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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冬日的阳光温馨宜人。
而在郴州老城区——昔日的九街十

八巷深处，其所发生的故事更是暖人心
扉：苏仙区南塔街道勇于践行初心使
命，终于促使曾经搁置多年的三大棚户
区改造项目突破困境，270多户拆迁户的
回迁安置房亦相继开工。

这一个个棚改项目堪称民生工程，
将会在老百姓心中掀起怎样的波澜呢？
让我们来倾听几位市民的心声吧……

“棚改项目的开工让我激动”

钱良成，男，61 岁，磨心塘 1 号棚
改项目拆迁户。

位于郴江河畔的磨心塘 1 号地块纳
入区棚改项目是2017年1月，涉及拆迁
户24户。其实，早在2011年底，与当时
的一家房地产公司签订合同后，就有19

户拆迁户租房居住，祈盼项目早早开
工。然而因为余下几户迟迟不肯签合同
等问题，第一家开发商遭遇资金困境而
于2016年6月转让项目，之后项目又纳
入棚改，可项目开工仍遥遥无期。

今年以来，南塔街道办事处的干部
一次次上门安慰拆迁户，做“钉子户”
的工作。街道把解决拆迁户回迁安置房
放在首位，下定决心无论多难也要推进
安置房的建设，推进项目建设。

“我记得项目开工是10月15日。当我
目睹挖掘机挥动巨臂挖土时，心情无比激
动，眼里一下涌上了热泪。”钱良成说。

“棚改项目的启动让我开心”

刘秋芽，男，64 岁，南塔路 6 号棚
改项目拆迁户。

南塔路 6 号是苏仙区 2012 年的棚改

项目，涉及 102 户拆迁户。最初是拆迁
66户，后又增加了36户。岂料因为第一
家开发商资金链断裂而转让项目，因为
增加建筑面积等原因，导致项目于2017
年初被责令停工，已完成主体建筑的两
栋高楼成了立在南塔市场后面的“烂尾
楼”……

最早一批搬迁的有44户，平均年龄
65岁。这些年过去了，先后有10个老人
过世，他们连一天新房也未住上，让人
唏嘘不己。

所幸的是，南塔街道把安置房当做
头等大事来抓，竭力争取市、区相关部
门的政策支持，终于推动“烂尾楼”重
又启动。街道干部不分早晚一次次找开
发商，一次次上门找拆迁户……“如
今，我们住上新房有望啦，我感到很开
心。”刘秋芽说。

“棚改项目的进展让我好欣慰”

张治军，男，54岁，裕后街社区干部。
曹家湾项目地块毗邻裕后街，是2016

年纳入区棚改项目的，共有拆迁户152户，
其中居民144户，村民8户。项目占地约
17亩，既有国有划拨土地又有集体土地，
尤其是集体土地征收难度大，转为国有土
地的手续十分复杂，导致无法开工建设。

“让我难忘的是，南塔街道竭力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增强了大
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些日子来，我们
天天忙碌，真正品尝到了‘5+2’‘白+黑’的
艰辛，终于破解集体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
这一大难关。目前，该项目已进入土地挂
牌摘牌阶段。”张治军说，“虽然我们每天多
了一份辛苦，但搁置几年的项目即将开
工，我感到很欣慰。”

“我们住上新房有望啦”
——苏仙区南塔街道推进棚改项目侧记

□ 通讯员 蒲泽森

安仁

集中培训村级纪检委员
郴州日报12月25日讯（通讯员 黄

祥湖 陈美林） 12月19日，安仁县162个
村 （社区） 纪检委员和13名乡镇纪检干
部共175人集结县委党校，开展了为期1
天的集中培训。

本次培训重点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中央、省、市、县纪委全会
精神，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农村基
层干部廉洁履职，乡镇财政资金监管，
农村基层信访举报办理等业务知识，进
一步厘清村纪检委员的职责定位和工作
要求，并观看了 《铲除村庄里的腐败》
警示教育片。此次培训为进一步强化对
村支两委班子及党员的监督，打通全面
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打下了基础。

永兴太和镇

民情恳谈会搭起党群连心桥
郴州日报12月25日讯（通讯员 邝

扬帆）“扶贫政策虽好，但不能扶懒”“扶
贫工作关键在产业发展”“我家的冰糖橙
销路难，想政府帮忙”……12 月 19 日，
在永兴县太和镇双合村开展的主题教育助
力脱贫攻坚民情恳谈会上，参会同志纷纷
发言。

近来，太和镇结合主题教育工作开
展脱贫攻坚民情恳谈会，架起了一座党
委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桥梁。通过民情恳
谈会，听取党员、群众、贫困户代表对
脱贫攻坚的意见和建议，了解各类诉求
和想法，帮助大家解决实际困难。截至
目前，太和镇召开11场民情恳谈会，收
集到意见和建议共 39 条，各类诉求 21
条，帮助贫困户以及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16 件。通过民情恳谈会，真正为群众解
决了实际困难，进一步赢得了群众对脱
贫攻坚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巩固了主题
教育工作成效。

郴州日报 12月 25日讯 （通讯
员 彭跃军）近日，资兴市检察院在
白廊镇布田村依法对2件2人不起诉
案件进行公开宣告，至此，公安机
关移送审查起诉的15件17人涉嫌非
法捕捞水产品系列案中，5件5人被
起诉，10件12人被不起诉。这是该
院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让人民
群众有更多司法获得感的生动一例。

近来，资兴市人民检察院在严
格司法的同时，以人为本，通过不
起诉公开宣告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
和参与权，依托“四步工作法”，促
进检务公开，为司法公开做加法。

第一步，即先对犯罪情节、主
观恶性、悔罪态度进行严格审查，

并听取当地政府、村民群众和公安
机关对嫌疑人的现实表现意见，然
后告知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和认
罪认罚的法律后果，听取值班律师
意见，审查嫌疑人的全部案件材
料。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在场值班律师在具结书上签字，这
是第二步。这15件17人系列案件中
的10件12人，在了解认罪认罚的法
律后果后，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
结书，并主动交纳了 2000 元至 3000
元不等的水生态修复资金。

为了教育广大村民，该院在被
不起诉人居住地进行不起诉决定现
场宣告，走好“四步工作法”的第
三步。今年 8 月以来，对上述 10 件

12 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后，该院分别
在资兴市三都镇鹿东村、八面山瑶
族乡豪园村、黄草镇丰林村等 10 多
个村举行了公开宣告不起诉活动，
邀请有关村镇干部、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公安局办案民警及部分村
民参加。既教育了被不起诉人，也
让村民受到了深刻的法治教育。

宣告并不意味着办案结束。该
院检察官还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被不
起诉人进行回访，走好第四步。同
时，该院还认真做好不起诉公开宣
告信息发布、旁听预约、文书公开
等工作，促进案件办理提质增效，
增强办理不起诉案件的透明度，让
人民群众更直观地感受到公平正义。

资兴检察院“四步工作法”为司法公开做加法

郴州日报12月25日讯（通讯员 欧阳娅琼） 12月
20 日，笔者在北湖区启点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看到，
这里一派繁忙景象，10多位残疾朋友正熟练地进行塑
料花拼接工作，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笑容。这
是北湖区残联为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开展的就业性辅助
项目。

辅助性就业将保证残疾人相对集中地工作，在工作
期间还可享受康复服务、文娱活动等，不仅让残疾人自
食其力，也为他们提供了与外界交流的平台。

北湖区残联从2016年起尝试开展残疾人辅助性就
业工作，将辖区内难以进入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肢体残
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等类别人群纳入就业培训工作
中。依托托养机构，联系企业，为托养机构残疾人提供
订单式产品生产。2018年，北湖区启点残疾人托养服
务中心被湖南省定为辅助性就业示范试点机构。该机构
按照要求建立了辅助性就业服务基地，对50名符合要
求的残疾人进行辅助性就业培训，开展了塑料花拼接、
保洁、佛香加工等项目，每人每月收入约为600元。今
年3月，成功输送小辉、小元 （化名） 2名学员至郴州
市天珑芯智能科技公司进行产品加工，目前每月收入达
2400元。

北湖区

辅助性就业助残疾人融入社会

郴州日报12月25日讯（通讯员 蒋仁义 李进科）
“大雪”节气，笔者来到临武县汾市镇万亩优质湿地松
林木基地，但见绿意浓浓，生机盎然。这是该县生态绿
色效益让林农脱贫致富的一大成果。

2015年以来，临武县把“三年绿化攻坚”与实施
“珠江防护林工程”相结合，县里成立了“珠防工
程”实施领导小组，加强“珠防工程”设计、技术指
导。“珠防工程”成了绿色发展、林业精准扶贫的一
项民生工程。几年来，该县封山育林 43140 亩，人工
造林7650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5000亩。通过验收合
格，各地林农受惠国家“珠防工程”补助资金1063万
余元。

汾市镇南福村把推进“珠防工程”与森林质量提升
并举，村里家家户户造林播绿，打造“绿色银行”。全村
750多户全部种植红豆杉，村前村后、漫山遍野成了绿
色海洋，也成了村民最大的绿色财富。该村种植红豆杉
1100亩达125万株，种植5年以上的按上市价300元一株
价格计算，每亩产值达3.6万元，全村村民仅此一项可增
收3600万元，家家户户有了自己的“绿色银行”。

临武县

“绿色银行”让农民脱贫致富

12月20日，嘉禾县纪委监委文化活动中心，选手在抢答竞赛试题。当日，
该县纪委监委举行党的理论和纪检监察知识抢答赛，通过必答、抢答、互动竞
答等形式，检验纪检监察干部全员培训、以赛促学、以学促用的效果，助推纪
检监察干部学知识、强责任，提高监督执纪执法能力水平。 （黄春涛 摄）

12月23日，临武
县水东镇小城村，人民
陪审员在袁痴烈士墓前
敬 献 鲜 花 。 袁 痴
（1898－1927），中共
临武特别支部创始人兼
书记，中共湘南特委秘
书。当天，该县开展
“薪火相传 初心永续”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32名人民陪审员现场
聆听村干部讲述烈士生
前事迹，感受党的光荣
历史，缅怀革命先烈。

（陈卫平 摄）

精准扶贫在行动

郴州日报12月25日讯（通讯员 邓琴 陈勇 李洪
樟）日前，两笔依托电子凭证的国库集中支付业务成功
办理，标志着桂阳县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系统在全
市县市区中率先上线运行，该县财政资金正式迈入国库
集中支付电子化时代。

电子化支付实现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财政授权支付业
务，开启规范、高效、创新的财政资金支付管理新模
式。在桂阳县财政局，笔者看到财务人员正在操作国库
集中支付电子化系统，一笔依托电子凭证的国库集中支
付业务在鼠标的操作下几分钟就可以处理完毕。而在以
前，完成支付审核，工作人员必须在银行和单位两头跑
并加盖各种公章，耗时耗力。

今年，桂阳县有序推进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
积极采取措施推动财政非税“网上办、线上缴”，取消
纸质凭证和单据流转，财政预算单位只需要依据电子指
令，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网上直接办理财政资金支付业
务，实现从签字盖章到电子签章，从财政人员跑单位银
行到数据跑网络的转变，财政资金的支付时限由“天”
变成了“分钟”。

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借助电子印章等技术手
段构建电子化安全体系，打通了财政、代理银行、预算
单位间的网络连接，可实现财政、人民银行、预算单位
和代理银行四方电子化支付，确保各项政策、资金、项
目在规范有序、安全阳光的通道运行，有利于加快构建
财政资金安全网，防范廉政风险。

桂阳县

步入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时代

郴州日报12月25日讯（通讯员 祝军飞 蒋培方）
12 月 21 日晚，汝城县交通、交警、路政、运管、农
机、市监相关执法人员，在该县G106大坪路段开展了
联合治超行动。行动中，通过正在升级更新的不停车预
检系统的监测情况，采取先定位、后定点的方式展开，
共查处违法超限超载车辆5台，非法改拼装车辆3台，
共卸载货物75.3吨。

今年以来，汝城县抢抓信息化发展机遇，不断创新
治超理念及手段，巧用新媒体网络，完善公众监督平台
建设，构建科技治超新体系，着力打造阳光服务型治超
执法队伍。

货车超限超载一直是困扰道路交通安全的突出问
题，为了破解这一难题，该县通过到河南郑州学习科
技治超工作，借鉴“郑州模式”，并制定方案开展不
停车检测系统建设，预计在2020年上线两套不停车预
检系统。届时将有效打击违法超限超载车辆冲关闯
卡、避站绕行等行为，达到消除路面执法安全隐患的
目的。

同时，该县充分运用二维码不断更新治超动态。为
方便广大车主近距离感受治超最新形势政策，监督治超
执法工作，该县治超办将二维码印在各个治超站（点）
及政府门户网站。公众扫描二维码就能进入一个可互动
的界面，详细了解执法队伍的信息，并可在线对各执法
人员作出评价和提出建议，保证执法体系在阳光下运
行。

据悉，该县将继续完善治超执法监督平台建设，以
常态化的方式开展网络互动交流，激发公众参与治超工
作。

汝城县

构建科技治超新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