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等报告，科学确定
资本金比例等经济指标。在运营管理上，通过

公开招标引进湖南省水利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等国企参与合作，组建湖南武冈湘水水务有限
公司，负责建设、营运、管理，同时引入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实行用水、节水管理的智能
化。截至目前，武冈市三水厂二期扩改和高原
水厂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东风水厂已完成工
程量的90%；孔家团水厂已完成工程量的60%；
600余公里的主管网铺设已基本完成，今年10
月底有望建成投产。届时，武冈市自来水日供
水能力将达到18万吨，全市各片区之间管道并
网，水厂相互应急供水，可真正实现城乡供水

“同网同质同价同服务”、饮水安全全覆盖。

武冈城乡供水同网同质同价同服务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唐妮 李丁 李缘凝） 6月19日，邵阳县谷
洲镇兰子村热闹非凡，由该镇组织举办的兰
子村特色产业发展现场会如期召开，镇、村干
部和党员群众在该村榨油坊、油茶基地、西瓜
基地认真参观，了解兰子村农业产业带动经
营模式、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学习发展产业
的好经验、好做法。

近年来，为增强村级集体经济“造血”功
能，谷洲镇党委、政府大力优化产业结构布
局、健全工作管理机制、注重培育优势产业、

积极引进企业引领村里壮大集体经济，重点
打造油茶产业长廊、渔业养殖基地、电子产业

“扶贫车间”、绿色瓜果蔬菜生态园，一步一个
脚印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建设，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该镇兰子村曾是贫困村，以前贫困人口
多、群众收入低、村集体经济落后。为改变兰
子村的贫困落后面貌，谷洲镇党委、政府与驻
村帮扶工作队一起把脉，利用当地丰富的土
地资源发展种植业，种植油茶、西瓜、水瓜，同
时依托邵阳县湘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带动

全村种植油菜600亩、油茶2000余亩，并引进
国内先进技术、精良设备，精炼茶油、菜籽油、
花生油等销售，预计年产值可达100万元。该
村共有 98 户贫困户共计 413 人通过参与分
红、土地流转、务工等方式实现短期产业项目
增收，如期脱贫。兰子村也从昔日的贫困村，
华丽蜕变为现在的特色产业示范村。

“下一步，我们要加大对特色产业产品线
上线下的经营推销，推动兰子村集体经济进
一步巩固和发展。”谈及未来发展规划，兰子
村党支部书记曾祥德信心满怀。

谷洲镇依托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

6月23日上午，新邵县开展城市内涝防汛应急抢险演练，模拟该县地下街受

强降雨影响出现洪水倒灌险情，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和设备抢

险。图为抢险队员在模拟演练帮助商户转移财产。

邵阳日报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李晓琳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张振夏）6月4日，洞口县专题督办易地扶
贫搬迁工作，对实际拆迁入住、拆旧复垦、拆
旧补助资金拨付、自筹款收缴等情况进行再
次部署，助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最后一公
里”落到实处。截至6月24日，该县专题督办
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目前，该县各乡镇（街道、管理区）正
组织骨干力量，成立专门的工作班子推进
当前工作，制定责任分解表，将工作任务
落实到个人；该县易地扶贫搬迁联席办、
县自然资源局制定任务分解表，将工作责
任压实到每一个工作人员，加强对工作滞
后的乡镇督导；县易地扶贫搬迁联席办对
当前工作实行一日一调度、一日一通报、
销号管理，确保实际拆迁入住、拆旧复垦、
拆旧补助资金拨付等工作达到上级要求。

截至6月24日，洞口县应拆迁入住户
数3622户，已拆迁入住3622户，拆迁入住
率达 100%；应拆旧 1690 户，已拆旧 1668
户，拆旧率达98.7%；应复垦1676户，完成
复垦1593户，复垦率达95.05%。

“十三五”期间，洞口县共有 13212 人
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为确保高质量完成
这一任务，该县纪委监委强化监督，紧紧
围绕易地扶贫搬迁主要工作职责和重点
任务，常态化督查住房面积、自筹资金、实
际入住、旧房拆除、产业扶持和就业扶持

等搬迁安置政策落实，实地查看安置住房建设完成、质量
验收和竣工验收情况，并紧盯国家、省、市各级督查、考核
以及巡视、巡察中发现的问题，全面监管，建立工作台账，
明确整改时限，督促整改落实，实行销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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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唐承元）截至6月
26日，城步苗族自治县按照国家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草原局统一工作部署，在国家林业草
原局中南林业规划设计院及省林科院专家团队
的大力帮助下，完成该县天然林保护及自然地
保护核定落界，将天然林及自然地保护落实到
山头地块，明确天然林分布范围，建立健全天然
林资源数据库，融入全县森林资源“一张图”和

“一套数”。
城步苗族自治县现有森林面积330.8万亩，

森林覆盖率80.3%。境内有湖南唯一一家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区——湖南南山国家公园，有金
童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云湖国家级湿地公
园等自然地保护区，有国家级天然生态林179.1
万亩。

该县自 1999 年开始实施生态公益林效益
补偿制度以来，凡是区划为生态公益林的天然
林，一律停止采伐和实行国家补偿。截至2019
年底，全县累计落实中央和省财政两级生态公
益林森林效益补偿资金2.9亿元，惠及林区3万
余林农户9.1万余人。

城步完成天然林保护及自然地保护核定落界

融入森林资源“一张图一套数”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雷良军）“我们自
己产生了垃圾，交一定的环境卫生费也是理所
应当，但收费后，我们在做好分类减排的同时，
在垃圾清运频度上应有所明确，在环境清理效
果上应有所保障。”自6月以来，在新宁县巡田
乡，随着基层治理院落会的持续召开，群众纷纷
建言献策。

脱贫攻坚战役已接近尾声，乡村振兴的脚
步声越发清晰，巡田乡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近
期在该乡11个行政村全面推行基层治理创新
工作，当前，环境卫生收费院落会正在各村如火
如荼地进行。在各村院落会上，村“两委”、理事
会成员、驻村干部等耐心地向群众讲解当前形
势及现实需求，并零距离、面对面答疑释惑，过
程中，群众纷纷发言，表态度、诉顾虑、提建议。

随着院落会的不断推进，下一步，该乡环境
卫生收费工作将全面展开。该乡以院落会为抓
手，干群携手，上下一心，在将巡田打造成环境
净化、村容美化、生态宜居乡镇的道路上形成广
泛共识，凝聚强大力量，在基层治理上形成了共
商、共建、共创的良好氛围。

基层治理院落会

开进群众心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