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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载

解放思想　 开放创新

奋力开创全县经济发展新局面

———在 ２０１８ 年县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ꎬ 我们召开县委经济工作会议ꎮ 这次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ꎬ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ꎬ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中央、 省委、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ꎬ
全面总结 ２０１７ 年工作ꎬ 科学部署 ２０１８ 年工作ꎬ
动员和号召全县干部群众ꎬ 正视新形势ꎬ 立足

新起点ꎬ 开启新征程ꎬ 着力打造新时代开放发

展新高地ꎮ 下面ꎬ 我讲五个方面的意见ꎮ

　 　 一、 成绩就是鞭策ꎬ 树牢赶超意

识ꎬ 重整行装再出发

　 　 ２０１７ 年ꎬ 在省委、 省政府和市委、 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ꎬ 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克服经济下行压力ꎬ 以

前所未有的信心ꎬ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ꎬ
突出 “六大战役” [１] “八个强力推进” [２]ꎬ 经济

社会发展呈现出跨越赶超的好态势、 好趋势、
好气势ꎮ 全年完成地方生产总值 １１１ ０５ 亿元、
增长 ８ １％ꎻ 规模工业增加值 ３２ ２４ 亿元、 增长

７ ５％ꎻ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９１ ５６ 亿元、 增长

１２ ８％ꎻ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４１ ４０ 亿元、 增长

１０ １％ꎻ 财 政 总 收 入 完 成 ８ ６４ 亿 元、 增 长

１８ ４％ꎻ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完成 ２６１９９ 元、 １３１４５ 元ꎬ 分别增长

１０ １％、 ９ ４％ꎻ 全面小康实现程度预计达到

９２ ２％ꎮ ２０１７ 年ꎬ 我县被成功列为全国基层政

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县ꎬ 获批全省首批全

市首个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ꎬ 被评为

全国生猪调出大县ꎬ 被授予省级文明县城、 省

级金融安全区ꎬ 湖南省 “平安公路” 创建先进

单位ꎬ 全省计生协工作模范单位ꎬ 连续六年获

全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ꎮ
一年来ꎬ 我们在发展质量上有突破ꎮ 一是

产业发展提质升级ꎮ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ꎬ 规模

工业企业新增 １１ 家ꎬ 达到 ８４ 家ꎮ 清洁能源、 电

子信息、 制鞋纺织、 现代农业等产业强势推进ꎬ
２０ 万千瓦风电场实现并网发电ꎬ 加工贸易完成

外贸进出口总额 １ ８ 亿美元ꎮ 传统农业产业升级

发展ꎬ 提升品质ꎬ 山区灵芝、 黄精等特色种植渐

成规模ꎬ 新增省市农业龙头企业 ３ 家ꎬ 郁葱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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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湖南省现代林业特色产业园ꎮ 花葛源葛根

种植合作社被评为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ꎮ
二是项目推进全面加速ꎮ ７３ 个重点项目全面推

进ꎬ 其中全国 １７２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的毛俊水

库开工建设ꎬ 总投资 １６ ５８ 亿元的三条干线公

路[３]、 总投资 ８ ３ 亿元的医养结合两个 ＰＰＰ 项

目[４]稳步推进ꎮ 星月玩具、 绿田园等一批新产

业新业态来势喜人ꎮ 县示范性中学、 西区开发、
“四馆六中心” [５] 等项目加快建设ꎮ 三是全面改

革纵深推进ꎮ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ꎬ
八大类 ３０ 个大项 １２３ 个小项改革多点发力ꎬ 推

进有序ꎮ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全面

铺开ꎬ 完成事项梳理 １２００ 余项ꎮ 全市 “互联网

＋监督” 现场会在毛俊村召开ꎬ 楠市镇上下村综

合服务平台成为全市样板ꎮ 农村土地确权成效

明显ꎬ 完成土地权属调查和登记 ３２ １７ 万亩ꎮ 省

直管县、 商事制度、 “放管服” 等多项改革走在

全市前列ꎮ
一年来ꎬ 我们在 “八个强力推进” 上有突

破ꎮ 一是创新引领氛围浓厚ꎮ 以成功创建湖南

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县为契机ꎬ 深入实施

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发展战略ꎮ 全年培育高新

技术企业 ２ 家ꎬ 实现 ４ 家以上企业专利清零ꎮ 二

是开放崛起来势强劲ꎮ 全面落实省委 “万商入

湘” [６]战略ꎬ 成功吸引香港新井集团等大批知名

企业来蓝投资兴业ꎬ 意向签约项目 １３ 个ꎬ 意向

投资 １００ 亿元ꎮ 全年实际利用外资达到 ８６００ 万

美元ꎮ 三是城镇提质成效明显ꎮ “三创工作” [７]

推进加快ꎬ 禁燃行动成效显著ꎮ 西区开发启动

实施ꎬ 控违拆违 “百日会战” 全面打响ꎬ 依法

拆除违法建筑 ９１００ 平方米ꎮ “智慧蓝山” [８]平台

成功运行ꎮ 完成 ４ 个省、 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建

设ꎬ 蓝嘉公路沿线村庄立面改造有序实施ꎮ 毛

俊镇成功创建省级卫生镇ꎮ 四是交通提速稳步

推进ꎮ 蓝山大道、 二广高速连接线等城市路网

建设有序实施ꎮ 农村公路建设完成窄路加宽、
断头路、 边界路等改造 ８６ 公里ꎮ 和平汽车站候

车楼主体基本完工ꎬ 全县交通网络日益完善ꎮ

五是园区升级步伐加快ꎮ 园区新增土地储备

１５５０ 亩ꎬ 新增入统规模企业 ９ 家ꎮ 近年累计投

入 ６ ５ 亿元完善了配套设施ꎬ 经开区新晋为全市

百亿产业园区ꎮ 归雁创业园、 皮具产业园、 华侨

产业园等 “园中园” 建设步伐加快ꎮ 农业特色

产业园核心区面积突破 ５０００ 亩ꎬ 农产品加工园

区新增 ６ 家企业ꎮ 六是旅游升温推进有力ꎮ 成功

对接湘江源国际旅游度假区、 云冰山旅游度假

区、 百叠岭生态观光茶园等 ３ 个过亿项目ꎬ 签约

资金达 ３４ ８ 亿元ꎮ 湘江源国家森林公园基础设

施建设基本完成ꎬ 云冰山旅游度假区开工建设ꎮ
大洞梨花悠乐园、 百叠岭生态观光茶园、 花果

庄园成功创建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ꎮ 七是

环境整治力度加大ꎮ 继续实施 “添绿” “净水”
“蓝天” 三大工程ꎮ 建立县乡村三级河长体系ꎬ
管理河流 ７４ 条ꎬ 中小型水库 ３７ 座ꎮ 深入开展河

道采砂、 畜禽养殖、 农村垃圾等专项整治ꎬ 全年

完成 １００ 个村环境综合整治和农村污水治理ꎮ 及

时办结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问题 １３ 个ꎮ 八是脱

贫攻坚取得实效ꎮ 全年财政投入扶贫资金 ５０００
余万元ꎬ 贫困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有力

改善ꎮ 完成易地扶贫搬迁 １８４ 户 ８２５ 人ꎬ 大冲村

整体移民搬迁成为全省亮点ꎮ 近年累计发放小

额扶贫贷款 １ ７ 亿元ꎬ 补贴 １６０ 万元为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购买 “扶贫特惠保” [９]ꎮ 社会扶贫

网[１０]运行良好ꎮ 全年减贫 ５１５１ 人ꎬ 贫困村出列

８ 个ꎮ
一年来ꎬ 我们在民本民生上有突破ꎮ 一是

民生实事落地落实ꎮ 全年民生支出达 １９ ７７ 亿

元ꎬ 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 ７５％ꎮ 重点民办实

事任务全面完成ꎮ “五大保险” [１１]扩面提标ꎬ 城

乡医疗和分级诊疗体制改革有序推进ꎬ 全县城

乡居民参保率达到 １００％ꎮ ２５４０ 套旧城棚户区改

造加快推进ꎮ 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大力实施ꎬ ２０１７
年全县高考二本以上上线人数 ５７６ 人ꎬ 上线率居

全市前列ꎮ 二是社会大局和谐稳定ꎮ 推行网格

化管理模式ꎮ 扎实开展 “县乡村三级书记同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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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接访[１２] ” 和 “信访积案清零” [１３] 专项行动ꎬ
党的十九大安保维稳工作名列全市前茅ꎮ 强化

社会基层治理ꎬ “天网” [１４] “雪亮” [１５]工程加速

推进ꎮ 积 极 防 范 金 融 风 险ꎬ 严 厉 打 击 “ 三

强” [１６]行为ꎬ 综治民调、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

转ꎮ 三是民主法治不断加强ꎮ 强化党的领导ꎬ 积

极支持县人大、 政府、 政协履职尽责ꎬ 大力支持

群团组织发挥桥梁纽带作用ꎬ 爱国统一战线、
民主法制、 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取得长足进步ꎮ
党管武装工作持续加强ꎬ 我县党管武装的经验

做法被写入省军区党代会工作报告ꎮ
一年来ꎬ 我们在从严治党上有突破ꎮ 一是

全面加强基层党建ꎮ 创新实施党建工作 “月卡”
制ꎬ 有效落实 “书记三步抓党建” 工作法ꎬ 压

紧压实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职责ꎮ 对 １９７ 个村

(居) 的财务进行集中审计ꎬ 清查审计金额达

１ ５ 亿元ꎬ 顺利完成全县村 (居) “两委” 换届

选举ꎮ 流动党建 “蓝山样本” 被中组部专题调

研ꎮ 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在全市年度考核中

排名第一ꎮ 二是持续加强正风肃纪ꎮ 严格落实

“两个责任” [１７]ꎬ 支持纪委 “三转” [１８] 改革ꎬ １４
个乡镇纪委完成标准化建设ꎬ 实现巡察监督、
派驻监督、 监察体制改革 ３ 个 “全覆盖”ꎮ 持续

开展 “雁过拔毛” 式腐败问题和 “纠 ‘四风’、
治陋习” 专项整治ꎬ 全市纵深推进 “雁过拔毛”
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现场调度会在毛俊村

召开ꎮ 三是大力加强队伍建设ꎮ 树立正确的用

人导向ꎬ 以执行力建设为抓手ꎬ 推行党员干部

“三实” [１９]考核ꎬ 激励党员干部干事创业ꎮ 坚持

把廉洁从政作为考察、 选拔、 培养和重用干部

的第一标准ꎬ 防止干部 “带病提拔” “带病上

岗”ꎮ
这些成绩的取得ꎬ 是省委、 省政府和市委、

市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ꎬ 是各级各部门团结带

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奋力拼搏的结果ꎮ 在此ꎬ
我代表县委、 县人大、 县政府和县政协ꎬ 向全县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ꎬ 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蓝山

发展的同志们、 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使命是奋斗的方向ꎬ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ꎬ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ꎮ 在肯定成绩、 总结经验的

同时ꎬ 我们也要勇于承认差距ꎬ 敢于直面问题ꎮ
唯有如此ꎬ 才能不坐井观天ꎬ 不妄自尊大ꎬ 不自

我麻痹ꎮ 近年来ꎬ 蓝山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ꎬ
但是发展的速度、 发展的成效离老百姓的期望

还有较大差距ꎮ 与过去相比ꎬ 我县的品牌影响

力还不够ꎬ 与周边县的差距越来越大ꎮ
同志们ꎬ 只有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ꎬ 只

有承认差距才能弥补差距ꎮ 当前ꎬ 蓝山与周边

县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思想

观念的差距ꎮ 全县一些党员干部开放包容的意

识不够ꎬ 敢于担当不够ꎬ 视野不广、 胸襟不宽ꎬ
缺乏历史眼光、 长远意识ꎮ 二是经济发展的差

距ꎮ 当前ꎬ 发展不足、 发展不快仍然是蓝山最大

的问题ꎮ 全县产业总量不大ꎬ 结构不优ꎬ 特色不

明显ꎮ 三是城市建设的差距ꎮ 规划设计滞后ꎬ 缺

乏地标性建筑ꎬ 美化、 绿化、 亮化、 净化做得不

够ꎬ 城市配套设施历史欠账较多ꎮ 四是营商亲

商环境的差距ꎮ 对客商不重视ꎬ 积极主动服务

意识不够ꎬ 非法阻工闹事时有发生ꎮ 五是体制

机制的差距ꎮ 行政事项审批制度需进一步完善ꎬ
特别是一些联动、 协调、 并联机制有待健全ꎮ 六

是干部素质的差距ꎮ 具体表现为信念不牢、 本

领不足、 作风不实ꎬ 影响了项目落地、 推进

工作ꎮ
摆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ꎬ 承认差距是为

了弥补差距ꎮ 我们要认真反思ꎬ 深刻警醒ꎬ 直面

问题ꎬ 解决问题ꎮ

　 　 二、 顺势就是善为ꎬ 拓宽开放视

野ꎬ 审时度势谋大局

　 　 做好今年经济工作ꎬ 必须深刻学习领会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ꎬ 准确

把握发展新要求ꎬ 全面分析发展新形势ꎬ 切实

增强发展信心ꎬ 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ꎮ
１ 准确把握发展要求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ꎬ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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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阶段ꎮ 这是党中央在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发生新变化ꎬ 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ꎬ 国际国

内经济形势出现新动态的情况下作出的重大判

断ꎮ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作出 “坚持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 突出发展产业振兴实体经济ꎬ 促进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 的安排部署ꎮ 市委经济工作

会议提出实施 “开放兴市产业强市” 战略ꎬ 明

确持续推进 “六大战役” 和 “四个提升” [２０]ꎮ
我们要紧密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ꎬ 结合中央、 省委和市委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ꎬ 深刻领会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和

精神要义ꎬ 提高政治站位ꎬ 统一思想认识ꎬ 定位

坐标、 瞄准路径、 突出重点ꎬ 确保中央、 省委和

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在蓝山落地见效ꎮ
２ 科学研判发展形势ꎮ 总的来看ꎬ 我县发

展一时一事上会有波动ꎬ 但长远看还是东风浩

荡ꎮ 全县经济发展来势好、 劲头强ꎬ 机遇大于挑

战ꎮ 一是国际、 国内总体趋势向好ꎮ 国际方面ꎬ
全球经济出现明显复苏迹象ꎬ 将从 “危机慢挡”
换入 “增长快挡”ꎬ 经济增长的基本周期已经启

动ꎮ 国内方面ꎬ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

期ꎬ 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强有力ꎬ 经济长期

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ꎬ 中国经济依然将是全球

经济的 “压舱石” 和 “主引擎”ꎮ 二是省、 市发

展动能强劲ꎮ 省内方面ꎬ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和 “４５１” [２１] 行动计划深入实施ꎬ “一带一

部” [２２]区位优势正在不断凸显ꎬ 全省经济保持稳

中有进、 稳中向好、 稳中趋优、 转型升级的良好

态势ꎮ 市内方面ꎬ “开放兴市产业强市” 战略大

力实施ꎬ “六大战役” 和 “四个提升” 稳步推

进ꎬ 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在全省排位进一步前移ꎬ
增速稳居全省第一方阵ꎮ 周边县区竞相发展ꎬ
要加快赶超步伐ꎬ 对比宁远: 我们同属蓝宁道

新江加工贸易区ꎬ 但宁远 ２０１７ 年全年新入统规

模企业 １７ 家ꎬ 居全市第一ꎮ ７５ 个项目纳入市重

点项目建设计划、 排全市第一ꎬ 完成投资 ８７ ５
亿元、 排全市第二ꎮ 多项经济指标超过蓝山ꎮ 对

比江华: 我们同属南六县ꎮ 客观地讲ꎬ 江华的地

理位置还不如蓝山ꎬ 但该县充分研究和利用政

策ꎬ 坚持开放崛起ꎬ 奋力赶超ꎬ 主要指标增速多

数保持全省第一方阵ꎬ 创造了经济发展的 “江
华现象”ꎬ 跑出了 “江华速度”ꎮ

３ 切实提振发展信心ꎮ 我们要保持清醒认

知、 坚定发展信心ꎬ 充分认识到新常态有新压

力ꎬ 更蕴含着新机遇ꎮ 这种信心来自于四个方

面ꎮ 一是政策红利加速释放ꎮ 党的十九大和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实施乡村振兴、 中部崛起

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战略ꎮ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明

确提出: “要在建好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

基础上ꎬ 建设覆盖湘南湘中湘西的加工贸易转

移试验区”ꎮ 省委、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将 ２０１８ 年

定为 “产业项目建设年”ꎮ 蓝山作为全省 １３ 个

全市唯一的省直管县ꎬ 应该抢抓中央、 省市释

放的各项利好政策ꎬ 积极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２３]建设ꎬ 力争在开放崛起中走在前列ꎮ 二是

产业支撑强劲有力ꎮ 园区规模日益壮大ꎬ ３０００
亩留置土地可有效提升园区扩容能力ꎮ 产业结

构优化、 内生动力强劲ꎬ 以轻纺制鞋、 电子信息

为引领的主导产业已初步形成ꎬ 清洁能源、 生

态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来势良好ꎮ 三是发展

基础不断夯实ꎮ 区位优势得天独厚ꎬ 蓝山是

“楚尾粤头” “湘粤对接第一城”ꎬ 大进大出、 快

进快出的交通大格局基本形成ꎬ 为我县建成区

域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物流中心、 农副产品集

中验放场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四是干部队伍配备

优良ꎮ 始终坚持任人唯贤、 德才兼备的正确用

人导向ꎬ 选优配强干部队伍ꎬ 强化考核、 竞争择

优ꎬ 干部队伍精气神全面提振ꎬ 干事创业氛围

日益浓厚ꎮ

　 　 三、 起跑就是冲刺ꎬ 保持奋进姿

态ꎬ 找准坐标定方向

　 　 ２０１８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ꎬ 是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ꎬ 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实施 “十三五” 规划承上启下的

关键之年ꎮ 做好今年经济工作ꎬ 要全面贯彻落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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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党的十九大精神ꎬ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

导ꎬ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ꎬ 坚持新发展理

念ꎬ 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ꎬ 按照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ꎬ 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２４] 总体布局ꎬ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２５] 战略布局ꎬ 坚持以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ꎬ 统筹推进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 防风险各项工作ꎬ 大

力实施开放崛起战略ꎬ 加快产业项目建设ꎬ 全

面深化 “六大战役” “四个提升” 和 “八个强力

推进”ꎬ 奋力打造 “创新开放桥头堡、 产业承接

首选地、 粤港澳的后花园、 生态文明示范区、 安

居乐业幸福城”ꎮ
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全县 ＧＤＰ 增长

９ ２％左右ꎬ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８ １％左

右ꎬ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１６％左右ꎬ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 １２％左右ꎬ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 ９ ５％以上ꎬ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１０％以上ꎬ 财政总收入增长 １２％以上ꎬ 全面小康

实现程度提升 ２ ６ 个百分点左右ꎬ 全面完成环境

保护、 资源节约、 安全生产等约束性指标ꎮ
把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 ９ ２％左右ꎬ

是县委经过慎重研究确定的ꎬ 既传递奋发进取

的压力ꎬ 又释放稳中有进、 趋势向好的信心ꎮ 主

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这是贯彻落实中央、 省

市部署要求的集中体现ꎮ 保持 ９ ２％左右的增长

速度ꎬ 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坚
持质量第一、 效益优先”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

革、 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ꎬ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的 “推动高质量发展”ꎬ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的 “准确把握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要求”ꎬ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 “留足质量变革的空

间” 等精神的体现ꎻ 是不以 ＧＤＰ 论英雄、 不盲

目追求高速度、 不被短期经济指标波动所迷惑

的体现ꎻ 是把发展着力点引导到追求更有效益、
更有质量、 更可持续发展的体现ꎮ 这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ꎮ 根据测算ꎬ 我县到

２０１９ 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年均 ９ ０％以

上的增长ꎬ 今年经济增长 ９ ２％左右ꎬ 充分保证

了实现全面小康的需要ꎬ 也为今后发展留足了

空间ꎮ 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现实需要ꎮ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 社会主要矛盾发

生新变化ꎬ 但我县经济基础差、 底子薄、 总量

小ꎬ 各项经济指标在全市排位不容乐观的现实

没有改变ꎮ 要想进入全市经济第一方阵ꎬ 我们

只有保持高于全国、 全省、 全市的经济增速ꎬ 才

能迎头赶超ꎬ 实现 “跟跑” 到 “并跑” 甚至到

“领跑” 的重大转变ꎮ
完成上述目标ꎬ 必须立足蓝山实际ꎬ 突出

开放崛起ꎬ 强化战略思维ꎬ 保持战略定力ꎬ 认真

践行 “六大思路”ꎮ
１ 坚持党管经济ꎬ 发挥党委核心作用ꎮ 坚

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ꎬ 完善党领导

经济工作体制机制ꎬ 保证我县经济沿着正确方

向发展ꎮ 充分发挥党委核心领导作用ꎬ 自觉践

行新理念、 开拓新思路、 提升新本领ꎬ 实现依法

决策、 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ꎬ 确保在经济发展规

律中找准 “蓝山路径”ꎬ 让全县经济焕发前所未

有的魅力与活力ꎮ
２ 坚 持 开 放 崛 起ꎬ 着 力 推 动 “ 三 大 变

革” [２６]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推动形成全面

开放新格局”ꎮ 蓝山作为永州对接沿海的桥头

堡ꎬ 必须牢固树立 “大开放大发展” 理念ꎬ 充

分发挥 “开放包容、 敢为人先” 的蓝山精神ꎬ
主动融入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 文化多样

化、 社会信息化的开放大潮ꎬ 努力扩大开放、 加

速开放、 加快崛起ꎬ 以思想的大解放ꎬ 实现动

力、 效率、 质量的大变革ꎮ
３ 坚持稳中求进ꎬ 推动高质量发展ꎮ 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ꎬ 是

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ꎮ 加快实现蓝山经济由高

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转变ꎬ 不能心浮气

躁、 冲动蛮干、 急于求成ꎬ 要整体把握 “稳”
和 “进” 的辩证统一关系ꎬ 持中守正掌握好工

作节奏和力度ꎬ 把该稳的稳住ꎬ 把该进的进好ꎬ
不断巩固 “稳” 的基础ꎬ 持续增强 “进” 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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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ꎮ
４ 坚持转型升级ꎬ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ꎮ

充分认识到发展不充分、 不平衡、 不协调是最

大的县情ꎬ 产业发展滞后是蓝山最大的短板ꎮ
坚持把谋产业、 引产业、 抓产业、 兴产业作为助

推全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ꎬ 把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ꎬ 大力推进产

业项目建设ꎬ 做优做强一大批辐射面广、 带动

力强的龙头产业ꎬ 激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ꎮ
５ 坚持底线思维ꎬ 防范经济运行风险ꎮ 我

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ꎬ 阵痛和风险如影随形ꎮ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ꎬ 必须坚持底线

思维ꎬ 加强对重点行业、 重点领域、 重点区域的

风险防范化解ꎬ 引导资金 “离虚回实”ꎮ 集中打

击非法集资、 高息揽储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ꎮ
鼓励普惠金融[２７]、 科技金融、 绿色金融ꎬ 着力

为实体经济提供高效率金融服务ꎮ
６ 坚持担当作为ꎬ 形成干事创业新常态ꎮ

“不驰于空想ꎬ 不骛于虚声”ꎮ 坚持把苦干实干、
敢于担当、 勇于奉献作为干事创业的标尺ꎬ 以

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的闯劲和滴水穿石、 绳锯

木断的韧劲干出一流业绩ꎮ 坚决克服遇事往上

交、 不表态、 不负责的作风陋习ꎮ 坚决整治

“调门高落实少”ꎬ 唯上不唯下、 求虚不求实、
图名不图事的懒政怠政ꎮ

　 　 四、 开局就是决战ꎬ 鼓足干事劲

头ꎬ 提振信心成大事

　 　 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ꎮ ２０１８ 年ꎬ 面临繁重

而艰巨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ꎬ 我们要立足实际ꎬ
坚定信心ꎬ 咬定目标ꎬ 以时不我待的决心ꎬ 开拓

创新的勇气ꎬ 舍我其谁的气魄ꎬ 坚持 “六大思

路”ꎬ 抓实 “十大重点”ꎬ 打好 “十大攻坚战”ꎬ
凝心聚力抢占发展新高地ꎮ

站在新起点ꎬ 开启新征程ꎮ ２０１８ 年ꎬ 我们

必须坚定不移地扭住事关发展、 事关全局、 事

关长远的 “十大重点”ꎮ 一是坚决抓好毛俊水库

项目建设ꎬ 顺利完成征地拆迁、 移民安置、 枢纽

工程、 灌区工程等年度目标ꎻ 二是坚决抓好全

国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县工作ꎬ 确

保 ８ 月份通过国家、 省级验收ꎬ 形成 “蓝山模

式”ꎻ 三是坚决抓好西区开发战略部署ꎬ 完成规

划设计、 征地拆迁ꎬ 拉通蓝山大道ꎬ 推动 “四
馆六中心” 建设ꎬ 扩容城市空间ꎻ 四是坚决抓

好舜水河综合治理及河堤改造工程ꎬ 全力打造

舜水河沿岸田园综合体ꎻ 五是坚决抓好全域旅

游工作ꎬ 重点推进湘江源国际旅游度假区、 云

冰山旅游度假区建设ꎬ 做强蓝山旅游品牌ꎻ 六

是坚决抓好 “三条干线” 公路建设ꎬ 推动用地

报批、 路基建设、 桥梁工程等取得明显成效ꎻ 七

是坚决抓好南平特色小镇建设ꎬ 完成立面改造、
道路提质等建设工程ꎬ 推动农业产业园升级ꎬ
着力打造全市样板ꎻ 八是坚决抓好 “三城同创”
工作ꎬ 力争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和省级园林

县城ꎻ 九是坚决抓好省直管县改革ꎬ 释放项目

审批、 财政转移支付、 职能下放等政策红利ꎻ 十

是坚决抓好港澳台及境外商品一条街项目建设ꎬ
全力打造集约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特色街区ꎮ

２０１８ 年ꎬ 我们必须坚持 “一张好的蓝图干

到底”ꎬ 以 “六大战役” 为重要抓手ꎬ 举全县之

力打赢 “十大攻坚战”ꎮ
１ 以解放思想为先导ꎬ 推动理念大转变ꎮ

解放思想只有逗号ꎬ 没有句号ꎮ 没有思想的解

放就不可能有行动的自觉ꎬ 没有思想的解放就

不可能有视野的开阔ꎬ 没有思想的解放也就不

可能有敢于担当的气魄ꎮ 新时代下发展经济必

须解放思想ꎮ 一是用新思想指导新实践ꎮ 坚持

解放自我ꎬ 以发展为重ꎬ 以事业为先ꎬ 树立

“舍小家为大家、 舍小利顾大局” 的理念ꎬ 敢想

敢干ꎮ 坚持 “走出去请进来” 相结合ꎬ 积极引

进外来企业ꎬ 热情接待来蓝客商ꎬ 真诚服务落

户企业ꎬ 敢于让利ꎬ 善于算活账、 算长远账ꎬ 促

进互利共赢ꎮ 要 “打开窗子看世界”ꎬ 树立开放

引领、 创新发展的新思维ꎬ 践行 “五大发展理

念”ꎬ 抓住 “一带一部” “三大动力变革” 等重

要机遇ꎬ 主动融入发展大势ꎬ 将蓝山的发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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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 全省、 全国的大格局中去定位ꎬ 着力推

进政策开放、 平台开放、 产业开放和服务开放ꎬ
奋力将蓝山打造成湘南地区产业集聚、 人气集

中、 发展集约的投资洼地ꎬ 不断增强创新供给

能力ꎮ 全年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２ 家以上ꎬ 探索设

立 １~２ 支创业引导基金和企业孵化基金ꎬ 丰富

金融供给ꎮ 二是用新理念引领新发展ꎮ 新的发

展形势下ꎬ 中央、 省、 市将严控政府负债、 严控

银行不良资产、 严控土地资产ꎬ 这给我们靠平

台公司经营土地融资ꎬ 形成固定资产投资ꎬ 推

动发展的模式带来巨大挑战ꎮ 全县产业结构不

优、 关联度不高、 增长方式粗放也给我们带来

巨大压力ꎮ 要实现赶超发展ꎬ 必须深入贯彻落

实全县 «实施开放崛起战略加快产业项目建设»
意见要求ꎬ 继续推进 “解放思想、 开放发展、
实干兴蓝” 大讨论ꎬ 着力用新的思维ꎬ 新的理

念ꎬ 新的办法突破发展 “瓶颈”ꎬ 在优化审批程

序、 资本运作、 清理闲置土地、 解决企业用工等

方面创新举措ꎬ 推陈出新ꎮ 三是用新举措打造

新优势ꎮ 当前ꎬ 全省、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

“千帆竞发、 百舸争流” 的态势ꎮ 蓝山要在新一

轮发展机遇中赢得主动ꎬ 抢占发展高地ꎬ 必须

使用超常规的手段ꎬ 制定超常规的措施ꎬ 找准

差距、 补齐短板ꎬ 引导全县干部群众牢固树立

创先争优意识ꎬ “跳起来摘桃子ꎬ 跳起来摸高”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力争全面建成小康、 基层政务公开改

革、 产业发展、 项目建设等工作在全市、 全省乃

至全国都有位置、 有荣誉ꎬ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全线飘红”ꎮ
２ 以产业项目为重点ꎬ 推动经济大发展ꎮ

以经开区为载体ꎬ 以产业链为抓手ꎬ 主动对接

落实省、 市 “产业项目建设年” 活动和 “五个

１００” “五个 １０” 部署ꎬ 积极打造产业发展新引

擎ꎮ 一是在主攻方向上要突出实体经济ꎮ 顺应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ꎬ 抓住智能制造这个

核心ꎬ 大力推进轻纺针织、 皮具制鞋、 服装玩具

等传统产业扩产提能和转型升级ꎬ 做好强链补

链建链延链ꎬ 提升附加值或转移升值ꎮ 切实抓

好福德、 承阳二期、 湘威三期、 星月玩具、 湘江

源皮具等项目建设ꎬ 尽快实现竣工投产ꎮ 加快

引进和培育新兴产业ꎬ 切实推动高信电子扩大

生产ꎬ 金豪照明开工建设ꎬ 万和科技竣工运营ꎮ
跟踪抓实塔峰、 四海坪、 白毛坪、 十里冲等风电

项目建设ꎬ 力争年内开工建设 ２０ 万千瓦ꎬ 实现

并网发电 ２０ 万千瓦ꎮ 全年新培育规模以上企业

１０ 家ꎬ 新增产值超亿元企业 ２ 家ꎮ 积极发展现

代农业ꎬ 做大做强三峰茶业、 新顺农牧、 温氏集

团、 郁葱林业、 绿田园等农业企业ꎬ 推动舜水河

田园综合体和雷家岭农业特色产业园升级发展ꎬ
农业特色产业园力争突破 ２ 万亩以上ꎬ 农业加工

园新增农业企业 ６ 家以上ꎮ 新增 “三品一标” [２８]

认证 ３ 个以上ꎬ 集中打造国家地理标志和中国驰

名商标ꎮ 二是在具体抓手上要突出项目发展ꎮ
项目建设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ꎬ 需要一锤接着

一锤敲、 一茬接着一茬干ꎮ 要以项目落地为抓

手ꎬ 建立科学、 规范、 高效的审批程序ꎬ 集中破

解项目推进不力、 体制机制不活、 环境不优、 审

批不快的问题ꎬ 实现服务提速、 审批提速、 落实

提速、 项目提速ꎬ 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 落地项

目快开工、 开工项目快投产、 投产项目快见效ꎮ
全面开展 “产业项目建设年” 活动ꎬ 积极跑项

争资ꎬ 争取更多的项目纳入国家、 省市项目库ꎮ
抢抓国家重大产业、 重大工程以及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战略等重大机遇ꎬ 及时谋划包装一批

大项目、 好项目ꎮ 重点推进清洁能源、 毛江水

库、 两江口水库、 舜水河综合治理、 高标准农田

等项目建设ꎮ 加快毛俊水库移民安置工程ꎬ 完

成国土、 林地、 环保等手续报批ꎬ 确保枢纽工程

和灌区工程按进度计划推进ꎮ 高标准编制西区

开发各项规划ꎬ 持续推进控违拆违专项整治行

动ꎬ 实施 “安置先行”ꎬ 着力打造蓝山的 “雄安

新区”ꎮ 全县全年计划安排重点建设项目 １０８ 个ꎬ
年度计划投资 ６１ 亿元ꎮ 三是在特色培育上要突

出三产经济ꎮ 要依托蓝山靠近粤港澳、 市场经

济活跃、 基础良好的优势ꎬ 放手放胆放量发展

文创娱乐、 餐饮服务、 休闲观光等三产经济ꎬ 加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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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推进三蓝综合体、 星级宾馆、 粤港澳一条街、
康体养老等项目建设ꎬ 启动建设 １ ~ ２ 个高标准

住宅小区ꎬ 扶持 ３~５ 家商贸物流企业发展壮大ꎬ
培育电商企业 １０ 户ꎬ 实现电商交易额增长 ２０％
以上ꎬ 着力推动井喷式、 爆发式的发展ꎮ

３ 以招商引资为抓手ꎬ 推动平台大建设ꎮ
紧紧抓住稳增长调结构这个关键点ꎬ 创新招商

举措ꎬ 破解发展难题ꎬ 着力推动经济提质增效ꎮ
一是创新招商方式ꎮ 推动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

转变ꎬ 瞄准长三角、 珠三角、 京津冀等重点地

区ꎬ 紧盯世界 ５００ 强、 中国 ５００ 强、 民营 ５００ 强

企业ꎬ 围绕电子信息、 智能制造、 文化旅游、 现

代农业等方面抓好招商ꎬ 采取以商招商、 驻点

招商、 企业招商、 行业招商、 商会招商、 委托招

商等方式ꎬ 全面招大引强ꎮ 同时ꎬ 建立招商引资

目标责任制ꎬ 强化领导带头ꎬ 合理分配招商引

资任务ꎬ 对成功引进重大项目的按政策给予奖

励ꎮ 积极办好招商引资专场推介会ꎬ 开展 “迎
老乡回故乡建家乡” 活动ꎬ 全年力争到位外资 １
亿美元、 内资 ２５ 亿元人民币ꎬ 引进企业 ２５ 家以

上ꎮ 二是优化园区平台ꎮ 以产城融合为主要抓

手ꎬ 积极打好 “园区升级” 战役ꎬ 统筹推进园

区道路、 保障性住房、 学校、 医院、 车站、 酒

店、 银行等功能设施建设ꎬ 力争完成基础设施

建设投入 ７ 亿元以上ꎬ 建成标准厂房 ８ 万平方米

以上ꎬ 园区技工贸总收入增长 １５％以上ꎬ 规模

工业总产值突破 １２９ 亿元ꎬ 增长 ２１％以上ꎮ 深化

简政放权ꎬ 理顺园区管理体制ꎬ 最大限度赋予

经开区县级经济管理权限ꎮ 三是强化要素保障ꎮ
坚持一个政策喊到底ꎬ 重点抓好历史遗留问题

处理、 控违拆违、 拆迁安置等工作ꎬ 全年完成土

地报批 ６０００ 亩、 征地 ８０００ 亩以上ꎬ 着力破解

“征地拆迁难”ꎮ 拓宽融资渠道ꎬ 加强银企对接

合作ꎬ 激发民间资本活力ꎬ 着力破解 “资金筹

措难”ꎮ 完善城乡一体的就业服务台账ꎬ 结合

“一户一产业工人” 培养工程ꎬ 促进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与企业用工有效对接ꎬ 着力破解 “企
业用工难”ꎮ 大力开展优化施工环境专项行动ꎬ

严厉打击 “三强” 行为ꎬ 着力破解 “项目施工

难”ꎮ
４ 以优化环境为核心ꎬ 推动形象大提升ꎮ

要对标国内最高标准、 最好水平ꎬ 营造开明开

放、 优质高效、 公平公正、 宽松便利、 风清气正

的环境氛围ꎬ 提升城市软实力和竞争力ꎮ 一是

打造开明开放的政策环境ꎮ 牢固树立 “开明开

放” 理念ꎬ 建立健全开明开放的机制体制ꎬ 推

进服务理念、 方式大转变ꎮ 抢抓中央、 省、 市出

台的各项政策红利ꎬ 破除部门主义、 地方保护

主义的狭隘思想ꎬ 精心制定与蓝山实施开放崛

起战略ꎬ 加快产业项目建设相适应的招商引资

政策ꎬ 科学构建政府守信践诺机制ꎬ “地毯式”
梳理政府履约情况ꎬ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ꎬ
强化诚信合作ꎬ 真正让客商安心、 投资放心、 创

业舒心ꎬ 实现互利共赢ꎮ 二是打造优质高效的

政务环境ꎮ 以全国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

试点县为契机ꎬ 深入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ꎬ
加快建设实体大厅和网上政务办事大厅ꎬ 科学

编制政务公开审批流程ꎬ 努力实现群众办事

“最多跑一次” 目标ꎮ 继续实施项目并联审批

“３５ 天办结制”ꎬ 实行 “一门式受理” “一站式

服务”ꎬ 着力营造 “办事最简、 收费最少、 效率

最高” 的政务环境ꎮ 县级领导要走遍园区所有

企业ꎬ 走遍所有 “涉债” 项目ꎬ 走遍所有纳税、
规模、 就业排名前 １０ 强企业ꎬ 帮助解决企业发

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ꎬ 提供 “保姆式服务”ꎮ 三

是打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ꎮ 集中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ꎬ 坚持有黑扫黑ꎬ 无黑除恶ꎬ 无恶治

乱ꎮ 全力打造 “综治＋网格化＋雪亮工程” 一体

化平台ꎮ 加快 “平安蓝山” “法治蓝山” 建设ꎮ
加强社会治安基础建设ꎬ 积极构建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 “全覆盖”ꎬ 严厉打击黄赌毒、 黑拐骗等

违法犯罪行为ꎬ 铁腕整治 “三强” 行为ꎮ 严肃

查处乱检查、 乱收费、 乱处罚、 乱摊派等 “四
乱” 行为ꎬ 严肃查处违反时限、 无故拖延审批、
违反诚信、 行政承诺不兑现等行为ꎬ 严肃查处

利用执法、 司法和舆论报道等公共权力索拿卡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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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要挟刁难企业、 谋取不法利益的行为ꎬ 着力

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ꎮ 四是打造宽松便利

的投资环境ꎮ 牢固树立 “算大账、 算长远账”
的理念ꎬ 坚持降低门槛、 放宽条件、 舍得让利、
主动上门、 全程跟踪的思路ꎬ 全面推广 “单一

窗口” [２９]电子口岸系统 “三检合一” [３０]、 积极建

设保税仓库ꎬ 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搭建完善的

开放发展平台ꎬ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

化ꎬ 着力营造重商、 亲商、 安商的良好氛围ꎬ 吸

引更多的企业家来蓝投资兴业ꎮ 五是打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环境ꎮ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 和实施细则精神ꎬ 持续开展慵

懒散奢、 软弱涣散、 侵害群众利益等不正之风

的专项整治ꎮ 大力推行党员干部 “三实” 考核ꎬ
明确 ７５ 条 “铁规”ꎬ 对不作为、 慢作为、 乱作

为的坚决问责ꎬ 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ꎮ
５ 以深化改革为动力ꎬ 推动效率大变革ꎮ

以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为契机ꎬ 全面推动改革向纵

深发展ꎬ 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ꎬ 增添经济发展

动能ꎮ 一是深化简政放权改革ꎮ 各职能部门要

跳出自己的 “一亩三分地”ꎬ 敢于放权ꎬ 敢于让

利ꎬ 敢于向旧体制、 旧思维、 旧模式叫板ꎮ 今

年ꎬ 全面梳理、 整合、 优化各职能部门的审批事

项ꎬ 并集中设立审批股ꎬ 将全县能够统筹审批

的事项全部集中起来ꎬ 实现 “一门式审批ꎬ 一

站式办理”ꎬ 减少项目用地、 环评、 规划、 图

审、 财评、 资金等审批时间ꎬ 提高行政审批效

率ꎮ 同时注重放管结合ꎬ 坚决杜绝 “一管就死ꎬ
一放就乱”ꎮ 二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ꎮ 坚持

以 “三去一降一补” [３１] 为重点ꎬ 着力在 “破”
“立” “降” 上下功夫ꎬ 把创新引领开放崛起配

套体制机制改革引向深入ꎬ 不断提高供给质量

和效益ꎬ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ꎮ 持之以恒去

产能ꎬ 依法依规推进国有企业、 工业集体企业

的改制工作ꎮ 规范房地产市场ꎬ 合理化解房地

产库存ꎮ 落实降低企业用地、 用工、 物流以及

水、 电、 燃气成本的措施ꎬ 按法规兑现税负优惠

和奖补ꎬ 打好减税、 降费、 降低要素成本等

“组合拳”ꎮ 深入开展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专

项治理ꎬ 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税费成本、 要

素成本和物流成本上协调发力ꎮ 三是统筹推进

其它改革ꎮ 对标中央、 省市改革要点ꎬ 全面深化

社会治理机制改革ꎬ 推进网格精细化管理ꎬ 走

向基层治理现代化ꎮ 全面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

革ꎬ 严格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延期 ３０ 年的

政策ꎬ 探索推进农村土地 “三权” 分置ꎬ 深入

开展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ꎮ 扎实做好省直管

县体制改革职能承接下放工作ꎬ 用好用活用足

省直管县改革的利好政策ꎮ 统筹抓好产城融合、
财税投融资体制、 市场配置要素、 新型城镇化

等试点性改革ꎬ 充分释放改革红利ꎮ
６ 以美好生活为目标ꎬ 推动民生大改善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正视新常态 “最痛处”、 解

决 “最难处”、 争取 “最好处”ꎬ 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米”ꎬ 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和

安全感ꎮ 一是推进精准扶贫ꎮ 坚持把脱贫攻坚

作为首要民生工程ꎬ 紧盯 “一超过两不愁三保

障” [３２]和 “三率一度” [３３]ꎬ 既不降低标准ꎬ 也不

吊高胃口ꎮ 全面完成 ２３ 个贫困村 ９６７０ 人摘帽脱

贫ꎬ 完成易地扶贫搬迁 ９５３ 人ꎬ 集中资源与力量

攻克毛俊双河村、 荆竹凌江村 ２ 个深度贫困村ꎮ
深化 “四跟四走” 利益联结机制ꎬ 坚持 “一村

一品、 一户一业”ꎬ 完成 ２３ 个贫困村光伏电站

建设ꎬ 推进 ８ 个贫困村发展旅游产业ꎬ 实现贫困

村集体经济达到 ４ 万元左右ꎮ 大力推行扶贫小额

信贷 “户贷户用” [３４] 模式ꎬ 完成 １３００ 万元扶贫

小额贷款ꎬ 实现 “扶贫特惠保” 贫困家庭全覆

盖ꎮ 开辟农村公路养护、 乡村卫生保洁等公益

性岗位ꎬ 拓展困难群众就业渠道ꎮ 对已脱贫对

象开展 “回头看、 回头查、 回头帮”ꎬ 实行攻坚

期内脱贫不脱政策ꎮ 要集中抓好教育扶贫、 易

地扶贫搬迁、 健康扶贫等专项扶贫行动ꎬ 对脱

贫户要 “扶上马、 送一程”ꎬ 避免出现 “一帮扶

就脱贫、 不帮扶就返贫” 的现象ꎮ 二是扩大城

镇就业ꎮ 把稳定扩大就业摆在突出位置ꎬ 落实

好促进就业创业政策ꎬ 提高就业质量和居民收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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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平ꎮ 确保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４２００ 人ꎬ 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 ３０００ 人、 职业技能培训 ４０００
人、 创业带动就业 ２７００ 人ꎮ 三是提高教育质量ꎮ
坚持教育优先ꎬ 深入实施 “三名工程” [３５] “乡
村教师支持计划” [３６] “学位建设三年攻坚计

划”ꎬ 推进示范性中学和示范性幼儿园项目建

设ꎬ 完成 １５ 所标准化教学点建设和薄弱学校改

造ꎬ 新增学位 １ ６３ 万个ꎬ 逐步消除 “大班额”
现象ꎮ 四是打造 “健康蓝山”ꎮ 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ꎬ 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及医联体和县级医

院、 基层医疗机构、 公共卫生服务机构标准化

建设ꎬ 完善县、 乡、 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ꎬ
推进医养结合项目建设ꎬ 实现中医药振兴发展ꎬ
加强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ꎬ 完善城乡基本医疗

卫生制度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ꎬ 着力解决 “看
病难、 看病贵” 等问题ꎬ 全面守护群众健康ꎮ
五是完善社会保障ꎮ 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ꎬ
完善城乡低保、 五保供养、 大病救助、 救灾救济

等社会救助体系ꎮ 扎实开展 “五化” 民政示范

县创建工作ꎬ 做好塔峰镇牛承敬老院和总市中

心敬老院建设ꎮ 完成棚户区、 农村危房改造任

务ꎮ 统筹抓好信访、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安全生

产等民生事业ꎬ 办好重点民生实事ꎮ
７ 以均衡发展为基础ꎬ 推动城乡大提质ꎮ

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ꎬ 推动城乡社会融合

发展ꎮ 一是推动乡村振兴ꎮ 大力推进产业兴乡ꎬ
实施 “一县一特” [３７]战略ꎬ 推动蔬菜、 茶叶、 水

果等传统产业改良品种、 提升品质、 创建品牌ꎮ
鼓励发展休闲农业、 乡村旅游、 农村电商等农

业新业态ꎬ 做大荆竹、 浆洞等山区灵芝、 黄精、
魔芋、 娃娃鱼特色种养殖规模ꎬ 重点打造万亩

马铃薯、 万亩油葵、 万亩杉木速生丰产林 ３ 个万

亩基地ꎬ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ꎮ 大力推进

资本下乡ꎬ 加快培育村镇银行、 担保公司ꎬ 计划

家庭农场发展到 ２００ 户ꎬ 专业合作社突破 ４００
家ꎬ 新增省市龙头企业 ３ 家以上ꎮ 积极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和职业农民ꎬ 增加农民经营性、
工资性、 财产性收入ꎮ 大力推进文明立乡ꎬ 积极

开展 “传家风、 立家规、 树新风” 等活动ꎬ 打

造良好的村风民风ꎮ 加强农村垃圾、 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ꎬ 抓好村容村貌 “四清四化” [３８] 工程ꎬ
推进雷家岭村等 ３ 个省级示范村ꎬ 梅溪村等 ３ 个

市级示范村和 ８ 个县级示范村的美丽乡村示范创

建工作ꎮ 二是突出城镇提质ꎮ 以 “三城同创”
和城市 “双修” [３９] 三年行动计划为重点ꎬ 集中

实施污水治理、 城乡垃圾一体化治理、 道路畅

通、 历史文化保护、 绿化亮化净化、 公共空间提

质等工程ꎬ 推动县城基础设施改造升级ꎬ 加快

建设县城 “四大主题公园”ꎬ 推进县城 ８ 条道路

绿化提质ꎬ 实施主干道建筑立面改造ꎬ 创新城

市管理ꎬ 积极巩固省级卫生县城、 文明县城成

果ꎬ 力争 ２０１８ 年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县城、 省级

园林县城ꎮ 加快南平特色小镇、 楠市全国重点

镇、 所城农业特色镇、 毛俊乡村旅游小镇和大

桥瑶族风情特色小镇等建设ꎮ 选取 １ ~ ２ 个省际

边界口子镇ꎬ 开展 “扩权强镇” 试点ꎬ 探索赋

予部分县级管理权限ꎮ 三是推进交通提速ꎮ 加

快形成 “功能完善、 布局合理、 运行高效” 的

现代立体化大交通格局ꎮ 全速推进 “三条干线

公路” 和高速公路连接线、 和平汽车站建设工

程ꎬ 提高干线公路通达能力ꎬ 构建对外交通畅

通ꎬ 对内交通循环大格局ꎮ 优化道路布局ꎬ 实施

蓝山大道、 边贸北路、 新民西路、 湘粤北路、 余

香路、 新建西路延伸段等道路建设工程ꎬ 完善

道路互联互通ꎮ 切实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

运营好ꎬ 大力实施建制村优选通达路线加宽工

程、 安保工程和危桥改造建设ꎮ 优化 “村村通”
路网结构ꎬ 计划完成 ８０ 余公里贫困村道路和通

自然村公路 １６３ 公里ꎮ
８ 以生态保护为关键ꎬ 推动旅游大升温ꎮ

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

念ꎬ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ꎬ 抢抓机遇ꎬ 积极谋

划ꎬ 乘势而上ꎬ 全力推动全县 “旅游升温”ꎮ 一

是厚植生态优势ꎮ 大力实施湘江保护和治理

“一号重点工程”ꎬ 全面落实 “七个一律” [４０]ꎬ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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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 “双河长” [４１] 制ꎬ 加快环保监测执法

体制改革ꎬ 探索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ꎬ 保

护和改善生态环境ꎮ 加强饮用水水源地、 畜牧

养殖场、 农村污水处理等重点领域的监管ꎬ 坚

决打击环境违法行为ꎮ 狠抓节能减排ꎬ 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ꎬ 打赢蓝天保卫战ꎬ 推动形成绿

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ꎬ 让空气更清新ꎬ 树木

更翠绿ꎬ 河流会呼吸ꎮ 二是推动全域旅游ꎮ 聘请

国内顶级规划团队ꎬ 科学编制 «蓝山县全域旅

游发展规划»ꎬ 指导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县ꎮ 加快

湘江源国家森林公园栈道和环形游道等基础设

施建设ꎬ 云冰山旅游区二期工程启动建设ꎬ 逐

步完善景区配套设施ꎮ 全力打造湘江源探源游、
乡村休闲游、 红色古村文化游 ３ 条旅游精品特色

线路ꎮ 三是扩大品牌效应ꎮ 以成功申报国家主

体功能区建设试点示范县、 湘江源头区域国家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县为契机ꎬ 大力保护、 擦亮、
用好 “湘江源” 这个品牌ꎮ 积极筹备湘江源乡

村文化旅游节暨第五届梨花节ꎬ 创办 “采茶节”
“葡萄节” 等重大节庆活动ꎬ 强化宣传推介ꎬ 提

升蓝山旅游品牌知名度ꎮ ２０１８ 年力争将湘江源

国家森林公园创建为 ３Ａ 级景区ꎬ 云冰山旅游区

实现营业ꎬ 坪源村、 毛俊村创建为湖南省五星

级乡村旅游区ꎬ 南平特色小镇打造成乡村旅游

新名片ꎮ
９ 以文化繁荣为支撑ꎬ 推动阵地大夯实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ꎬ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ꎬ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ꎬ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ꎮ 一是注重文化建设ꎮ 积极争取中央省市公

共文化建设项目支持ꎬ 重点抓好 “四馆六中心”
等项目建设ꎬ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ꎮ 加大重

点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保护、 申报、 传承

利用ꎬ 集中做好古村落保护修缮工程ꎬ 大力实

施文化惠民工程ꎮ 二是强化舆论阵地ꎮ 加强对

新媒体的管理、 管控、 引导ꎬ 组建覆盖全县各乡

镇ꎬ 各单位的正能量网评员队伍ꎬ 对社会热点、
敏感问题和突发事件进行实时关注、 快速研判、
及时回应ꎬ 不断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ꎬ 确保

网络舆情平稳可控ꎮ 三是提高宣传质量ꎮ 积极

构建 “大宣传” 格局ꎮ 两办、 宣传部以及各个

单位的通讯员要树立 “大宣传” 理念ꎬ 共同参

与宣传工作ꎬ 特别是积极向中央、 省市主流媒

体ꎬ 推送全县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涌现的

工作亮点和典型经验ꎬ 提高蓝山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ꎮ
１０ 以风险防范为底线ꎬ 推动社会大稳定ꎮ

增强忧患意识ꎬ 树立底线思维ꎬ 强化问题导向ꎬ
加强对重点行业、 重点领域、 重点区域的风险

研判和防范ꎮ 一是防范安全生产风险ꎮ 加强风

险防范化解ꎬ 坚决取缔和关停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的企业ꎬ 积极开展重点行业的安全专项整

治ꎬ 加大安全生产考核和问责力度ꎬ 坚决防范

和遏制较大安全事故ꎮ 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建设ꎬ 健全社会矛盾排查预警、 多元化解机制ꎬ
加大对非法上访等不稳定群体的把控和引导工

作ꎮ 二是防范生态环保风险ꎮ 紧盯湘江源头生

态保护的薄弱环节ꎬ 重点加强对大气、 水源、 土

壤的监测力度ꎬ 严密监控畜禽养殖污染物、 企

业排污和矿产开采、 自然资源开发等引起环境

污染的现象ꎬ 不断完善生态风险控制和监测体

系ꎬ 进一步提高生态风险的防范能力ꎮ 三是防

范金融风险ꎮ 开展政府性债务清理核查ꎬ 清理

政府融资平台ꎬ 严格依规实施 ＰＰＰ、 政府购买服

务、 政府投资基金等项目ꎬ 积极防范政府性债

务性风险ꎮ 紧盯非法集资、 高息揽储、 高利放

贷、 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ꎬ 规范民间

借贷市场ꎬ 合理控制借贷规模ꎬ 加强对金融意

识薄弱的人群和地区的知识宣传力度ꎮ 四是防

范廉政风险ꎮ 强化廉政风险防控的规范化管理ꎬ
建立长效防范内控机制ꎬ 整合监督力量ꎬ 增强

整体监督合力ꎬ 以考核和检查促规范ꎬ 禁止领

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参与涉矿涉砂涉房地产

等非法入股、 地下经营等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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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作风就是形象ꎬ 坚守政治本

色ꎬ 从严治党强保障

　 　 党政军民学ꎬ 东西南北中ꎬ 党是领导一切

的ꎮ 做好经济工作ꎬ 推进 “十大重点”ꎬ 打好

“十大攻坚战”ꎬ 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

的领导ꎬ 进一步强化 “四个意识”ꎬ 狠抓责任落

实、 任务落小、 政策落细、 项目落地ꎮ
１ 加强政治建设ꎮ 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ꎬ

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ꎮ 抓好经济工作ꎬ 必须

理直气壮、 旗帜鲜明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ꎮ 一

要讲政治ꎮ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ꎬ 把讲政治落实

到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ꎮ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牢固树立 “四个意

识[４２]” 和 “四个自信” [４３]ꎬ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ꎬ 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ꎮ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
统一到党中央、 省委和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上来、 统一到县委奋力打造 “创新开放桥头堡、
产业承接首选地、 粤港澳的后花园、 生态文明

示范区、 安居乐业幸福城” 的部署上来ꎮ 二要

讲规矩ꎮ 坚决落实中央、 省市和县委各项决策

部署和要求ꎬ 确保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落到实

处ꎮ 坚持严格按条例抓队伍ꎬ 按规章制度严管

理ꎬ 按党纪法规办事情ꎬ 不以事杂而乱为、 不以

事急而盲为、 不以事难而怕为ꎬ 真正把讲规矩

当作一种责任、 一种习惯ꎬ 在经济工作中做到

既干事、 干成事ꎬ 又不出事ꎮ 三要讲担当ꎮ 抓好

经济工作ꎬ 必须敢于担当、 勇于负责ꎬ 增强

“功成不必在我、 建功必须有我” 的意识ꎬ 把工

作放在全县大局和历史视野中思考谋划ꎬ 不折

不扣落实定了的事情ꎬ 千方百计克服遇到的困

难ꎬ 把压力转化为动力ꎬ 把不能转化为可能ꎬ 把

偶然转化为必然ꎮ 对勇于创新、 担当履职的干

部ꎬ 做到政治上大胆使用ꎬ 经济上大方保障ꎬ 工

作上大力支持ꎮ
２ 加强能力建设ꎮ 抓好经济工作ꎬ 既要政

治过硬ꎬ 又要能力高强ꎮ 一要重学习ꎮ 着力建设

学习型党组织和学习型社会ꎬ 在全县营造学习

调研的浓厚氛围ꎮ 组织实施干部学习 “１５０ 工

程”ꎬ 选拔 １５０ 名后备干部和优秀干部分别赴省

里挂职、 到沿海学习、 下乡村锻炼ꎬ 开阔视野ꎬ
解放思想ꎬ 增长才干ꎮ 探索实施 “学习调研日”
制度ꎬ 全县各级各部门每周安排半天至一天时

间进行学习调研ꎬ 不断增强学习本领、 政治领

导本领、 改革创新本领、 科学发展本领、 依法执

政本领、 群众工作本领、 狠抓落实本领、 驾驭风

险本领等 “八种本领”ꎬ 切实提高贯彻部署、 解

决问题、 促进发展的重要素质ꎮ 二要精管理ꎮ 坚

持用心用脑、 精准精细抓工作ꎬ 把经济运行情

况摸清楚、 把问题矛盾弄明白、 把对策措施定

具体ꎬ 做到精准施策、 精准考核、 精准达标ꎮ 突

出把握做好经济工作的时效度ꎬ 找准尽力而为

与量力而行的平衡点ꎬ 既把握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ꎬ 又把握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做、
做到什么程度ꎬ 切实提高各项工作的靶向性、
针对性和实效性ꎮ 三要强执行ꎮ 一分部署ꎬ 九分

落实ꎮ 今天ꎬ 县委对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定好了

调子ꎬ 明确了目标ꎮ 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

实市政府提升执行力十条规定要求ꎬ 深入学习、
深刻领会ꎬ 对号入座、 狠抓落实ꎮ 坚持统筹兼

顾ꎬ 重点突破ꎬ 把任务落实到项目、 分解到人

头、 量化到时间ꎬ 强化责任、 压实责任、 传导压

力ꎬ 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明责、 守土尽责ꎮ 大力

弘扬 “马上办、 钉钉子” 的精神ꎬ 咬定青山不

放松ꎬ 善始善终ꎬ 善作善成ꎬ 不抓出成果不松

手、 不达成目标不罢休ꎬ 确保各项工作落实不

落空ꎮ
３ 加强作风建设ꎮ 作风就是形象ꎬ 作风就

是力量ꎮ 必须把作风建设作为长期任务抓ꎬ 抓

出习惯、 抓出长效、 抓出常态ꎬ 为全县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有力保障ꎮ 一要坚持以上率下ꎮ “风成

于上ꎬ 俗行于下”ꎮ 好的作风既要抓ꎬ 更靠带ꎮ
在座的都是蓝山的 “关键少数”ꎬ 起着榜样、 示

范、 带头、 引领的 “关键作用”ꎮ 要坚持 “一级

带着一级干ꎬ 一级干给一级看”ꎬ 带头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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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６８” 驻村工作等制度ꎬ 用担当负责增强凝聚

力ꎬ 用工作实绩提升向心力ꎬ 示范带动全县干

部群众形成同心同德干事业、 群策群力谋发展

的生动局面ꎮ 二要强化监督执纪ꎮ 动员千遍不

如问责一次ꎮ 认真落实 “两个责任”ꎬ 加强干部

教育管理ꎬ 提高监督执纪刚性ꎬ 把握运用 “四
种形态” [４４]ꎬ 加大执纪审查力度ꎮ 重点盯住

“三类人、 三个时间段” 的问题线索ꎬ 抓早抓

小、 防微杜渐ꎮ 直面问题ꎬ 动真碰硬ꎬ 严肃查处

庸政、 懒政、 怠政行为ꎬ 认真开展 “吃空饷”
专项整治ꎬ 集中整治执法不公正、 不文明行为ꎬ
严厉打击违纪违规、 失信违约行为ꎬ 努力营造

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ꎮ 对工作不力、 问题

长期得不到解决的ꎬ 该约谈的约谈、 该诫勉的

诫勉、 该调整的调整、 该免职的免职ꎮ 三要营造

良好氛围ꎮ 坚持党管意识形态、 党管宣传、 党管

媒体ꎬ 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ꎮ 积极提升媒体

素养ꎬ 多管齐下ꎬ 标本兼治ꎬ 营造干净清朗、 健

康有序的文化环境ꎬ 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

与到全县中心工作的落实上来ꎬ 做到思想同心、
目标同向、 事业同干ꎮ 大力挖掘宣传实干家、 创

业者中的先进典型ꎬ 让干事创业蔚然成风ꎮ
４ 加强队伍建设ꎮ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ꎬ 干

部就是决定的因素ꎮ” 抓好经济工作ꎬ 必须锻造

一支富于战斗力和创造力的钢铁队伍ꎮ 一要夯

实基层组织ꎮ 全面落实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责

任ꎬ 深入推进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ꎬ 扎实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ꎬ 严格执行 “三会一课” 制度ꎬ 深入推进

基层党组织 “五化” [４５] 建设ꎬ 严格创建标准ꎬ
注重实际效果ꎬ 力争 ２０１８ 年实现全县基层党组

织 “五化” 标准建设全覆盖ꎮ 坚持 “领导挂点、
部门包村、 乡镇蹲点、 分片包干” 的原则ꎬ 全

力整治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ꎬ 着力提高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ꎮ 继续做大做强 “流动

党建” 品牌ꎬ 着力培育一批富有特色、 富有成

效的党建示范点ꎬ 全力打造具有蓝山特色和时

代特点的党建工作新品牌ꎬ 全面提高基层党建

工作整体水平ꎮ 二要端正用人导向ꎮ 突出事业

为上、 公道正派的选人原则ꎬ 构筑能上能下、 竞

争择优的用人机制ꎬ 破除论资排辈、 平衡照顾

的陈旧观念ꎬ 重用德才兼备、 敢打敢拼的务实

干部ꎮ 让清正廉洁和想干事、 能干事、 会干事、
干成事又不出事的干部有 “舞台”ꎬ 让在位置上

“混日子” 的人搬掉 “铁椅子”ꎬ 拿掉 “铁帽

子”ꎮ 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ꎬ 建立容错纠错机

制ꎬ 严格落实 “三个区分开来” [４６]ꎬ 为敢于担

当的干部担当ꎬ 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ꎬ 为敢

于干事的干部撑腰ꎬ 形成正确用人导向和良好

政治生态ꎮ 三要完善督查考核ꎮ 建立完善符合

实际、 科学合理、 责任分明、 奖罚严格的考核评

价机制ꎬ 彻底打破 “平均主义”ꎬ 树立起 “干与

不干不一样、 干好干坏不一样、 干多干少不一

样” 的考核导向ꎮ 对重点工作实行一月一调度、
一季一通报、 半年一观摩ꎬ 横向比较看位次、 纵

向比较看变化ꎬ 用制度管理、 用结果衡量ꎬ 以真

奖实罚促真抓实干ꎮ
同志们ꎬ 唯其艰难ꎬ 更显勇毅ꎻ 唯其磨砺ꎬ

始得玉成ꎮ 事业是干出来的ꎬ 只有干出来的精

彩ꎬ 没有等出来的辉煌ꎮ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ꎬ 以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指引ꎬ 以舍我其谁的担当、 背水一战

的决心、 一往无前的勇气ꎬ 不负大好时光ꎬ 不负

群众期待ꎬ 不忘初心ꎬ 牢记使命ꎬ 苦干实干ꎬ 奋

力将蓝山打造成 “创新开放桥头堡、 产业承接

首选地、 粤港澳的后花园、 生态文明示范区、 安

居乐业幸福城” 而不懈奋斗!

名词解释

[１] 六大战役: 指脱贫攻坚、 城镇提质、 园区

升级、 交通提速、 环境整治、 旅游升温ꎻ
[２] 八个强力推进: 强力推进创新引领ꎬ 强力

推进开放崛起ꎬ 强力推进城乡提质ꎬ 强力

推进交通提速ꎬ 强力推进旅游突破ꎬ 强力

推进园区升级ꎬ 强力推进环境整治ꎬ 强力

推进精准扶贫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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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三条干线公路: 湘江源至九嶷山、 县城至

毛俊水库、 祠堂圩至岭脚ꎻ
[４] ｐｐｐ 项目: 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ꎬ 是公共

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运作模式ꎻ
[５] 四馆六中心: 文化馆、 图书馆、 博物馆、

展览馆和青少年活动中心、 老年活动中心、
演艺中 心、 体 育 中 心、 会 展 中 心、 拓 展

中心ꎻ
[６] 万商入湘: 不惟湘商ꎬ 还引入台商、 港商、

欧美客商等海内外的商业群体纷纷在湖南

投资兴业、 布局落子ꎻ
[７] 三创工作: 创建省级文明县城、 省级园林

县城、 国家卫生县城ꎻ
[８] 智慧蓝山: 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

分析、 整合蓝山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

信息ꎬ 从而对包括民生、 环保、 公共安全、
城市服务、 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

出智能响应ꎻ
[９] 扶贫特惠保: 专门针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量身打造ꎬ 制定一揽子保险计划ꎬ 提供

“一站式菜单化” 服务ꎬ 重点解决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因意外风险、 大病风险、 产业风

险、 贷款风险等致贫返贫问题ꎻ
[１０] 社会扶贫网: 国务院扶贫办领导推动下ꎬ

利用互联网集聚社会扶贫的力量ꎬ 实现社

会扶贫精准化ꎻ
[１１] 五大保险: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生育保

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ꎻ
[１２] 县乡村三级书记同步大接访: 县、 乡、 村

三级书记同时走进同级信访接待中心ꎬ 开

展为期一天的接访活动ꎮ 同时ꎬ 将接访日

活动在各级媒体提前公示公告ꎬ 并邀请各

级主流媒体作为观察员现场参与和监督ꎻ
[１３] 信访积案清零: 指信访工作部门接收到

的ꎬ 还没有处理过的ꎬ 长时间积累下的信

访案件依法依规依程序进行处理清零ꎻ
[１４] “天网” 工程: 指为满足城市治安防控和

城市管理需要ꎬ 利用图像采集、 传输、 控

制、 显示等设备和控制软件组成ꎬ 对固定

区域进行实时监控和信息记录的视频监控

系统ꎻ
[１５] “雪亮” 工程: 是以县、 乡、 村三级综治

中心为指挥平台、 以综治信息化为支撑、
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 以公共安全视频监

控联网应用为重点的 “群众性治安防控工

程”ꎻ
[１６] 三强行为: 强揽工程、 强买强卖、 强行

阻工ꎻ
[１７] 两个责任: 是指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过程中ꎬ “党委负主体责任ꎬ 纪委负监

督责任” 的简称ꎻ
[１８] 纪检监察机关 “三转工作”: “三转” 是

纪检监察专用语ꎮ 内容即: 转职能、 转方

式、 转作风ꎻ
[１９] “三实” 考核: 实诚、 实干、 实绩ꎻ
[２０] 四个提升: 提升民生微实事建设速度、 提

升全面深化改革力度、 提升党建工作水

平、 提升精准执行能力ꎻ
[２１] “４５１” 行动: ４ 大创新行动: 管理 (体

制) 创新、 科技创新、 文化创新、 产品创

新ꎮ 以评优、 评先ꎬ 树榜样、 树标杆带

动ꎬ ４ 大创新各自评出 １０ 个案例ꎮ ５ 大开

放行动: 走进 ５００ 强、 提升产业链行动ꎻ
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行动ꎻ 提升大口岸、
建设自贸区ꎻ 对接一带一路、 拓展海外市

场ꎻ 对接北上广、 优化大环境ꎮ １ 个引才

计划: 芙蓉计划ꎻ
[２２] 一带一部: 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

渡带、 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

结合部ꎻ
[２３] 粤港澳大湾区: 由广州、 佛山、 肇庆、 深

圳、 东莞、 惠州、 珠海、 中山、 江门 ９ 市

和香港、 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城市

群ꎬ 是继美国纽约湾区、 美国旧金山湾

区、 日本东京湾区之后ꎬ 世界第四大湾

区ꎬ 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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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ꎻ
[２４] 五位一体: 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

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ꎻ
[２５] 四个全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

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ꎻ
[２６] 三大变革: 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 动力

变革ꎻ
[２７] 普惠金融: 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

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
有效的金融服务ꎬ 小微企业、 农民、 城镇

低收 入 人 群 等 弱 势 群 体 是 其 重 点 服 务

对象ꎻ
[２８] 三品一标: 指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

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ꎻ
[２９] 单一窗口: 指参与国际贸易和运输的各

方ꎬ 通过单一的平台提交标准化的信息和

单证以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的要求ꎻ
[３０] 三检合一: 进出口商品检验局、 出入境动

植物检疫局、 卫生检疫局合并ꎻ
[３１] 三去一降一补: 指去产能、 去库存、 去杠

杆、 降成本、 补短板ꎻ
[３２] 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 “一超过”ꎬ 即家庭

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家现行扶

贫标准ꎮ “两不愁”ꎬ 即不愁吃、 不愁穿ꎮ
“三保障”ꎬ 即基本医疗、 义务教育、 住房

安全有保障ꎻ
[３３] 三率一度: 是指漏评率、 错评率、 综合贫

困发生率和群众满意度ꎻ
[３４] 户贷户用: 对于有劳动力、 自身有发展意

愿和具体用途的ꎬ 农村商业银行通过开展

评级、 授信ꎬ 并根据贫困户实际资金需

要ꎬ 直接发放扶贫小额信用贷款ꎬ 用于产

业发展ꎮ 农村商业银行应贷款尽贷ꎬ 不留

死角ꎻ
[３５] 三名工程: 即名校、 名校长、 名老师ꎻ
[３６]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主要举措是: 全面提

高乡村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水平ꎻ 拓

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ꎻ 提高乡村教师生活

待遇ꎻ 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ꎻ 职称

(职务) 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ꎻ 推动城镇

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ꎻ 全面提升乡村

教师能力素质ꎻ 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ꎻ
[３７] “一县一特” 战略: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

业化扶持政策调整为大力扶持带动能力

强、 有地方特色的优势产业ꎮ ２０１４ 年ꎬ 省

农发办在全省范围内安排 ２０ 个省级 “一

县一特” 产业发展试点项目ꎮ 一县一特即

一个县一个特色ꎻ
[３８] “四清四化” 工程: “四清”: 清垃圾、 清

杂物、 清残垣断壁和危房、 清庭院ꎮ “四

化”: 绿化、 美化、 亮化、 净化ꎻ
[３９] 城市 “双修”: 是指生态修复ꎬ 城市修补ꎻ
[４０] 七个一律: 即一律不在禁采区设矿权、 限

采区逐步退出矿权ꎻ 一律不准各种不具备

手续的矿区动工开采ꎻ 环保、 生态、 安

监、 水土保持等措施不达标的矿区一律关

停ꎻ 没有严格按住建部、 质检总局规定要

求达标的一律不准动工ꎻ 没有达到相关设

备、 环保、 安监要求的一律不准生产ꎻ 超

载超重的运输环节一律严处ꎻ 监管部门监

管不到位的一律严格问责ꎬ 并建立常态化

监管机制ꎻ
[４１] 双河长: “政府河长” 与 “民间河长”ꎻ
[４２] 四个意识: 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

识、 看齐意识ꎻ
[４３] 四个自信: 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

信、 文化自信ꎻ
[４４] 四种形态: 党内关系要正常化ꎬ 批评与自

我批评要经常开展ꎬ 让咬耳扯袖、 红脸出

汗成为常态ꎻ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

为大多数ꎻ 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 作出重

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ꎻ 严重违纪涉嫌违

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少数ꎻ
[４５] “五化” 建设: 阵地标准化、 管理科学化、

维稳机制化、 活动经常化、 党建区域化

[４６] 三个区分开来: 即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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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经验、 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ꎬ
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ꎻ 把

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实验中的失误

和错误ꎬ 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

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ꎮ 把为推动改革

的无意过失与为谋取私利的故意行为区分

开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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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在蓝山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ꎬ 县人大常

委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ꎬ 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宪

法精神ꎬ 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ꎬ 紧紧围绕全县工作大局ꎬ 依法履

职ꎬ 积极作为ꎮ 充分发挥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作用ꎬ 较好地完成了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ꎬ 为推进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 民主法治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ꎮ
一、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ꎬ 深入贯彻县委决

策部署

县人大常委会始终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领

导ꎬ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ꎬ 从党和人民的意愿

出发ꎬ 谋划和推进人大工作ꎮ
(一) 紧跟核心、 围绕中心ꎬ 把握正确政治

方向ꎮ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ꎮ 自觉坚持

县委对人大工作的领导ꎬ 坚决贯彻县委意图ꎬ
执行县委决定ꎬ 维护县委核心地位ꎬ 做到与县

委思想上合心ꎬ 工作上合力ꎬ 部署上合拍ꎬ 确保

县委决策部署在人大工作中得到贯彻落实ꎮ 主

动向县委汇报全年工作计划要点、 重要活动方

案ꎬ 接受县委对人大工作的指导意见ꎬ 确保人

大工作在县委领导下依法有序开展ꎮ
(二) 依法决策、 科学决策ꎬ 狠抓决议贯彻

落实ꎮ 县人大常委会依法对事关全局性、 根本

性、 长远性的问题进行讨论研究ꎬ 科学作出决

议决定ꎮ 按照县委部署ꎬ 县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通过前期充分调研、 会议认真讨论ꎬ

原则通过了 «关于加快承接产业转移升级ꎬ 打

造中国皮具创新之都的议案»ꎬ 并提请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ꎬ 以此号召全县人民集中力量ꎬ 打造

皮革皮具产业ꎬ 推动蓝山经济快速发展ꎮ 县人

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ꎬ 狠抓

实效ꎮ 为贯彻落实好县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作出的 «关于举全县之力建设毛俊水

库的决议» «关于在县城主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的决议»ꎬ 县人大常委会多次组织开展视察、
调研ꎬ 及时跟踪监督ꎬ 听取县人民政府执行情

况报告ꎮ 针对毛俊水库建设工作ꎬ 指出了 “建
设资金缺口大” “技术人才欠缺” “拆迁安置工

作滞后” 等突出问题ꎬ 提出 “重点解决资金缺

口问题” “保障移民安置工作的开展” “建立健

全合理的进人机制” “协调水利建设和环境保护

之间的关系” 等建议和意见ꎮ 针对禁燃工作ꎬ
指出了 “传统文化生活习俗影响较大” “执法管

理存在薄弱环节” 等问题ꎬ 提出了 “完善多层

次宣传机制ꎬ 营造禁燃氛围” “落实管控处置机

制ꎬ 规范运作模式” “落实打击处理机制ꎬ 实行

‘一响四查’ ” 等建议ꎮ 县人民政府认真落实决

议精神ꎬ 组建高规格的领导小组ꎬ 着力推进毛

俊水库建设和禁燃工作ꎬ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ꎮ
(三) 严格程序、 依法任免ꎬ 确保实现组织

意图ꎮ 县人大常委会坚持党管干部和人大依法

任免干部的有机统一ꎮ 进一步规范人事任免工

作ꎬ 严格规范对任职对象任前调查了解、 法律

知识考试、 供职发言、 审议询问、 县人大常委会

投票表决、 颁发任命书、 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

等程序ꎬ 增强被任命人员的宪法意识、 人大意

识和为人民服务意识ꎮ 有力地促进了国家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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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务员队伍建设ꎬ 为我县经济和社会事业发

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ꎮ
(四) 摆正位置、 主动作为ꎬ 参与全县中心

工作ꎮ 县人大常委会班子成员按照县委统一安

排ꎬ 参与 “三大攻坚战”、 “六大战役” 和湘威

三期、 皮具产业园、 新民西路工程、 城市内涝改

造、 背街小巷改造、 花果庄园、 夔龙山城市森林

公园、 金盘蓝山城、 示范性幼儿园、 温氏集团等

重点项目建设ꎻ 协管烤烟生产、 脱贫攻坚、 社会

扶贫网和县城三创等工作ꎻ 参与联系乡镇工作、
企业改制、 结对帮扶、 信访维稳、 安全生产等工

作ꎬ 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ꎬ 获得了广大群

众的好评ꎮ
二、 积极开展工作监督ꎬ 推动经济社会事

业稳步健康发展

县人大常委会精准聚焦ꎬ 不断改进监督工

作ꎬ 增强监督实效ꎬ 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和民生改善ꎮ
(一) 紧扣主题、 有效监督ꎬ 积极助力三大

攻坚战ꎮ
１ 聚焦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工作ꎮ 县人

大常委会多次调研政府债务管理情况和财政经

济工作ꎬ 提出大力培植财源、 强化风险防范等

建议ꎮ 加强对经济、 金融、 保险运行的监督ꎬ 有

针对性地提出 “倾心倾力抓招商ꎬ 不遗余力抓

项目ꎬ 集中精力保开工ꎬ 突出重点抓在建” 等

建议ꎬ 促进年度计划和 “十三五” 规划顺利实

施ꎮ 加强对财政预算执行的监督ꎬ 督促和支持

政府管好、 用好财政资金ꎮ
２ 高度关注脱贫攻坚工作ꎮ 县人大常委会

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ꎬ 围绕

县委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持续发力ꎬ
听取县人民政府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ꎬ
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情况开展视察ꎬ 不断

加大监督力度ꎮ 同时ꎬ 县人大常委会每个副主

任都联系了一个贫困村、 机关联系了两个贫困

村ꎬ 积极助力推动脱贫攻坚各项工作ꎮ
３ 持续监督污染防治攻坚工作ꎮ 县人大常

委会组织开展了 “蓝山环保世纪行活动” 等系

列活动ꎬ 先后组织开展了对全县农村垃圾污染

情况、 全县环境状况、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情况、
饮用水情况工作等方面的调研活动ꎬ 听取和审

议了 ２０１７ 年全县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

情况及 ２０１８ 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ꎬ 就相关

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ꎬ 并一一进行了交办、 督

办ꎬ 为我县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油助力ꎮ
(二) 关注民生、 重点发力ꎬ 切实保障民本

民生ꎮ
１ 坚持教育优先ꎮ 针对城区学位紧张、 校

园建设不达标、 “大班额” 现象严重的问题ꎬ 县

人大常委会持续跟踪督促学位建设ꎬ ５ 至 １０ 月

分两次组织代表对学位建设情况开展回头看ꎬ
并做好学位建设议案督办相关工作ꎬ 力促春节

前完成学位建设主体工程任务ꎮ
２ 保障农村用电ꎮ 县人大常委会组织专项

调研组ꎬ 深入全县各乡镇开展农村用电保障情

况调研活动ꎬ 并召集相关单位负责人进行座谈ꎬ
掌握全县农村电力保障情况的第一手资料ꎬ 指

出了近区供电村电改难、 智能电表安装工作宣

传不到位、 变压器安装和电线杆搬迁收费不规

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ꎬ 督促相关部门及时整改ꎬ
保障农村用电安全ꎬ 维护用电农户利益ꎮ

３ 关注城乡建设ꎮ 县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

议了 ２０１７ 年城乡规划年度计划实施情况ꎬ 先后

组织开展了控违拆违工作情况视察、 重点项目

建设情况视察、 保障性住房建设情况调研和不

动产登记改革进展情况调研ꎬ 并提出意见和建

议向相关部门交办ꎬ 督促我县城乡建设有序

推进ꎮ
４ 关爱农民健康ꎮ 积极开展 “蓝山农民健

康行”ꎬ 多次督促县政府及职能部门认真办理好

湖南省 ２ 件重点民生实事———实施农村适龄妇女

“两癌” 免费检查和开展孕妇产前筛查ꎻ 配合市

人大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专题调

研ꎬ 继续督促落实永州市 “十大惠民实事” 中

的 ２ 件健康实事——— “为 ６５ 岁以上农村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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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健康体检” 和 “完成全县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标准化建设任务”ꎮ
５ 促进民族团结ꎮ 继续开展 “民族团结进

步行” 活动ꎬ 通过开展蓝山县少数民族深度贫

困情况调研、 关心少数民族失聪儿童接受集中

植入人工耳蜗和助听器康复救助项目筛查工作、
承办永州市 “民族团结进步行” 宣讲报告团走

进蓝山县开展巡回宣讲等活动ꎬ 提高了群众对

“民族团结进步行” 重大意义、 主要内容、 方法

路径的认识和理解ꎬ 维护了少数民族利益ꎮ
６ 支持农业发展ꎮ 组织开展了生猪产业情

况视察活动ꎬ 深入毛俊、 太平圩、 新圩等镇视察

生猪养殖产业发展情况ꎬ 并召开座谈会ꎬ 提出

了 “提高政治站位ꎬ 高度重视生猪养殖的环保

问题” “加强领导ꎬ 建立联动管理机制” 等意见

和建议ꎮ
７ 开展工作审议ꎮ 县人大常委会对发改委、

财政局、 环保局、 国土资源局、 农业委等 ５ 个部

门依法开展工作审议ꎮ 通过工作审议调查ꎬ 认

真查找这些部门在贯彻执行相关法律法规、 落

实县委和人大的决定决议、 规范工作流程、 抓

实工作纪律、 主动服务人民群众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ꎮ 在审议大会上实事求是、 直言不讳地提

出批评和建议ꎬ 并集中交办整改意见ꎮ 县人大

常委会采取跟踪督办、 重点督办等方式ꎬ 促进

被审议部门认真解决工作中的问题ꎬ 提高为人

民服务的主动性ꎬ 提升业务水平和工作效能ꎮ
(三) 聚焦法治、 积极监督ꎬ 持续推进法治

建设ꎮ
１ 开展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ꎮ 通过对

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和适当性的审查ꎬ 从源头

上预防和纠正权力机关的不当行为ꎬ 依法维护

公民合法权益ꎬ 进一步提高人大监督的质量和

效率ꎮ 共审查县人民政府及其办公室报送的决

议、 决定、 规定、 意见、 通告等规范性文件 ２４
件ꎬ 所有备案件均已完成登记并统一立卷归档ꎮ

２ 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执

法检查ꎮ 县人大常委会深入全县 １４ 个乡镇实地

察看了所有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ꎬ 提出 “加大

法律宣传力度ꎬ 切实提高全民的文物保护意识”
“加强部门协作、 形成工作合力严格执法” “增
加文物保护经费投入ꎬ 抢抓机遇加快文物保护

申报的步伐” 等建议向县人民政府交办ꎬ 并将

执法检查中实地拍摄的全县文物保护单位及部

分文物点的现状图片汇编成册ꎬ 努力推动我县

文物保护事业取得新进展ꎮ
３ 积极开展内务司法监督ꎮ 县人大常委会

坚持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ꎬ
先后组织开展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情

况、 人民陪审员履职情况、 社区矫正工作情况、
城乡低保工作情况、 扫黑除恶工作情况的调研

活动ꎮ 通过有效监督手段ꎬ 有力推进了 “一府

两院” 依法行政、 公正司法ꎮ
４ 配合省、 市人大开展立法调研ꎮ 县人大

常委会大力配合市人大开展 «永州市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条例» 立法调研ꎬ 配合省人大开展

«湖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 «湖南省

湘江保护条例» 立法调研ꎬ 保障法治建设有序

推进ꎮ
三、 搭建代表履职平台ꎬ 充分发挥代表主

体作用

县人大常委会牢牢把握委员与代表、 代表

与人民群众 “两个联系” 主线ꎬ 把尊重代表主

体地位、 发挥代表作用作为做好人大各项工作

的基础ꎬ 进一步完善代表履职机制ꎬ 保证代表

依法履职ꎮ
(一) 制定计划ꎬ 强化培训ꎬ 增强代表履职

能力ꎮ 县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代表履职学习ꎬ
将其列入县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计划ꎮ １ 月份对

我县各级人大代表进行了 “贯彻学习 ‘十九大’
精神” 的集中培训ꎬ ４ 月份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廖

仁旺对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宣讲全国人代会精神ꎬ
９ 月份在全国人大培训基地举办县人大常委会委

员履职能力提升学习班ꎬ 有效提高县人大常委

会委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履职能力ꎮ
(二) 完善机制ꎬ 强化措施ꎬ 增强建议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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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效ꎮ 县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代表建议意见办

理工作ꎬ 及时综合整理县第十七届人大二次会

议期间代表提出建议、 意见 １６２ 件ꎬ 集中向 “一
府一委两院” 交办ꎮ 出台 «蓝山县人大代表议

案、 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满意度测评方

案»ꎬ 对交办意见和建议的办理工作提出具体的

办理要求和办理时限ꎬ 明确了承办责任和督办

责任ꎮ 突出办理重点ꎬ 确定了 ６ 件重点督办建

议ꎬ 将承办 ３ 件以上建议的部门确定为重点部

门ꎬ ６ 月集中开展代表建议重点督办工作ꎬ １０ 月

份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办理代表建议的情况

报告ꎬ 对办理代表建议不满意的单位进行再办

理督办ꎮ 同时ꎬ 跟踪督办承办单位办理闭会期

间的代表建议ꎬ 把督办工作贯穿于全年的工作

之中ꎬ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ꎮ 比如ꎬ 田石保代表提

出的 «关于加强全县农村垃圾治理力度的建

议»、 谭六忠代表提出的 «关于抓紧实施学位建

设三年行动方案以解决城区学位紧张的建议»、
贺金晶代表提出的 «关于分期分批妥善解决征

拆安置地、 预留地问题的建议» 等建议得到政

府及相关部门的积极响应ꎬ 重点研究、 重点落

实ꎬ 解决了一系列问题ꎬ 获得群众支持ꎮ
(三) 加强指导、 上下联动ꎬ 增强人大工作

合力ꎮ 认真落实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

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若干意见» 和中

央、 省、 市、 县委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

会议精神ꎬ 积极配合县委召开了全县人大工作

会议ꎬ 指导各乡镇建立健全了人大代表工作室ꎬ
指导各乡镇依法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ꎮ 继续开

展 “双联” 活动ꎬ 出台 «蓝山县人大代表联系

原选区选民和群众工作办法»ꎬ 健全完善县人大

常委会领导分片联系指导乡镇人大工作等相关

制度ꎮ 各乡镇人大主席团积极发挥人大代表作

用ꎬ 土市镇坚持人大代表逢圩日接访制度ꎬ 广

泛了解民情民意ꎬ 积极回应群众关切ꎬ 热心为

群众排忧解难ꎬ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ꎬ 并在

各乡镇推广ꎻ 楠市镇组织县、 镇人大代表先后

对提质改造工程、 污水处理厂建设、 垃圾中转

站建设、 学校食堂管理进行了视察和调研ꎬ 取

得了较好的监督实效ꎻ 毛俊镇召开了人大代表

座谈会ꎬ 组织代表们围绕如何提升人大代表履

职能力进行了交流ꎮ
(四) 创新载体ꎬ 夯实基础ꎬ 激活代表履职

热情ꎮ 以各乡镇县人大代表小组为载体ꎬ 围绕

乡村振兴战略、 民生工程建设等工作ꎬ 组织开

展代表小组活动ꎮ 先后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书画比赛、 “深入群众、 忠诚履职” 代表

风采摄影比赛、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读后

感征文比赛ꎬ 丰富各级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的

活动ꎮ 坚持邀请市、 县人大代表分批次列席县

人大常委会会议ꎬ 参加县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调

研、 视察、 执法检查等活动ꎬ 拓宽代表知情知政

渠道ꎮ
四、 切实加强自身建设ꎬ 提高人大机关工

作效能

县人大常委会把加强自身建设摆在重要位

置ꎬ 不断强化理论武装ꎬ 改进工作作风ꎬ 夯实工

作基础ꎬ 努力打造为民、 务实、 担当的地方国家

权力机关ꎮ
(一) 加强学习教育ꎬ 强化理论武装ꎮ 以县

人大常委会议、 主任会议和代表工作会议等会

议为契机ꎬ 开展学习交流活动ꎬ 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ꎬ 学习省市县委重要会议精神、 重要政策

法规和规章制度ꎬ 组织 «宪法» «立法法» «反
恐法» «代表法» «民事诉讼法» «文物保护法»
等法律知识专题学习ꎬ 不断提高县人大常委会

班子及机关干部的政治修养和理论水平ꎮ
(二) 狠抓作风建设ꎬ 重塑良好形象ꎮ 坚持

和完善县人大常委会及人大机关各项制度ꎬ 先

后建立健全机关财务管理制度、 学习制度、 考

勤制度和加强作风建设若干规定等规章制度ꎬ
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ꎬ 机关党支部

认真落实 “三会一课” 制度、 周五政治学习日

制度ꎬ 切实加强机关党组织建设ꎮ 坚持问题导

向ꎬ 紧扣党的 “六大纪律”ꎬ 认真落实 “两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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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ꎬ 主动整改违反八项规定突出问题ꎬ 不断增

强干部职工的 “四个意识”ꎮ
(三) 加强宣传工作ꎬ 把握正确舆论导向ꎮ

重点抓好人民代表大会、 县人大常委会会议、
主任会议行使职权和人大代表履职的宣传报道ꎬ
大力弘扬正能量ꎮ 制作了高质量宣传版面ꎬ 宣

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我县人大工作成绩ꎻ 制

作了县优秀人大代表先进事迹纪录片在县电视

台及市政广场 ＬＥＤ 屏幕滚动播放ꎮ 一年来ꎬ 发

表在各类新闻网站、 报纸杂志的宣传报道和文

章 ４６ 篇ꎮ
各位代表ꎬ 一年来ꎬ 县人大常委会攻坚克

难、 依法履职ꎬ 作出了努力ꎬ 取得了一些成绩ꎬ
这是县委正确领导的结果ꎬ 是人大代表、 县人

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懈努力的结果ꎬ 是县人民

政府、 县监察委、 县人民法院、 县人民检察院和

全县各级各部门协同工作的结果ꎬ 是广大人民

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ꎮ 在此ꎬ 我谨代表蓝山县

人大常委会向全县各级各部门和全体人大代表

表示衷心感谢! 各位代表ꎬ 我们的工作还有很

多不足ꎬ 离党组织的新要求、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 广大人民群众和人大

代表的新期盼ꎬ 还有较大差距ꎮ 主要体现在: 监

督手段不多ꎬ 监督实效有待进一步提高ꎻ 服务

代表不优ꎬ 代表履职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ꎻ 纪

律和作风建设不严ꎬ 有深刻教训ꎮ 这些问题都

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解决ꎮ

２０１９ 年的主要工作任务

各位代表ꎬ ２０１９ 年ꎬ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７０ 周年、 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 ４０ 周年ꎬ 是脱

贫攻坚、 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一年ꎮ 县人大常

委会工作的指导思想是: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ꎬ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ꎬ 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ꎬ 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ꎬ 依法履职ꎬ
积极作为ꎬ 为加快建设 “创新开放桥头堡、 产

业承接首选地、 粤港澳的后花园、 生态文明示

范区、 安居乐业幸福城” 作出新的贡献ꎮ 新的

一年ꎬ 县人大常委会将树牢 “四个意识”ꎬ 坚定

“四个自信”ꎬ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ꎬ 严守 “六
大纪律”ꎬ 建设守规矩、 善作为、 重民生、 有活

力、 讲廉洁、 出实效的机关ꎬ 紧紧围绕县委决策

部署、 民本民生新要求ꎬ 锐意进取、 开拓创新ꎬ
促进民主法治ꎬ 强化监督实效ꎬ 保障民生福祉ꎬ
推动县域经济新发展ꎬ 积极开创人大工作新

局面ꎮ
一、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ꎬ 坚决维护县委权威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

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

安排ꎮ 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

质要求和最大优势ꎬ 是做好人大工作的根本保

证和关键所在ꎮ 县人大常委会要坚持在县委的

领导下开展工作ꎬ 自觉维护县委权威ꎬ 紧贴县

委意图决策ꎬ 紧跟县委部署议事ꎬ 紧扣县委大

局工作ꎬ 确保县委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人

民意志ꎬ 实现县委意图和人民意愿的高度统一ꎮ
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ꎬ 定期向县委请示、 报

告工作ꎬ 坚决做到与县委同心同德、 同心同向、
同心同力ꎬ 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县委决策部署ꎮ

二、 始终坚持依法办事ꎬ 着力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

县人大常委会要紧紧围绕县委提出的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ꎬ 主动发力ꎬ 积极发挥职能作用ꎮ
(一) 要主动谋划ꎬ 科学决定重大事项ꎮ 县

人大常委会要以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ꎬ 围绕县委决策部署ꎬ 立

足蓝山实际ꎬ 谋划全县发展大局ꎬ 适时、 科学作

出决议和决定ꎮ 大力发展我县皮革皮具产业ꎬ
是省、 市委要求、 县委的决策部署ꎬ 是传统产

业、 又是时尚阳光产业ꎬ 是经久不衰、 永续创新

的产业ꎮ 蓝山是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基地ꎬ
又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优势的资源、 独特的

区位、 便利的交通、 优质的熟练工人ꎬ 是发展皮

革皮具产业最具优势的地方ꎮ 本次会议将提出

并审议 «关于加快承接产业转移升级ꎬ 打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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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皮具创新之都的决议»ꎮ
(二) 要敢于担当ꎬ 切实强化监督实效ꎮ 县

人大常委会要把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任务和关系群众切身

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监督重点ꎬ 支持和督

促 “一府一委两院” 依法履职ꎮ 突出监督重点ꎬ
创新监督方式ꎬ 强化监督效果ꎬ 运用监督结果ꎬ
着力在行政效能、 年初目标的实现上下功夫ꎬ
在司法公正、 司法效果上下功夫ꎬ 在法官、 检察

官执法水平、 执法能力、 执法效率、 服务意识上

下功夫ꎬ 在依法办事、 备案文件前期审查上下

功夫ꎬ 在代表建议、 意见的办理效果上下功夫ꎬ
着力在跟踪监督、 督促整改上下功夫ꎬ 切实增

强监督刚性、 力度和实效ꎬ 使人大监督工作始

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可ꎮ
(三) 要甘于奉献ꎬ 着力提升服务水平ꎮ 县

人大常委会要着力抓好人大代表、 常委会委员

的培训教育工作ꎬ 提高履职能力ꎬ 充分发挥代

表职能作用ꎮ 要积极宣传优秀代表事迹ꎬ 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教育人大代表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ꎮ 要进一步加强乡镇人大工作ꎬ 指导

乡镇人大依法履职ꎬ 加快乡镇代表工作平台建

设ꎬ 完善代表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方式ꎬ 使代表

真正做到对人民负责ꎬ 受人民监督ꎬ 为人民谋

利ꎮ 要认真做好县人代会期间代表提出建议的

整理、 交办和督办工作ꎬ 建立健全代表反映人

民群众意见和建议的处理反馈机制ꎬ 提高代表

议案、 建议的办理质量和实效ꎮ 要丰富和完善

闭会期间代表参加活动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ꎬ
为代表依法履职提供条件和保障ꎮ

三、 始终坚持自身建设ꎬ 不断提高依法履

职能力

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将把自身建设作为一项

重要的基础工作常抓不懈ꎬ 提高县人大常委会

机关工作水平ꎮ
(一) 政治上要绝对忠诚ꎮ 县人大常委会要

把政治建设作为县人大常委会及机关自身建设

的核心ꎬ 旗帜鲜明讲政治ꎬ 把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ꎬ 坚定理想信念ꎬ 把牢政治方向ꎬ 始终把党的

领导贯穿于人大工作的各方面、 全过程ꎮ 自觉

树牢 “四个意识”ꎬ 坚定 “四个自信”ꎬ 严守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ꎬ 着力提升常委会组成人员

和人大机关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ꎬ 打

造忠诚、 干净、 担当的干部队伍ꎮ
(二) 思想上要开放创新ꎮ 要深入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ꎬ 学习党章党规和宪法法律ꎬ 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做好人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调研指

导湖南工作时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准确领会

其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ꎬ 把理论学习的成果转

化为谋划工作的具体思路、 破解难题的措施办

法、 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ꎮ 要树立新发展理念ꎬ
突出工作重点ꎬ 积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展ꎮ
要进一步强化代表履职的服务保障ꎬ 拓展代表

履职渠道和途径、 丰富代表履职形式和内容ꎬ
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ꎮ

(三) 工作上要认真负责ꎮ 县人大常委会要

提高恪尽职守、 认真负责的基本素质ꎬ 以强烈

的事业心和高度的使命感ꎬ 兢兢业业做好各项

工作ꎮ 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ꎬ 脚踏实地、 真抓

实干ꎮ 要敢于直面问题ꎬ 矛盾面前不躲闪ꎮ 要坚

持底线思维ꎬ 保持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的态度ꎬ
无论办文办会办事ꎬ 都要一丝不苟、 严谨细致、
精益求精ꎮ

(四) 作风上要极端严谨ꎮ 一要全面从严治

党ꎮ 强化党组织整体功能ꎬ 落实党的组织生活

制度ꎬ 压实管党治党责任ꎬ 不断提高党建工作

水平ꎬ 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ꎮ 二要抓

实作风建设ꎮ 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ꎬ 深

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ꎬ 驰而不息

整治 “四风”ꎬ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ꎬ 营造风清气

正的良好政治生态ꎮ 三要抓好制度建设ꎮ 继续

完善人大机关工作、 学习、 管理等方面规章制

度ꎬ 坚持以制度管人、 以制度管事ꎬ 切实提高为

人民服务意识ꎬ 提升机关执行力ꎬ 打造人大新

形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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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要有新气象、 新作为ꎬ 绘就新蓝图ꎬ
谱写新篇章ꎮ 各位代表ꎬ 同志们ꎬ 让我们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ꎬ 在

县委的正确领导下ꎬ 不忘初心ꎬ 砥砺前行ꎬ 为全

力打造 “创新开放桥头堡、 产业承接首选地、
粤港澳的后花园、 生态文明示范区、 安居乐业

幸福城”ꎬ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蓝山ꎬ 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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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

———在蓝山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８ 年工作回顾

过去一年ꎬ 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ꎬ 在县人

大、 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ꎬ 县人民政府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ꎬ 全面贯彻 “三
大攻坚战、 六大战役、 四个提升” 决策部署ꎬ
深入落实县委 “创新开放桥头堡、 产业承接首

选地、 粤港澳的后花园、 生态文明示范区、 安

居乐业幸福城” 战略定位ꎬ 担当作为ꎬ 强力执

行ꎬ 基本完成了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

各项目标任务ꎮ 全年ꎬ 全县完成地方生产总值

１２１ ９ 亿元ꎬ 增长 ９％ (预计ꎬ 下同)ꎻ 规模工

业增加值 ３５ ４８ 亿元ꎬ 增长 ７ ８％ꎻ 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１０３ ２８ 亿元ꎬ 增长 １２ ８％ꎻ 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４５ ９６ 亿元ꎬ 增长 １１％ꎻ 财政收入

９ ６２ 亿元ꎬ 增长 １１ ３％ꎻ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２８６８８ 元ꎬ 增长 ９ ５％ꎻ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１４４６０ 元ꎬ 增长 １０％ꎻ 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

到 ９８ ２％ꎮ 蓝山县获批中国毛衫名城、 中国纺

织产业集群试点县、 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

建县、 全国富硒产业推广示范县ꎬ “帮您办” 入

选全国 “互联网＋政务” 优秀案例 ５０ 强ꎬ 政务

公开标准化管理与社会治理创新融合发展获评

“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十大民生决策”ꎬ 成功通过创建

国家卫生县城、 省级森林城市技术评估ꎬ 荣获

全省安全生产示范县、 粮食生产先进县、 养殖

业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先进县、 政务公开工作先

进单位、 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ꎬ 不停车超限

检测治超模式在全省推广ꎬ 被评为全市教育优

先优秀县区、 无偿献血工作先进县、 春运工作

先进单位、 打击恶意逃废银行债务专项活动先

进单位、 知识产权工作先进单位、 落实粮食安

全省长责任制工作优秀单位ꎬ 全市农村辅警城

区快警建设、 治超工作、 关心下一代工作、 物

业管理工作现场会在蓝山召开ꎮ 省领导密集来

蓝走访调研ꎬ 人次创历史之最ꎮ
(一) 以担当为使命ꎬ “三大攻坚战” 初战

告捷ꎮ ２０１８ 年是攻坚之年ꎬ 也是极不平凡、 异

常辛苦的一年ꎬ 全县上下齐心协力共同掀起了

打赢 “三大攻坚战” 的澎湃热潮ꎮ 风险防范措

施有力ꎮ 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政府工作的

重中之重ꎬ 严格按要求清理规范 ＰＰＰ 和政府购

买服务项目ꎬ 加快推动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ꎬ
“停缓调撤” 项目 １４ 个ꎬ 逐一澄清债务底子ꎬ
全县债务风险可控ꎮ 省级金融安全区有效巩固ꎬ
“打非” 工作名列全市前茅ꎮ 神农村镇银行挂牌

营业ꎬ 农商行实现税收超 ５０００ 万元ꎮ 脱贫攻坚

精准有效ꎮ 创新推行 “２４６８” 干部驻村工作制

度ꎬ 帮扶实效明显提升ꎬ 全年实现脱贫 ６９０９
人ꎬ 贫困村出列 ２１ 个ꎬ 贫困发生率由 ３ ４８％下

降至 １ ４７％ꎮ 贫困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

有力改善ꎬ ４３ 个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全部并网发

电ꎬ 建立贫困村合作社 ７２ 个ꎬ 特色种养、 光

伏、 电商、 旅游四大扶贫产业联结带动 １０３０ 户

３５２０ 人脱贫增收ꎬ 坪源村、 湖叠村等 ６ 个全国

旅游扶贫村建设步伐加快ꎮ 完成易地扶贫搬迁

２４１ 户、 危房改造 ３５２ 户ꎬ 塔峰、 浆洞、 土市、
新圩 ４ 个集中安置点已达到基本入住条件ꎮ 累

计发放小额扶贫贷款 １ ７２ 亿元ꎬ 补贴 “扶贫特

惠保” １５３ ５ 万元ꎬ 发放教育扶贫资金 ９５２ ６ 万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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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ꎬ 贫困户住院就医报账比例达 ９０％以上ꎮ 创

建镇村就业扶贫车间 ３７ 个ꎬ 星月玩具毛俊车间

成为全市最大的扶贫车间ꎮ 赵雪旺获评全省扶

贫工作先进个人ꎮ 环境治理成效明显ꎮ 牢固树

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环境理念ꎬ
蓝天、 碧水、 净土三大保卫战和 “夏季攻势”
十大行动扎实有效ꎬ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有

序推进ꎮ 深入推进 “双河长制”ꎬ 全县 ７４ 条河

流、 ３７ 座水库纳入河长制管理ꎬ 实施舜水河—
俊水河综合治理生态修复ꎬ 打造 “样板河” １４
条ꎮ 铁腕治污典型做法在中央新闻联播播出ꎬ
环保问题 “敢追责、 严追责” 得到中央和省市

肯定ꎮ 扎实抓好中央、 省市环保交办问题整改ꎬ
信访交办件全部办结ꎮ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ꎬ 创

新政务服务理念ꎬ 落实并联审批制、 首问责任

制等制度ꎬ 实现了行政审批流程简化、 时间缩

短、 事项减少、 效率提高ꎬ “公开透明可预期”
的政务环境日趋优化ꎮ 建成城区快警平台 ２ 个ꎬ
“综治中心＋网格化＋雪亮工程” 一体化平台投

入使用ꎬ 全县配设 “农村 (社区) 辅警” ２２７
名、 义警 ８３６ 名ꎬ “六大平安创建” 扎实推进ꎬ
“三强” 行为治理有效ꎬ 禁毒民调工作排名全省

前列ꎬ 县禁毒办获评全省 “三年禁毒大行动”
先进单位ꎬ 县森林公安局荣立全省集体三等功ꎬ
全县社会环境持续改善ꎮ

(二) 以项目为引擎ꎬ 发展质量不断提升ꎮ
坚持把产业建设作为全年工作的主旋律ꎬ 扎实

推进 “产业项目建设年” 活动ꎮ 项目建设力度

大ꎮ １０８ 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８１ ４５ 亿元ꎬ 其中

５９ 个产业项目完成投资 ５３ ５ 亿元ꎮ “５ 个 １” 工

程建设成效显著ꎬ 全年实施重大产业项目 ４ 个、
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２ 个、 重大产品创新项目 １
个ꎬ 引进重大科技创新人才 ３ 名、 ５００ 强企业项

目 ２ 个ꎮ 总投资 ６０ 亿元的蓝山皮革皮具生态智

慧产业园项目正式启动ꎬ 签约入园企业 ２０ 家ꎻ
湘江源皮具皮革产业园建成标准厂房 ６ 栋ꎬ 入

驻皮具皮革企业 ７２ 家ꎮ 云冰山旅游区项目获评

“全市重大产业建设优秀项目”ꎮ 四海坪、 大桥、

塔峰等风电场实现并网发电ꎮ 毛俊水库工程累

计完成投资 １０ １７ 亿元ꎬ 枢纽大坝和灌区重点

工程有序推进ꎬ 移民安置点开工建设ꎬ 征地拆

迁工作得到群众大力支持ꎮ 全面推进毛江水库

建设ꎬ 建成高标准农田 ２ ２５ 万亩ꎬ 新解决 ３ ５８
万人安全饮水问题ꎮ 城乡电网升级改造稳步实

施ꎬ 自供区改革平稳推进ꎮ 大力开展 “迎老乡、
回故乡、 建家乡” 活动ꎬ 全年引进项目 １８ 个ꎬ
总投资超 ３０ 亿元ꎮ 成功争取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整县推进项目ꎬ 五星级宾馆项目前期工作进

展顺利ꎮ 全年完成土地报批 ７６０９ 亩、 征收 ６５６８
亩、 储备 １５００ 亩ꎬ 社会资本参与土地开发第一

批预计新增耕地 ２６００ 亩ꎬ 第二批完成现场踏勘

１ 万亩ꎮ 交通提速步伐快ꎮ 和平汽车站装修工

程基本完工ꎬ 湘九公路长铺至高塘坪段开工建

设ꎮ 结合 “交通扶贫”ꎬ 完成农村窄路加宽 ４４
公里、 自然村通水泥 (沥青) 路 １２１ ３４ 公里、
农村公路安保工程 ７８ 公里ꎬ 建成农村客运招呼

站 ２０ 个ꎮ 县运管所被五部委评为 “ ２０１８ 年

‘春运情满旅途’ 活动” 成绩突出集体ꎮ 旅游

升温势头强ꎮ 云冰山景区开园迎客ꎬ 百叠岭景

区获批国家 ３Ａ 级旅游景区ꎬ 湘江源国家森林公

园配套设施加快建设ꎬ 毛俊百姓民俗村成功创

建四星级乡村旅游点ꎬ 绿色湘江源生态农业旅

游疗养基地项目落户蓝山ꎮ 成功举办乡村文化

旅游周、 泉塘西瓜节、 大洞梨花节等节庆活动ꎬ
湘江源、 云冰山、 百叠岭、 大洞悠乐园等景区

旅游人气持续高涨ꎬ 全年接待游客突破 ２１４ ５
万人次ꎬ 实现旅游总收入 １０ ７２ 亿元ꎮ 园区升

级效果好ꎮ 新入园 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工业项目 ９
个ꎬ 新入统规模企业 ９ 家ꎬ 园区规模工业总产

值 １３５ ３９ 亿元、 增长 ２１％ꎬ 规模工业增加值

３２ ６ 亿元、 增长 ７ ８％ꎮ 建成标准厂房 ９ 万平方

米ꎬ 德政南路竣工验收ꎬ 龙泉路、 金石路等园

区道路加快建设ꎮ 湘威三期、 承阳二期、 舜蓝

茶油、 万和科技、 星月玩具三期、 标准厂房二

期等项目进展顺利ꎮ 县经开区荣获全省科技强

县先进单位ꎬ 华侨产业园获批省级同心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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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ꎮ
(三) 以产业为支撑ꎬ 转型升级步伐加快ꎮ

三次产业结构比由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５ ∶ ３６ ８ ∶ ４８ ２ 调

整为 １１ ５ ∶ ３７ ８ ∶ ５０ ７ꎬ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ꎮ
现代农业提速增效ꎮ 全年播种粮食 ３４ ５６ 万亩ꎬ
收购烟叶 ６ ８４ 万担ꎬ 流转耕地 １４ １ 万亩ꎬ 重

点打造了茶叶、 葡萄、 供港蔬菜、 烤烟 ４ 个

“万字号” 产业基地ꎮ 新增 “三品一标” 农产

品认证 ８ 个ꎬ “泉塘西瓜”、 “蓝山黄花梨” 获

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ꎮ 省级农业龙头企业

达到 ５ 家ꎬ 县生态农业科技园被评为省级农业

科技优秀园区ꎬ 雷家岭蔬菜产业园被评为省级

现代农业特色产业示范园ꎮ 成功举办蓝山首届

农民丰收节ꎬ 所城镇、 祠堂圩镇获评省级 “平
安农机示范乡镇”ꎮ 工业产业提质升级ꎮ 全县规

模企业新入统 １０ 家、 达到 ８４ 家ꎬ 规模工业增

加值完成 ３５ ４８ 亿元ꎬ 工业实缴税金首次突破

亿元大关ꎮ 高新技术企业新增 ２ 家、 达到 ５ 家ꎬ
有效发明专利 ３３ 个ꎬ 高新技术产业完成产值 １４
亿元ꎮ 全县到位外资 １ ０１ 亿美元ꎬ 到位内资 ２７
亿元ꎬ 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 ２ ２ 亿美元ꎬ 进出

口企业总数达到 １６ 家ꎮ 三产经济繁荣发展ꎮ 全

县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达 １７ 家ꎬ 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４５ ９６ 亿元ꎮ 全年销售商品房 １０ 万余平

方米ꎮ 全县入统电商企业 ４８ 家ꎬ 农村电商服务

站达到 １６９ 家ꎬ 电商交易额超 ３０ 亿元ꎬ 其中农

产品网上销售额 ７ ６ 亿元ꎮ
(四) 以品质为目标ꎬ 城乡融合加速推进ꎮ

全力打好城镇提质战役ꎬ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ꎬ 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ꎮ 城镇提质展现

新风貌ꎮ 县城面积达到 １７ １５ 平方公里ꎬ 县城

常住 人 口 达 到 １０ ３９ 万 人ꎬ 城 镇 化 率 达 到

４９ ８％ꎮ 城区路网提质升级ꎬ 二广高速连接线

竣工ꎬ 蓝山大道、 边贸中路、 湘粤北路、 新民

西路延伸段、 东方大道续建工程抓紧施工ꎮ “三
城同创” 强力推进ꎬ 完成县城黑臭水体治理 ４
处ꎬ 边贸中路乐堡夜市城竣工运营ꎬ 水果批发

市场搬迁改造项目基本完成ꎬ 定点屠宰场项目

加快推进ꎮ 两江口水厂建成运营ꎬ 新增日供水

能力 ５０００ 吨ꎮ 植物公园项目完成拆迁ꎬ 建成小

游园 １ 个、 垃圾中转站 １ 个、 无害化公厕 ３ 座ꎮ
南平特色小镇亮点突出ꎬ １４ 个乡镇政府驻地提

质改造全面完成ꎬ 楠市、 竹市、 土市等乡镇农

贸市场完成改造ꎬ 司法局、 环卫局、 所城镇、
荆竹瑶族乡等 １４ 个单位被评为省级文明卫生单

位ꎮ 乡村振兴迈开新步伐ꎮ 完成乡村振兴试点

总体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ꎬ 做到了 “多规合

一”ꎮ 重点打造了 “舜水田园” 农业走廊、 湘

江源生态旅游走廊 “两大走廊”ꎮ 实施人居环境

整治重点村 ７０ 个ꎬ 完成 ７ 镇 ２９ 村立面改造

３９ ６ 万平方米ꎬ 拆除空心房 ４ ５４ 万平方米ꎬ 完

成旱厕改造 ３２６０ 座ꎮ 舜水田园综合体、 百叠岭

茶园、 花果庄园核心区总面积突破 ３ 万亩ꎬ 成

为产业融合典范ꎮ 整合资金 １ ０４ 亿元ꎬ 基本完

成 ２１７ 个行政村 (居委会) 农村综合服务平台

建设ꎮ 所城镇、 大桥瑶族乡被评为市级卫生乡

镇ꎬ 雷家岭村、 大桥村、 小泉村成功创建省级

美丽乡村示范村ꎬ 梅溪村、 高阳村、 所城村等 ８
个村成功创建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ꎬ 八甲村成

为全县乡村振兴亮点ꎮ
(五) 以改革为动力ꎬ 发展活力竞相迸发ꎮ

以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为动力ꎬ 强力推进改革

工作ꎮ 大力推行 “互联网 ＋政务服务” 改革ꎬ
政务公开政务服务线上线下一体化平台建成运

行ꎮ “放管服” 改革力度加大ꎬ 全县行政许可事

项实现 “三集中、 三到位” ２６２ 项ꎬ 梳理政务

服务事项 ４００９ 项ꎬ ３６ 个部门 ８５７ 项政务服务事

项进驻县政务中心大厅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

入推进ꎬ 省直管县经济体制改革红利逐步释放ꎬ
改革基础工作连续 ４ 年进入全市先进行列ꎮ 乡

镇村妇联改革、 黄茅岭茶场改革全面完成ꎬ 农

村土地承包仲裁工作考评排名全市第一ꎮ 改革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ꎬ 引进各类紧缺专业人才 １４
名ꎬ “八类人才” 总数达 ３７５ 人ꎮ

(六) 以人民为中心ꎬ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ꎮ
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 全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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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善民生ꎮ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ꎮ 全年争

取上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和债券资金 ２２ ４５ 亿

元ꎬ 民本民生支出超过 ２１ 亿元ꎮ ２０ 件民生实事

全面完成ꎮ “五大保险” 扩面提标ꎬ 超额完成城

镇就业目标任务ꎮ 教育强县扎实推进ꎮ 强力推

进学位建设ꎬ 完成示范性中学、 湘源学校、 赤

蓝桥小学等 ９ 所新建、 改扩建学校教学楼主体

工程ꎬ 新增学位 １６４９０ 个ꎬ 一完小、 三完小等

学校通过新建、 改建、 租用等方式ꎬ 新增学位

４４５５ 个ꎬ 全县 ６６ 人以上义务教育超大班额全面

消除ꎮ 高考二本以上上线人数达 ６３７ 人ꎬ 再创

历史新高ꎮ 楠市中心小学 «美心教育» 入选全

国中小学德育工作典型经验名单ꎮ 健康蓝山建

设阔步向前ꎮ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深入推进ꎬ 医

养结合项目稳步实施ꎬ 县域医共体建设全面启

动ꎬ 县妇幼保健院项目主体工程基本完工ꎬ 县

中心敬老院、 人民医院医技大楼开工建设ꎮ 登

革热疫情防控有力ꎬ 县卫计委微电影 «爱为心

舟» 荣获全国 “妇幼健康中国行” 优秀作品

奖ꎬ 县疾控中心被评为湖南 “县级甲等” 疾控

机构ꎬ 封举林获评 “全国优秀乡镇卫生院长”ꎮ
其他事业全面进步ꎮ 虎溪村、 古城村分别入选

国家级和省级历史文化名村ꎬ 建成数字化档案

馆和 “走进蓝山” 历史发展展览馆ꎬ 电影院综

合大楼即将营业ꎬ «挑盐古道» 获省第六届艺术

节舞蹈类银奖ꎮ 竞技体育大放光彩ꎬ 在省第 １３
届运动会、 省第 １０ 届残运会上斩获奖牌 １５ 枚ꎮ
贯彻落实质量强县战略决策ꎬ 食品药品安全监

管和检测能力不断加强ꎮ 创建全市首家市级涉

台交流基地ꎬ 对外交流不断拓展ꎮ 防汛抗旱、
森林防火取得全面胜利ꎬ 安全生产和综治信访

形势持续向好ꎬ 太平圩镇获评省级安全生产示

范乡镇ꎮ “湘江－２０１８” 演习参演课题得到省

委、 省政府和省军区高度评价ꎬ 国防动员工作、
民兵调整改革工作分别进入全国一流和全省一

流行列ꎬ 县人武部被中央军委国动部评为 “正
规化建设与管理先进单位” 并向全军介绍经验ꎮ
编制、 物价、 统计、 气象、 水文、 消防、 人防、

史志、 供销、 工会、 共青团、 党校、 民宗、 老

龄、 科协、 统战、 侨联、 工商联、 文联、 文化

执法、 外事侨务、 机关事务等各项事业健康

发展ꎮ
(七) 以服务为宗旨ꎬ 自身建设不断加强ꎮ

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ꎬ 坚持重大问题、 重

大工作、 重大事项主动向县委请示报告ꎬ 坚决

执行落实县委决策部署ꎮ 全面加强法治政府建

设ꎬ 依法决策、 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能力得到

加强ꎮ 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 政协民主监督

和社会各界监督ꎬ 办理人大代表建议 １６２ 件、
政协委员提案 １１７ 件ꎬ 办复率 １００％ꎮ 高度重视

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ꎬ 积极应对网络媒体发展ꎮ
县长信箱、 县长热线分别受理办理群众意见 ３４
件、 ６２９ 次ꎮ 在政府系统深入开展 “执行力提

升年” 活动ꎬ 制定出台并严格执行 “十条规

定”、 “十项改革”ꎬ 全县上下担当作为、 攻坚

克难的干事创业氛围更加浓厚ꎮ 坚决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等纪律规定ꎬ 对腐败

问题坚持 “零容忍”ꎬ 不断强化审计监督ꎬ 工程

建设领域、 扶贫领域作风和腐败问题得到有效

整治ꎬ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进一步巩固ꎮ
各位代表! 回首 ２０１８ 年ꎬ 我们披荆斩棘ꎬ

汗洒征程ꎬ 是锁定目标、 自强不息、 奋起直追

的一年ꎬ 是攻坚克难、 爬坡上坎、 砥砺奋进的

一年ꎮ 通过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ꎬ 我们经历了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重挑战ꎬ 经受住了

化解债务风险、 最严环保督察、 脱贫攻坚督查

考核等一系列高规格、 高频次督察考核的严峻

考验ꎮ 特别是在产业建设、 乡村振兴、 改革创

新等诸多方面创造了 “蓝山速度”ꎬ 打响了

“蓝山品牌”ꎬ 提升了 “蓝山形象”ꎮ 这些成绩

的取得ꎬ 是县委统揽全局、 正确领导的结果ꎬ
是县人大、 县政协及全体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有效监督、 全力支持的结果ꎬ 是全县广大干部

群众万众一心、 攻坚克难的结果ꎮ 在此ꎬ 我谨

代表县人民政府ꎬ 向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广大

干部群众ꎬ 向一直支持政府工作的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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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 老干部、 老同志ꎬ 向始终帮助我们

的工商联、 各群众团体及社会各界人士ꎬ 向无

私奉献的省市驻蓝单位、 军事机关、 武警官兵、
政法干警ꎬ 向所有关心、 支持、 参与蓝山建设

和发展的各界朋友ꎬ 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

敬意!
各位代表! 成绩令人鼓舞ꎬ 问题也不容忽

视ꎮ 我们应清醒地看到ꎬ 当前我县还存在不少

短板和不足ꎮ 主要表现在: 经济总量不大ꎬ 产

业结构不优ꎬ 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ꎻ 重大项目

储备不足ꎬ 建设进度不快ꎬ 瓶颈制约仍然较多ꎻ
“三大攻坚战” 任务还很艰巨ꎬ 各类风险隐患仍

然存在ꎬ 教育、 卫生、 住房、 公共服务等民生

事业发展与人民群众的期待差距较大ꎻ 干部执

行力有待提升ꎬ 担当意识有待加强ꎬ 攻坚克难

的勇气还不足ꎻ 发展环境仍待优化ꎬ 服务效能

有待提高ꎬ 等等ꎮ 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ꎬ 我们

将坚持问题导向ꎬ 以更大的魄力和更实的举措ꎬ
切实加以解决ꎮ

２０１９ 年工作安排

２０１９ 年是新中国成立 ７０ 周年ꎬ 是决胜脱贫

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ꎮ 新的一

年ꎬ 新的征程ꎬ 我们既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
社会主要矛盾、 外部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ꎬ 也

迎来了高质量发展、 改革创新、 开放崛起等广

阔发展空间ꎻ 既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
不确定性因素有所增加、 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

有所暴露ꎬ 以及地方性债务有待化解等现实挑

战ꎬ 也迎来了 “一带一路” 建设深入推进、 长

江经济带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湘南湘西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等重大发展机遇ꎻ 既

面临着基础性、 结构性、 根本性问题等突出短

板ꎬ 也迎来了集聚力、 承载力、 带动力日益增

强等良好发展态势ꎮ 综合分析县内外形势ꎬ 我

们既有机遇有希望ꎬ 也有挑战有困难ꎬ 但机遇

多于挑战ꎬ 希望大过困难ꎮ
根据中央、 省委、 市委精神和县委部署ꎬ

２０１９ 年政府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 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ꎬ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ꎬ 统筹推进 “五位一

体”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坚定

不移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 防风

险ꎬ 坚定不移稳就业、 稳金融、 稳外贸、 稳外

资、 稳投资、 稳预期ꎬ 落实 “巩固、 增强、 提

升、 畅通” 八字方针ꎬ 大力实施开放崛起战略

和 “乡村振兴” 战略ꎬ 全力打赢 “三大攻坚

战”ꎬ 深化拓展 “六大战役”ꎬ 加快建设 “创新

开放桥头堡、 产业承接首选地、 粤港澳的后花

园、 生态文明示范区、 安居乐业幸福城”ꎬ 持续

推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ꎬ 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ꎬ 以优异的成绩庆

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 周年!
主要预期目标是: 地方生产总值增长 ８％左

右ꎻ 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 ８％左右ꎻ 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１１ ５％左右ꎻ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１２％左右ꎻ 财政收入增长 ７ ５％左右ꎻ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８ ５％左右ꎻ 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 ９ ５％左右ꎻ 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

９８ ５％以上ꎻ 全面完成环境保护、 资源节约、
安全生产等约束性指标ꎮ

围绕上述目标任务ꎬ 重点做好以下七个方

面的工作:
(一) 坚持责任担当ꎬ 在打赢三大攻坚战中

展现新作为

坚持用发展的眼光来认识、 理解、 落实

“三大攻坚战”ꎬ 把打好 “三大攻坚战” 作为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ꎬ 积极化被动为主动ꎬ
化压力为动力ꎮ

抓化债防风险ꎮ 牢固树立忧患意识和过紧

日子思想ꎬ 坚持有保有压ꎬ 强化债务限额管理

和预算管理ꎬ 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

率ꎬ 挤出更多资金保民生、 保重点ꎮ 强化重点

行业领域安全监管ꎬ 妥善做好政府债务化解工

作ꎬ 严厉打击恶意逃避金融债务和非法集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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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ꎬ 确保政府隐性债务不新增、 借新还息不发

生、 “三保” 资金不断链ꎬ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金融风险底线ꎮ 加大对重点行业、 骨干企业

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ꎬ 支持总部经济发

展ꎬ 培育税源大户ꎮ 聚集财税征管合力ꎬ 堵塞

征管漏洞ꎬ 力争重点项目完成税收 ２ 亿元以上ꎮ
正确处理上项目、 抓发展与防风险、 化债务的

关系ꎬ 充分运用市场手段破解项目融资难题ꎮ
抓脱贫求实效ꎮ 围绕打好全面小康 “收官

战”ꎬ 推动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 融合发展ꎬ
走精准特色可持续扶贫开发之路ꎮ 聚焦 “两不

愁、 三保障”ꎬ 对标 “户脱贫”、 “村出列” 标

准和要求ꎬ 全力提升 “三率一度”ꎬ 确保全年脱

贫 ４５０７ 人、 贫困村出列 ６ 个ꎬ 贫困发生率下降

到 １％以内ꎬ 除兜底保障对象外ꎬ 基本消除绝对

贫困ꎮ 把 ２０１９ 年作为 “产业扶贫建设年”ꎬ 狠

抓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这一扶贫 “一号工程”ꎬ
提高贫困人口产业扶贫的参与度ꎬ 提高扶贫产

业带动贫困人口稳定增收的贡献度ꎬ 力争贫困

村村村有主导产业ꎬ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户户

有就业项目ꎮ 完善 “扶贫经济组织＋基地＋贫困

户”、 “大户＋贫困户” 模式ꎬ 发挥龙头企业带

动辐射作用ꎬ 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ꎮ
推进 “万企帮万村” 工程向贫困村延伸ꎬ 引导

支持更多小微企业在贫困村建立 “扶贫车间”ꎬ
带动更多贫困人口就近就地就业ꎬ 促进产业就

业融合发展ꎮ 充分利用 “社会扶贫网” 平台发

布众筹信息ꎬ 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力量帮扶贫困

人口ꎮ 统筹推进贫困村和非贫困村脱贫攻坚工

作ꎬ 加大对双河村、 凌江河村 ２ 个深度贫困村

的帮扶力度ꎮ 完善公共服务ꎬ 切实抓好住房、
教育、 医疗、 安全饮水等工作ꎮ 健全兜底保障

体系ꎬ 加大对特殊贫困群体帮扶力度ꎬ 最大限

度防止因灾因病因残返贫ꎮ 加强易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点后续管理ꎬ 加大搬迁群众产业就业

帮扶力度ꎬ 增强搬迁群众致富能力ꎮ 切实做好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后续管护工作ꎮ 强化驻村和

结对帮扶ꎬ 抓好扶贫专项督查问题整改和跟踪

问效ꎮ
抓生态强治理ꎮ 坚定扛起 “保护湘江首先

要保护好源头” 的政治责任ꎬ 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ꎬ 突出抓好污染防治和农

村环境污染治理这一生态 “一号工程”ꎮ 深入推

进 “夏季攻势”ꎬ 聚焦 “水气土” 三大领域ꎬ
着力打好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ꎮ 深入实施

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三个 “三年行动计划”ꎬ 全面

压实三级河长责任ꎬ 推动河长制工作从全面建

立到全面见效ꎮ 落实 “一河一策” 方案ꎬ 开展

河流河道划界确权ꎬ 加快样板河建设ꎮ 完成舜

水河二期河堤治理工程ꎬ 打造舜水河田园景观

带ꎮ 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ꎬ 强化水土保

持ꎬ 规范河道采砂管理ꎬ 依法有序退出小水电

行业ꎮ 大力开展国土绿化行动ꎬ 全年完成生态

造林 ２ ２ 万亩ꎬ 通道绿化 １１０ 公里ꎮ 大力实施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项目ꎬ 启动实施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ꎬ 争创省级生态乡镇 ２
个以上ꎮ 加快城乡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改造ꎬ 加强饮用水源、 畜禽养殖、 建筑扬尘、
建筑砖厂、 采砂 (石) 场、 黑臭水体等行业领

域监管治理ꎮ 启动天然氧吧和气象台站搬迁建

设ꎬ 力争 “中国天然氧吧县” 申报成功ꎮ 加强

环境监察执法ꎬ 巩固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
成果ꎬ 积极回应群众关切ꎬ 坚决防止问题反弹ꎮ

(二) 坚持项目为王ꎬ 在承接产业转移中抢

占新高地

着眼做实做强实体经济ꎬ 切实强化产业支

撑ꎬ 加快引进、 实施一批带动力强、 关联度高、
特色鲜明的重点项目ꎬ 以高质量的产业项目带

动高质量的产业发展ꎮ
加速项目建设ꎮ 全年计划安排重点建设项

目 ７０ 个ꎬ 总投资 ３１０ 亿元ꎬ 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１００ 亿元以上ꎻ 其中ꎬ 产业项目 ４５ 个ꎬ 总投资

１５０ 亿元ꎬ 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６０ 亿元ꎮ 紧盯国

家和省市产业政策、 资金投向、 扶持重点ꎬ 超

前谋划和精心包装一批重大项目ꎬ 争取更多项

目挤进国家和省市项目建设笼子ꎬ 力争永清广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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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过境蓝山ꎮ 坚持 “大项目—大产业—产业

集群” 发展路子ꎬ 持续推进 “５ 个 １” 工程ꎬ 全

力抓好 ４ 个重大产业项目、 ２ 个重大科技创新项

目、 １ 个重大产品创新项目ꎬ 引进 ３ 名重大科技

创新人才、 １ 个 ５００ 强企业项目ꎮ 突出抓好蓝山

皮革皮具生态智慧产业园这一产业建设 “一号

工程”ꎬ 倾力打造产业集聚、 功能齐全、 配套完

善的 “中国皮具创新之都”、 “全国皮革皮具产

业转移升级示范基地” 和 “湖南皮具特色小

镇”ꎮ 狠抓毛俊水库这一基础设施 “一号工

程”ꎬ 全面加快枢纽工程和灌区工程建设ꎮ 全力

推进毛江水库和库区移民安置点建设ꎬ 加快舜

水田园综合体、 冷链物流、 绿田园、 嘉鸿彩印、
迈斯特二期、 舜蓝米业、 温氏饲料等重点项目

建设ꎮ 全面完成十里冲、 紫良、 白茅坪等风电

项目ꎬ 推动城乡电网升级改造ꎬ 加快郴州至蓝

山 ２２０ＫＶ 输电主干线建设ꎮ 大力发展 ５Ｇ 宽带

网络ꎬ 实现行政村宽带网络全覆盖ꎮ 引导和鼓

励金融机构为项目建设提供多种金融服务ꎬ 着

力破解项目融资难题ꎮ 加大用地统筹力度ꎬ 盘

活闲置和低效利用土地ꎬ 保障产业转移项目用

地需求ꎮ 坚持用政策维护群众合法利益ꎬ 依法

打击 “三强” 行为ꎬ 不断优化项目建设环境ꎮ
加紧对外开放ꎮ 坚定不移走开放崛起之路ꎬ

着力实施 “五大开放行动”ꎬ 主动融入 “一带

一路”、 长江经济带、 粤港澳大湾区ꎬ 努力实现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的开放ꎮ 积极

对接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ꎬ 用足用活湘南湘西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政策ꎬ 主动对接沿海产业转

移ꎬ 争当承接产业转移排头兵ꎮ 着力建设面向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的公共服务平台、 科技

创新平台、 投融资平台ꎬ 逐步补齐开放平台基

础短板ꎮ 巩固提升传统优势出口产业ꎬ 继续实

施 “破零倍增” 计划ꎬ 培育壮大一批生产型外

贸企业ꎬ 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 ２ ５ 亿美元ꎮ 大

力实施 “聚链、 补链、 延链、 强链” 工程ꎬ 推

动皮具皮革箱包、 玩具等产业集聚集群发展ꎬ
加快毛纺、 服装、 制鞋等产业扩产提能和转型

升级ꎮ 全年力争新入统规模企业 １０ 家ꎬ 规模工

业增加值增长 ８％ꎮ
加强招商引资ꎮ 坚持高质量招商引资ꎬ 创

新招商模式ꎬ 完善产业招商、 协会招商工作机

制ꎬ 深化与发达地区的园区、 商会和企业对接

合作ꎬ 重点引进龙头项目和战略投资者ꎬ 提高

招商项目的落地率、 投入产出比、 税收贡献率

和就业带动力ꎮ 持续开展 “迎老乡、 回故乡、
建家乡” 活动ꎬ 吸引蓝商产业回归、 资本回归、
企业回归ꎬ 掀起蓝山籍在外能人返乡创业就业

新高潮ꎮ 全年力争引进 ６０００ 万元以上投资项目

１８ 个ꎬ 到位外资 １ １ 亿美元、 内资 ２８ 亿元

以上ꎮ
加快园区升级ꎮ 加快推进园区调区扩区ꎬ

大力实施 “１３５” 工程升级版ꎬ 完善园区管理体

制机制ꎬ 推动园区环境、 动能、 产业、 服务、
管理 “五个升级”ꎬ 将县经济开发区打造成湘南

承接产业转移的创新高地和投资洼地ꎮ 完成园

区规模工业总产值 １５６ 亿元、 增长 １５％ꎬ 规模

工业增加值增长 ８％ꎮ 新入园招商引资企业 １０
家ꎬ 新入统规模企业 ８ 家ꎬ 储备土地 １５００ 亩ꎮ
合理安排招商引资项目选址ꎬ 切实提高项目履

约率、 资金到位率、 项目投产率和土地利用率ꎮ
加快湘江源皮具产业园二期工程、 华侨同心产

业园建设ꎬ 力争星月玩具三期、 湘威制鞋三期、
高胜皮具、 欧美皮具等项目竣工投产ꎮ 统筹推

进园区基础设施建设ꎬ 新建标准厂房 １３ 万平方

米ꎬ 建成金石路、 龙泉路ꎬ 加快创业大道南路、
承丰大道、 学府路、 兴蓝大道等园区路网建设ꎮ
坚持产城融合发展理念ꎬ 加快管网、 供电、 给

排水、 污水处理、 绿化亮化、 公交线路等配套

设施建设ꎬ 完善学校、 医院、 购物、 休闲等生

活配套建设ꎬ 着力构建产业新城、 城市新区ꎮ
(三) 坚持补齐短板ꎬ 在推动跨越赶超中实

现新突破

坚持抓重点、 补短板、 强弱项ꎬ 以城镇提

质、 交通提速、 旅游升温为抓手ꎬ 全力加快赶

超崛起步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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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城镇提质ꎮ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ꎬ
深入实施 “西区开发” 这一城市建设 “一号工

程”ꎬ 加快旧城改造步伐ꎬ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ꎬ
补齐城镇建设短板ꎮ 全面完成蓝山大道、 东方

大道续建工程ꎬ 打造县域经济发展 “快车道”ꎮ
加快建设余香路、 新建西路延伸段、 新民西路

延伸段ꎬ 构建城市西区路网ꎮ 启动实施五星级

宾馆、 商贸综合体建设ꎬ 加快城市配套设施建

设ꎬ 打造城市西区新亮点ꎮ 加大城东南路片区

改造力度ꎬ 引进战略投资商助力城市片区开发ꎮ
不断完善城市功能配套ꎬ 加快人民医院医技大

楼、 博康医院、 第三农贸市场、 保障性住房三

期、 人防指挥中心等项目建设ꎬ 启动 １０ 万吨新

水厂项目前期工作ꎬ 加快第二生活污水处理厂

建设ꎮ 巩固国家卫生县城、 省级文明县城创建

成果ꎬ 加快推进塔下寺文化广场、 植物公园、
湿地公园、 夔龙公园、 省级森林城市等项目建

设ꎬ 努力创建省级园林县城ꎮ 深入开展市容秩

序专项治理ꎬ 持续推进控违拆违ꎬ 加强闲置土

地清理和小区集中整治ꎮ
全力推进交通提速ꎮ 全面推进湘九公路

(蓝山段) 长铺—高塘坪公路建设ꎬ 加快推进

Ｇ５３７ 祠堂圩—岭脚公路和 Ｓ２３１ 火市—毛俊水

库公路前期工作ꎮ 加速农村公路提质改造ꎬ 以

“交通扶贫” 为契机ꎬ 完成农村窄路加宽 ９２ 公

里、 自然村通水泥 (沥青) 路 ２０４ ４ 公里、 危

桥改造 ５ 座、 安保工程 １４４ １ 公里ꎮ 积极申报

国家和省市基础设施扶贫项目ꎬ 抓好边界路、
断头路建设ꎬ 构筑安全、 畅通的农村公路网络ꎮ
实施客运班车、 城市公交线网优化工程ꎬ 规范

客运班车、 公交车、 出租车经营行为ꎬ 保障群

众出行安全ꎮ
着力推进旅游升温ꎮ 坚持规划先行ꎬ 完成

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编制ꎮ 启动建设游客集散中

心、 旅游商品营销展示中心ꎬ 逐步完善旅游标

识牌ꎬ 打造 １~ ２ 条旅游精品路线ꎮ 突出抓好云

冰山二期这一旅游产业 “一号工程”ꎬ 加快完善

湘江源旅游区配套设施ꎬ 着力打造蓝山旅游金

字招牌ꎮ 加快推进 “旅游＋” 融合发展ꎬ 挖掘

乡村旅游资源和文化内涵ꎬ 争创国家 ３Ａ 级景区

２ 个、 省级五星级乡村旅游区 １ 个ꎮ 申报举办

“永州市冬季乡村旅游节”ꎬ 鼓励有条件的镇村

自主开展特色鲜明的旅游节庆活动ꎮ
(四) 坚持固本强基ꎬ 在推进乡村振兴中描

绘新画卷

严格按照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

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总要求ꎬ 深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ꎮ
发展现代农业ꎮ 全年播种粮食 ３４ 万亩以

上ꎬ 种植水果、 茶叶 １０ 万亩以上ꎬ 发展供应粤

港澳大湾区优质蔬菜基地 １１ 万亩以上ꎬ 出栏生

猪 １０２ ９６ 万头以上ꎮ 种植烤烟 ２ ８ 万亩ꎬ 收购

烟叶 ７ ３ 万担ꎮ 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ꎬ 鼓励

支持农业企业、 农民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新型

经营主体ꎬ 延伸农业产业链条ꎬ 提高农产品增

值效益ꎮ 引导农业企业树立品牌意识ꎬ 全力打

造 “最忆湘江源” 区域公共品牌ꎬ 全年申报

“三品一标” 农产品 ５ 个以上ꎮ 加强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ꎬ 建设农产品溯源体系ꎬ 争创 “省级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ꎮ
坚持试点示范ꎮ 加快建设 “舜水田园” 农

业走廊、 湘江源生态旅游走廊 “两大走廊”ꎬ 深

入实施茶园、 果园、 菜园、 公园、 家园 “五园

建设” 这一乡村振兴 “一号工程”ꎮ 规划毛俊

—雷家岭蔬菜示范片、 所城—大桥蔬菜示范片、
花果—岭脚水果示范片的产业布局ꎬ 建成舜水

田园综合体玻璃大棚ꎬ 着力打造舜水河、 俊水

河沿线农业产业带ꎮ 实施 “互联网＋现代农业”
行动ꎬ 加快推动种养加工、 休闲旅游、 电子商

务、 度假康养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ꎮ 争创省

级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２ 家、 省级示范合作社 １
家ꎬ 创建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乡镇 １ 个、
农机化作业 “三减量” 示范基地 １ 个ꎮ

建设美丽乡村ꎮ 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 “三年行动计划”ꎬ 全面推行 “一规二拆三

改四化五提升”ꎬ 持续推进农村污水治理、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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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治理、 农村 “厕所革命”、 农村 “空心房”
拆除等环境综合整治ꎬ 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

村 ３ 个、 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８ 个ꎮ 大力实施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ꎬ 实现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水质达标率 ８０％以上ꎬ 供水保证率 ９０％以上ꎬ
逐步解决城中村、 城郊村自来水供应问题ꎮ 加

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健全自治、 法制、 德治

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ꎮ
(五) 坚持创新引领ꎬ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激

发新活力

以简政放权为抓手ꎬ 加大改革创新力度ꎬ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支撑ꎮ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ꎮ 深入推进 “三去

一降一补”ꎬ 坚决淘汰落后产能ꎮ 全面开展集体

资产清产核资工作ꎬ 稳步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

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ꎮ 抓好土地征收制度、 农

村宅基地制度、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乡村治理

体系、 农宅合作社等改革工作ꎮ
深化市场化改革ꎮ 认真抓好 “减轻企业税

费负担、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营

造公平竞争环境、 完善政策执行方式、 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 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等 ６ 个方面政策举措落实ꎬ 大力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ꎮ 成立县投融资担保公司ꎬ 支持引导金融

机构更好地服务三农、 服务民营企业ꎮ 加快推

进融资平台转型ꎬ 支持城投公司、 经投公司做

优做强ꎮ 加快推进商事制度改革ꎬ 全面落实

“证照分离”ꎬ 推动 “双随机、 一公开” 监管全

覆盖ꎮ
深化 “放管服” 改革ꎮ 大力开展 “营商环

境优化年” 活动ꎬ 推动全县发展环境大优化、
大提升ꎬ 为市场主体添活力ꎬ 为人民群众添便

利ꎮ 持续深化省直管县经济体制改革ꎬ 深入推

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ꎬ 稳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ꎬ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ꎮ 纵深推进全领域政务公开ꎬ
紧紧围绕 “最多跑一次”ꎬ 全面推行 “马上办、
网上办、 就近办、 一次办、 帮您办” 五办服务ꎬ
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企业投资经营和群众

办事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ꎬ 争创 “全国基层政

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模范县”ꎮ
统筹推进其他改革ꎮ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ꎬ 稳步推进医疗、 医保、 医药、 医风医德

“四医联动”ꎮ 巩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成果ꎬ 积

极推进事业单位公车改革ꎮ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ꎬ 大力推进引才、 聚才、 育才工作ꎬ
打造 “蓝山人才库”ꎬ 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ꎮ
(六) 坚持惠民利民ꎬ 在改善民本民生中谱

写新篇章

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政府工

作的第一目标ꎬ 统筹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ꎮ
更多惠及民计民生ꎮ 坚持 “就业优先” 战

略不动摇ꎬ 促进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 退役军

人、 城镇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ꎬ 力争

全年新增城镇就业 ４２００ 人、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３０００ 人、 职业技能培训 ３０００ 人、 创业带动

就业 ２７００ 人ꎮ 切实抓好五大保险征缴扩面ꎬ 稳

步发展保险事业ꎬ 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和

救助体系ꎮ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ꎬ 统筹推进城乡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ꎬ 扎实推进名师、 名课、 名

校、 名校长 “四名” 工程建设ꎮ 狠抓学位建设

这一民生 “一号工程”ꎬ 推进城南学校新建、 二

中旧址学校改建项目ꎬ 新增城区学位 ４５００ 个ꎬ
到 ２０２０ 年全面消除义务教育阶段 “大班额” 现

象ꎮ 新建楠市中心幼儿园ꎬ 加快祠市、 总市、
正市、 早禾等乡镇学校改扩建ꎮ 加大教师招聘

培训力度ꎬ 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素质ꎬ 满足高质

量教育教学需求ꎮ 改善医疗卫生条件ꎬ 推进卫

生健康民生工程ꎬ 大力开展名医、 名医院、 名

科室 “三名工程” 建设ꎬ 全面提升全县医疗保

障水平ꎮ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ꎬ 加

大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力度ꎬ 实

现行政村卫生室全覆盖ꎮ 加快县中医院医养结

合项目、 县妇幼保健院整体搬迁项目、 塔峰中

心卫生院业务楼拆旧建新等项目建设ꎮ 加快发

展养老健康产业ꎬ 加强计划生育服务管理ꎮ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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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引导房地产业健康有序发展ꎬ 加强保障性住

房建设和分配管理ꎬ 完成年度棚户区改造、 农

村危房改造任务ꎮ
更快发展社会事业ꎮ 全面繁荣文化事业ꎬ

传承发展地域特色文化ꎬ 完成虎溪古村、 红色

革命旧址、 万年桥等历史文物的抢救修缮ꎬ 积

极申报国家和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ꎬ 加强瑶

族地区非物质优秀传统文化保护ꎮ 加快构建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ꎬ 加快完善县乡村 (社区)
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ꎬ 启动图书馆、 文化馆、
博物馆、 全民健身中心建设ꎮ 加快建设蓝山新

闻频道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ꎬ 全面完成县融媒

体中心建设ꎮ 推进殡葬制度改革ꎬ 启动公益性

骨灰楼建设ꎬ 启动公益性殡仪馆搬迁ꎮ 建成农

村客运 “通村村” 指挥平台ꎬ 着力解决边远地

区群众出行难题ꎮ 加强科学技术普及ꎬ 完成

«永州市志蓝山卷» 编撰ꎬ 完成第四次全国经

济普查登记工作ꎮ 全面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

制ꎬ 提升食品药品监测监管能力ꎬ 争创省级食

品安全示范县ꎮ 切实保障妇女、 儿童、 老年人、
残疾人合法权益ꎬ 支持工会、 共青团、 妇联、
工商联、 文联、 残联等群团组织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ꎬ 认真做好档案、 保密、 商业、 供销、 气

象、 水文等工作ꎬ 统筹推进其他各项社会事业

发展ꎮ
更好维护社会和谐ꎮ 以巩固省级安全生产

示范县为抓手ꎬ 全面强化安全生产党政领导责

任、 属地管理责任、 部门监管责任、 企业主体

责任ꎬ 改革和完善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体制ꎬ 提

高各类事故防范应对处置能力ꎮ 全面推进信访

法治化建设ꎬ 依法解决群众合理诉求ꎮ 深入推

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ꎬ 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

土壤ꎮ 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ꎬ 全面推

行 “农村辅警”、 “城市快警” 警务工作新模

式ꎬ 依法严厉打击黄赌毒、 传销、 诈骗、 非法

集资融资等各类违法犯罪ꎬ 全力维护社会稳定ꎮ
推进国防动员事业创新发展ꎬ 加强国防后备力

量建设ꎬ 做好军转干部和退役士兵接收安置

工作ꎮ
(七) 坚持效能提升ꎬ 在强化自身建设中树

立新形象

以政府系统执行力建设为引领ꎬ 深入落实

提升执行力 “双十条”ꎬ 努力建设勤政务实、 廉

洁高效、 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ꎮ
坚持党的领导ꎮ 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ꎬ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牢固树立 “四
个意识”ꎬ 不断增强 “四个自信”ꎬ 践行 “两个

坚决维护”ꎬ 深入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ꎬ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ꎮ 毫不动摇地将政府工作

置于县委领导之下ꎬ 坚持重大问题、 重大工作、
重大事项主动向县委请示报告ꎬ 做到县委有号

召、 有部署ꎬ 政府就有行动、 有实效ꎮ
坚持依法行政ꎮ 把依法行政贯穿于政府决

策、 政策执行的全过程ꎬ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ꎮ
深化政府法律顾问制度ꎬ 加强规范性文件审查

监督ꎬ 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行使权力、
履行职责ꎮ 自觉接受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

监督、 县政协的民主监督ꎬ 虚心听取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的意见和建议ꎬ 认真办理和落实人大

代表议案、 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ꎮ 加大政务公

开力度ꎬ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和网络舆情ꎬ 让行

政权力更加阳光透明ꎮ 严格、 规范、 公正、 文

明执法ꎬ 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ꎮ
坚持务实勤政ꎮ 大力弘扬主动作为、 敢于

担当的精神ꎬ 持续推进 “２４６８” 干部驻村制度ꎬ
认真抓好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ꎬ 积极创先

争优ꎮ 集中精力抓重点工作ꎬ 倾注更多心血ꎬ
汇集更多政策ꎬ 整合更多资源ꎬ 推动重大决策、
重大任务、 重大项目落实落地ꎮ 对重点工作、
重点任务ꎬ 制定路线图、 列出时间表ꎬ 做到责

任倒逼、 工期倒排ꎬ 以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

劲头推动工作落实ꎮ 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ꎬ
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者鼓劲撑腰ꎮ 从重点领域、
重要岗位和关键环节入手ꎬ 建立健全一级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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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层层传导压力的执行力考评体系ꎮ 完善政

务督查、 行政问责等机制ꎬ 切实解决能力不足

“不能为”、 动力不足 “不想为”、 担当不足

“不敢为” 等问题ꎬ 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ꎮ
坚持廉洁从政ꎮ 狠抓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下

的从严治政ꎬ 严格落实 “一岗双责”ꎬ 始终把纪

律和规矩挺在前面ꎬ 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利ꎮ
加强审计工作ꎬ 实现对公共资金、 重大投资、
重点工程的审计监督全覆盖ꎮ 不折不扣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ꎬ 驰而不息纠正 “四

风”ꎬ 持续优化经济发展环境ꎮ 强化 “三公”
经费管理ꎬ 厉行节约ꎬ 把更多财力用在急需的

民生事业上ꎮ 坚持无禁区、 全覆盖、 零容忍ꎬ
坚决纠正 “索拿卡要” 等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

之风ꎬ 做到干部清正、 政府清廉、 政治清明ꎮ
各位代表ꎬ 好风凭借力ꎬ 扬帆正当时ꎮ 站

在新起点ꎬ 谋求新发展ꎬ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ꎬ 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ꎬ
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ꎬ 在县人大和县政协的监

督支持下ꎬ 不忘初心ꎬ 牢记使命ꎬ 攻坚克难ꎬ
砥砺奋进ꎬ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

斗ꎬ 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 ７０ 周年华诞!

附: 名词解释

１、 三大攻坚战: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

脱贫、 污染防治ꎮ
２、 六大战役: 脱贫攻坚战役、 城镇提质战

役、 园区升级战役、 交通提速战役、 环境整治

战役、 旅游升温战役ꎮ
３、 四个提升: 提升民生微实事建设速度、

提升全面深化改革力度、 提升党建工作水平、
提升精准执行能力ꎮ

４、 帮您办: 蓝山县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

化规范化试点推出的一项创新便民服务ꎬ 是利

用社区网格员和党员组成的代办员队伍ꎬ 对市

民提交的服务事项在后台进行抢单服务ꎬ 让市

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像电商一样方便快捷的政

务服务ꎮ
５、 “２４６８” 干部驻村制度: 县处级干部每

月住村 ２ 天、 正科级干部住 ４ 天、 乡镇党委书

记住 ６ 天、 乡镇干部住 ８ 天的干部驻村帮扶

制度ꎮ
６、 综治中心＋网格化＋雪亮工程: 指以县、

乡、 村三级综治中心为指挥平台ꎬ 以综治信息

化为支撑ꎬ 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ꎬ 以公共安全

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为重点的 “群众性治安防控

工程”ꎮ
７、 六大平安创建: 平安交通、 平安校园、

平安医院、 平安企业、 平安乡镇、 平安村庄

(社区)ꎮ
８、 三强行为: 强揽工程、 强买强卖、 强行

阻工ꎮ
９、 “５ 个 １” 工程项目: 即突出抓好 １ 个重

大产业项目、 １ 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１ 个重大

产品创新项目ꎬ 引进 １ 个 ５００ 强企业、 １ 名重点

科技创新人才ꎮ
１０、 三品一标: 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

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ꎮ
１１、 三城同创: 创建国家级卫生县城、 省

级文明县城、 省级园林县城ꎮ
１２、 放管服: 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 优化

服务的简称ꎮ
１３、 三集中三到位: 指部门许可职能向一

个科室集中、 审批科室向政务大厅集中、 审批

事项向网上办理集中ꎬ 做到事项进驻大厅到位、
审批授权窗口到位、 电子监察到位ꎮ

１４、 五大保险: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生

育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ꎮ
１５、 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ꎮ
１６、 五位一体: 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

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共同推进ꎮ
１７、 四个全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

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ꎮ
１８、 “三保” 资金: “保工资、 保运转、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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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民生” 资金ꎮ
１９、 两不愁三保障: 不愁吃、 不愁穿ꎬ 义

务教育、 基本医疗、 住房安全有保障ꎮ
２０、 三率一度: 漏评率、 错退率、 综合贫

困发生率和群众满意度ꎮ
２１、 一河一策: 一条河一种治理政策ꎬ 用

于研究确定联系、 包干河道综合治理的具体措

施和进度ꎮ
２２、 五大开放行动: 即开放崛起五大专项

行动ꎬ 具体为对接 ５００ 强提升产业链、 对接新

丝路推动走出去、 对接自贸区提升大平台、 对

接湘商会建设新家乡、 对接北上广优化大环境ꎮ
２３、 “破零倍增” 计划: 帮助进出口实绩为

零的备案企业、 内贸企业实现进出口实绩零的

突破和进出口实绩成倍增长ꎮ
２４、 万企帮万村: 力争用 ３ 到 ５ 年时间ꎬ

动员全国 １ 万家以上民营企业参与ꎬ 帮助 １ 万

个以上贫困村加快脱贫进程ꎮ
２５、 １３５ 工程: 通过三年的努力在全省建设

１００ 个创新创业产业园区、 建成 ３０００ 万平方米

标准厂房、 引进 ５０００ 家创新创业企业ꎮ
２６、 农机化作业 “三减量”: 推广化肥同步

深施机ꎬ 减少化肥施用量ꎻ 推广植保无人飞机ꎬ

减少农药施用量ꎻ 推广生物质制肥机ꎬ 减少养

殖粪污ꎮ
２７、 一规二拆三改四化五提升: “一规” 指

规划ꎬ “二拆” 指拆空心房、 危房ꎬ “三改” 指

农村改水、 改厕、 改立面ꎬ “四化” 指绿化、 亮

化、 美化、 序化ꎬ “五提升” 指党建活力提升、
基础设施提升、 环境品质提升、 文明新风提升、
农民收入提升ꎮ

２８、 三去一降一补: 去产能、 去库存、 去

杠杆、 降成本、 补短板ꎮ
２９、 双随机一公开: 在监管过程中随机抽

取检查对象ꎬ 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ꎬ 抽查情

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ꎮ
３０、 通村村: 一款解决农村出行难、 学生

上学返家难、 货运物流难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平

台ꎬ 堪称农村版的 “滴滴打车”ꎮ
３１、 四个意识: 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

心意识、 看齐意识ꎮ
３２、 四个自信: 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

度自信、 文化自信ꎮ
３３、 两个坚决维护: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ꎬ 坚决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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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优势积极作为　 不断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

———在政协蓝山县九届三次全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８ 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８ 年ꎬ 在市政协的悉心指导和中共蓝山

县委的坚强领导下ꎬ 蓝山县政协以党的十九大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针ꎬ
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ꎬ 充分发挥人民

政协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ꎬ
围绕县委、 县政府决策部署ꎬ 认真履行政协职

能ꎬ 不断开拓政协工作新境界ꎬ 为助推我县打

造 “创新开放桥头堡、 产业承接首选地、 粤港

澳的后花园、 生态文明示范区、 安居乐业幸福

城” 战略积极贡献ꎮ
一、 坚持加强学习ꎬ 不断提升政治素质

一年来ꎬ 县政协把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

主轴ꎬ 主动适应新形势、 新要求ꎬ 加强理论学

习ꎬ 不断增进思想共识ꎬ 准确把握工作方向ꎬ 努

力提升履职水平ꎮ
始终坚持政治首位ꎮ 始终坚持把学习作为

人民政协事业之本、 力量之源ꎮ 县政协把学习

作为一项制度ꎬ 逢会必学ꎮ ２０１８ 年ꎬ 政协全会、
常委会和各界别工作组会议都把十九大精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央省

市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的有关文

件精神作为重要学习内容ꎬ 通过一系列政治学

习ꎬ 提升了政协队伍的政治把握能力ꎬ 达成思

想共识ꎬ 引领履职实践ꎬ 为推动我县政协事业

进步和实现蓝山科学发展凝心聚智ꎮ
始终筑牢履职基础ꎮ 针对九届政协新委员

人数较多、 政协领导班子和委室负责同志大部

分为新任的现实ꎬ 县政协把加强学习培训作为

推动政协创新发展的基础性工作ꎬ 以加强政协

机关和委员思想政治建设、 提高履职能力作为

学习培训的重要内容ꎬ 组织政协常委参加厦门

大学举办的 “提升政协履职能力培训班” 学习ꎬ
邀请相关领导和专家授课ꎬ 开阔眼界胸襟ꎬ 提

升履职能力ꎮ 以反面案件为镜鉴警钟长鸣ꎬ 以

先进典型为标杆担当实干ꎬ 对标对表、 深刻反

思、 认真整改ꎬ 不断增强党性修养和廉洁意识ꎬ
培育健康向上的政治文化ꎬ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ꎬ 激发昂扬向上的工作热情ꎮ
始终凝聚思想共识ꎮ 通过学习ꎬ 切实把全

体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职工的思想行动统一到

县委、 县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ꎬ 凝聚思想

共识ꎬ 汇聚发展力量ꎬ 确保县政协领导班子和

政协委员、 政协工作者与县委保持一致ꎬ 热爱

蓝山ꎬ 忠实履职ꎬ 遵纪守法ꎬ 确保了全县政协工

作正确的政治方向ꎮ 通过学习ꎬ 主动影响群众、
宣传群众、 团结群众ꎬ 聚集更多正能量ꎬ 助推各

项事业健康发展ꎮ
二、 坚持围绕中心ꎬ 不断强化履职成效

把促进发展、 服务发展作为履职的第一要

务ꎬ 紧紧围绕事关全县科学发展的关键领域ꎬ
开展多层次、 多形式的协商活动ꎬ 积极议政建

言ꎬ 献计出力ꎮ
协商议政有成果ꎮ 按照推进协商民主广泛

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要求ꎬ 认真落实 «政协蓝山

县委员会 “专题协商” 规程»ꎮ 为充分发挥政协

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ꎬ 助推我县 “乡村振

兴” 战略科学顺利实施ꎬ 按照县委印发的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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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蓝山县委员会 ２０１８ 年工作要点»ꎬ 县政协积极

创新工作方法ꎬ 组织开展了对我县 ２０１８ 年上半

年经济形势专题协商和关于我县实施 “乡村振

兴” 战略专题协商ꎮ 在 “乡村振兴” 战略专题

协商工作中ꎬ 组织政协委员紧紧围绕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５ 个

子课题进行深入调研ꎬ 形成了 ５ 个专题协商发言

材料和 «关于我县实施 “乡村振兴” 战略向县

委、 县政府的建议案»ꎬ 召开了有县委、 县政府

主要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参加的专题协商会ꎬ
协商建议得到了县委、 县政府的充分肯定ꎮ

参政议政有成效ꎮ 突出问题导向ꎬ 紧紧围

绕县委、 县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和人民群众普

遍关注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ꎬ 精心选择具有全

局性、 前瞻性的课题开展视察、 调研ꎮ ２０１８ 年ꎬ
积极探索主席会议视察、 常委会视察、 界别委

员视察与专题调研、 专题协商相结合的机制ꎬ
推动视察协商成果有效转化ꎮ 重点围绕毛俊水

库建设、 湘江源皮具城建设投产运营、 县城饮

用水源保护、 保障性住房建设等工作开展视察

协商ꎬ 围绕养殖业转型升级、 推行 “河长制”、
做大做强我县农业优势品牌产业、 招商引资、
公立医院改革等课题开展专题调研ꎬ 形成了一

系列专题调研报告ꎮ 各界别工作组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ꎬ 积极开展视察调研ꎬ 形成了一批富有

界别特色的调研材料ꎮ
民主监督有特色ꎮ 县政协始终把关注民本

民生作为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ꎬ 始终抓

住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教育、 住房、 就业、 就医

以及文化事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ꎬ 通过提

案、 社情民意信息、 视察调研等途径ꎬ 把群众所

盼所忧反映出来ꎬ 引起党委政府的重视和社会

的关注ꎮ ２０１８ 年ꎬ 紧紧围绕县委主要领导批示

的大会发言 «简政放权ꎬ 提高办事效率» 交办

件开展民主评议ꎬ 组织召开了相关职能部门参

加的 “简政放权ꎬ 提高办事效率” 工作座谈会ꎬ
切实促进了我县职能部门行政效能和执行力水

平的提高ꎻ 围绕推进 “六大战役”ꎬ 重点对农村

生活垃圾集中收运处理工作开展专项监督ꎬ 有

效促进了我县农村环境治理工作水平提升ꎻ 围

绕城区学位建设工作开展视察ꎬ 助推我县教育

发展ꎮ
提案工作有实效ꎮ 充分发挥提案在政协履

职中的重要渠道作用ꎬ 不断完善提案工作制度ꎬ
提高提案质量ꎬ 增强提案的针对性和科学性ꎻ
不断创新提案办理机制ꎬ 加强提案办理督查ꎬ
倡导精品意识ꎬ 注重统筹协调ꎬ 增强提案办理

合力ꎮ 从九届二次会议提案征集、 办理情况看:
一是提案数量较往年明显增加ꎮ 共征集委员提

案 １３４ 件ꎬ 经合并整理后交办提案 １１７ 件ꎬ 按

“分级负责、 归口办理” 的原则ꎬ 分别交 ４０ 个

承办单位办理ꎮ 二是创新提案办理取得实效ꎮ
通过强化工作措施、 把握关键环节、 创新督办

机制ꎬ 提案质量、 办理实效明显提升ꎮ 特别是对

重点提案办理ꎬ 采取主席会议成员跟踪督办、
常委会议集中评议的督办方式ꎬ 确保重点提案

办理取得了实效ꎬ 增强了政协履职的影响力ꎮ
三、 坚持发挥优势ꎬ 积极参与经济建设

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ꎬ 充分发挥政协

联系广泛的优势ꎬ 努力做好联谊交流、 协调关

系工作ꎬ 为我县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凝聚智慧和

力量ꎮ
主动融入总体部署ꎮ 中共蓝山县委对政协

工作高度重视ꎬ 切实把政协工作纳入党委工作

总体布局ꎬ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ꎬ 统一研究、 统一

部署ꎬ 推动了政协工作的有效开展ꎮ 为确保政

协工作紧扣县委、 县政府的工作思路ꎬ 年初ꎬ 县

政协常委会议研究制定了 «县政协工作要点»
并报县委常委会研究ꎬ 以县委文件印发ꎬ 为政

协开展工作、 履行职能明确了方向和要求ꎮ
积极参与重点工作ꎮ 按照县委提出的 “四

个轮子” 一起转的要求ꎬ 县政协领导班子和机

关工作人员主动融入县委、 县政府中心工作ꎬ
参与全县重点项目建设ꎮ 一年来ꎬ 县政协领导

班子成员牵头负责和参与的重点建设项目ꎬ 总

体上进展比较顺利ꎬ 湘粤北路整体开发、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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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 毛俊水库移民安置点建设、 两江口水厂

建设、 湘九公路、 工业南路、 五里南路及第三农

贸市场等项目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ꎬ 其中

土地开发项目完成 ２６００ 亩ꎬ 超额完成任务ꎻ 环

境整治战役工作落实力度不断加大ꎻ 由县政协

牵头引进的皮具产业园建设项目ꎬ 已正式投产ꎮ
县政协充分发挥自身优势ꎬ 积极支持委员创办

领办企业ꎬ 政协委员创办的三峰茶业、 鑫旺竹

业、 蓝杉集团、 新顺农牧、 湘南木业等一批优秀

企业ꎬ 对我县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ꎮ
主动服务基层工作ꎮ 按照县委的工作要求ꎬ

强化担当ꎬ 不当看客ꎬ 积极做好企业和重点项

目帮扶、 招商引资和 “三城同创” 等工作ꎬ 多

次现场调研、 协调推进ꎬ 督促工作落实ꎬ 化解矛

盾问题ꎬ 为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鼓实劲、 出

实力、 干实事ꎮ 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充分发扬

关注民生、 重视基层的传统ꎬ 以 “三进三助”
聚力行动和 “三个一” 扶贫为契机ꎬ 围绕推进

村级组织建设、 开展扶贫攻坚、 服务企业发展

等中心工作ꎬ 主动帮助联系的乡镇、 村和企业

谋划发展思路ꎬ 破解工作难题ꎮ 在县政协机关

扶贫联系点毛俊镇沙坪村对口扶贫工作中ꎬ 县

政协机关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ꎬ 实行

“一对一” 或 “一帮二” 党员结对贫困户的帮扶

模式ꎬ 通过党员联系政协委员、 企业主及爱心

人士共同帮扶结对贫困户实现脱贫目标ꎮ 各界

别委员主动开展 “三个一” 结对帮扶工作ꎬ 部

分企业家委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ꎬ 在产业扶贫

中主动作为ꎮ
不断巩固合作基础ꎮ 积极为委员知情明政、

建言献策创造条件ꎬ 为委员履职搭建平台ꎬ 营

造融洽、 和谐、 民主的政治氛围ꎮ 坚持政协领导

与社会各界人士的联系制度ꎬ 主动与他们进行

交流联系ꎬ 充分听取意见建议ꎬ 形成了互动、 合

作的工作格局ꎮ 坚持政协领导走访委员制度ꎬ
听取委员对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协自身工作

的意见和建议ꎻ 走访委员企业ꎬ 帮助解决实际

问题ꎻ 引导支持委员创办实业ꎬ 推动全民创业

创新ꎮ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协调关系、 汇聚力量、
建言献策、 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和贴近基层、
渠道畅通的优势ꎬ 积极协助县委、 县政府做好

理顺情绪、 化解矛盾、 增进共识的工作ꎮ
加强对外联谊交往ꎮ 注重拓展具有政协特

色的工作领域ꎬ 借助政协系统资源平台ꎬ 促进

了蓝山与外界的联系与交往ꎮ 加强与外地政协

的联系交往ꎬ 互通信息ꎬ 交流工作ꎬ 增进友谊ꎮ
一年来ꎬ 共接待连州等地政协来蓝山参观考察

１０ 余次ꎬ 大力推介我县城市建设、 生态建设等

工作成果ꎬ 进一步宣传蓝山ꎬ 扩大影响ꎻ 主动配

合市政协开展了养殖业转型升级、 医疗卫生体

制改革、 推行 “河长制” 等 ６ 个重大课题调研ꎬ
认真做好调研前期准备工作ꎬ 为市政协调研组

到蓝山开展课题调研做好协调、 服务ꎮ 组织委

员赴湘西、 岳阳、 株洲等地的 １０ 余个县区就相

关课题考察学习ꎬ 进一步交流经验ꎬ 拓宽视野ꎮ
四、 坚持创新引领ꎬ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一年来ꎬ 县政协以提升履职效能为重点ꎬ
着力推进工作创新ꎬ 切实改进履职方式ꎬ 持续

强化服务保障ꎬ 筑牢履职基础ꎬ 不断提升政协

工作科学化水平ꎮ
切实推进工作创新ꎮ 积极配合 “三级联

动”ꎮ 县政协主动适应新形势、 新常态ꎬ 积极响

应省市县政协 “三级联动”ꎬ 把 “三级联动” 作

为县政协提高履职水平和增强履职实效的新契

机ꎬ 主动谋划ꎬ 主动对接ꎬ 尽心尽力打造履职新

平台ꎮ ２０１８ 年县政协分别在龙泉社区和南门社

区设立了委员工作室ꎬ 为政协委员深入了解民

情、 反映民意、 广集民智搭建平台ꎮ 按照市政协

开展 “三创三争三好” 主题活动的要求ꎬ 认真

制定工作方案ꎬ 规范队伍管理ꎬ 强化履职考核ꎬ
落实奖惩措施ꎬ 确保政协队伍始终保持良好的

精神和工作状态ꎬ 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ꎮ
切实加强文化建设ꎮ 为弘扬先进政协文化ꎬ

重视和发挥政协在宣传和传承蓝山历史文化方

面的优势和作用ꎬ 由县政协文史委牵头ꎬ 组织

蓝山文化名流精英成立了 “蓝山舜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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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ꎬ 对境内舜文化进行挖掘、 整理和研究ꎬ 目

前已取得了蓝山舜文化研究初步成果ꎮ
切实加强机关建设ꎮ 将加强政协自身建设

作为政协履行职能任务的重要前提ꎬ 进一步推

进政协工作的制度化、 规范化、 程序化建设ꎬ 切

实发挥常委会在政治保障、 助推发展、 维护和

谐、 服务群众方面的职能作用ꎮ 抓好机关老干、
工会等工作ꎬ ２０１８ 年县政协机关党支部、 工会

都进行了换届工作ꎬ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工作班

子ꎬ 增添了工作活力ꎮ 同时ꎬ 重视创新专委会工

作方式ꎬ 推进专委会之间、 专委会与党政部门

之间的联系协作ꎬ 努力使专委会成为联系委员

的重要纽带ꎬ 更好地发挥基础性作用ꎮ 完善各

项规章制度ꎬ 实行上下班打卡ꎬ 按月通报ꎮ 加强

机关作风和廉政建设ꎬ 服务能力和效能进一步

提高ꎮ
切实发挥委员作用ꎮ 坚持以委员为中心ꎬ

牢固树立 “政协是委员之家、 委员是政协之本”
的理念ꎬ 不断激发委员主体意识ꎬ 发挥政协委

员人才荟萃、 智力密集优势ꎬ 积极支持他们在

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发展、 推动民生改善、 维护

社会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充分发挥 “政协云”
功能ꎬ 加快推进政协云建设和运营ꎬ 成立蓝山

县政协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ꎬ 实行副主席

分管、 委室主任专抓、 专干具体负责落实、 全体

委员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ꎬ 政协云建设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ꎬ 全年 “政协云” 参与情况全省排

位中上水平ꎻ 我县政协制作的 “夺宝” 行动方

案得到了市政协的好评ꎬ 被推荐参评省 “政协

云” 运用大赛ꎬ 县政协荣获省 “政协云” 创新

大赛组织奖ꎻ 委员运用 “政协云” 平台履职迈

出了可喜的一步ꎬ 提交的微建议ꎬ 相关部门高

度重视ꎬ 办理及时ꎮ
各位委员ꎬ ２０１８ 年成绩的取得ꎬ 是中共蓝

山县委正确领导的结果ꎬ 是县人大、 县政府和

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ꎬ 也凝聚着政协委员

的智慧、 心血和汗水ꎮ 在此ꎬ 我代表县政协ꎬ 向

所有关心支持政协工作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ꎬ 向认真履行职能、 努力奉献社

会的全体政协委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ꎬ 我们也清醒地看到ꎬ

对照新时代对人民政协工作的新要求和人民群

众的新期望ꎬ 我们的工作任重道远ꎬ 健全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实践有待于进一步深化ꎬ
民主监督的实效性有待于进一步强化ꎬ 参政议

政的成果有待于进一步转化ꎬ 委员履职的积极

性、 主动性、 创造性有待于进一步提高ꎮ 针对这

些情况ꎬ 真诚欢迎大家提出意见建议ꎬ 让我们

共同把工作做得更好ꎮ

２０１９ 年工作安排

２０１９ 年ꎬ 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重要年份ꎮ 面对新形势、 新任务ꎬ 政协工作

的总体要求是: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ꎬ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ꎬ 在中共蓝山县委的领导下ꎬ 牢牢

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ꎬ 把促进科学发展作

为履行职能的第一要务ꎬ 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ꎬ 围绕全县工

作大局ꎬ 以推动协商成果转化、 拓宽民主监督

渠道、 增强参政议政成效为重点ꎬ 创新举措、 奋

发有为ꎬ 为努力推动蓝山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作出应有贡献ꎮ
一、 不忘初心ꎬ 牢记使命ꎬ 始终坚定正确政

治方向

坚持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ꎮ 继续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ꎬ 增强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性ꎬ 把力量

凝聚到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ꎮ
坚持用党的十九大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ꎬ 作为加强政协协商民

主建设的根本遵循、 推动政协事业发展的强大

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ꎬ 着力探索政协工作的新

思路、 新途径、 新举措ꎬ 切实提高履行职能的

成效ꎮ
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ꎮ 坚决服从党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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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ꎬ 维护县委核心ꎬ 与县委政府政治同向、 思想

同心、 工作同步ꎮ 以县委工作的总体取向为基

本指向ꎬ 以蓝山发展的战略定位为服务方位ꎬ
对接全县中心工作和阶段重点工作ꎬ 使政协工

作与党政中心工作同步合拍、 同轴运转、 同频

共振ꎮ
二、 突出重点ꎬ 创新举措ꎬ 切实提升政协履

职实效

以推动成果转化为重点ꎬ 在做好政治协商

上下功夫ꎮ 加强与县委、 县政府工作的有效衔

接ꎬ 适时召开县政府与县政协联席会议ꎬ 围绕

推进工业经济转型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等事关

蓝山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议题ꎬ 精选主题开展

重点民主协商、 对口协商、 提案办理协商ꎮ 着力

推动协商成果转化ꎬ 通过各种形式加强与党政

领导的沟通对接ꎬ 形成会前汇报沟通、 会中当

面献策、 会后跟踪的工作模式ꎬ 保证成果转化

高位推进ꎮ 适时邀请县政府或相关部门通报政

协建议案的办理情况ꎬ 定期开展监督视察ꎬ 跟

踪问效协商建议采纳落实情况ꎮ
以拓宽监督渠道为重点ꎬ 在推进民主监督

上用力气ꎮ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

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有关精神ꎬ 结合我县实

际ꎬ 推进民主监督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 程序

化ꎮ 着力拓宽民主监督的渠道ꎬ 重点围绕县委

县政府决策部署、 “十三五” 规划重点任务落

实、 重点产业发展等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ꎬ
综合运用民主评议、 提案、 社情民意、 视察监

督、 专项督查等方式ꎬ 认真查找问题、 如实反映

情况、 提出改进建议ꎬ 推动县委县政府决策部

署落实、 中心任务完成和民生福祉问题得到

解决ꎮ
以增强针对性为重点ꎬ 在开展参政议政上

出实招ꎮ 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政

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ꎬ 聚焦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ꎬ 倾

心履职尽责ꎬ 始终做到谋全局、 抓重点、 议大

事ꎮ 着力增强参政议政的针对性ꎬ 紧扣县委的

总体部署ꎬ 选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打造皮革

皮具产业之都、 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

脱贫攻坚、 环境保护、 改善民生等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 群众高度关注的课题ꎬ 深入开展调

查研究ꎬ 为推动蓝山经济社会发展献计出力ꎮ
三、 凝聚人心ꎬ 履职为民ꎬ 努力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

全力促进和谐ꎮ 把团结和民主贯穿于政协

工作的全过程ꎬ 充分发挥政协组织团结各界、
凝聚人心的作用ꎬ 进一步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

通与联系ꎬ 整合各种政治资源ꎬ 凝聚各种政治

力量ꎬ 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ꎬ 形成维护

稳定、 促进和谐的强大合力ꎮ 要充分运用调研、
提案、 视察、 考察等等多种形式ꎬ 掌握社会动

态ꎬ 反映社情民意ꎬ 提出合理建议ꎬ 协助党委政

府做好理顺情绪、 化解矛盾、 增进团结的工作ꎬ
进一步营造和谐安定的局面ꎮ

紧密联系群众ꎮ 全体政协委员要广泛团结

和联系群众ꎬ 切实增强群众观念和服务意识ꎬ
以发展大局为重ꎬ 以民生关切为念ꎬ 多做雪中

送炭、 扶贫济困的工作ꎬ 多做春风化雨、 解疑释

惑的工作ꎬ 自觉做党的政策宣传者、 群众利益

维护者、 社会和谐促进者ꎬ 让广大人民群众感

到政协委员就在身边、 人民政协离自己不远ꎮ
扩大联谊交往ꎮ 要有计划地带着课题 “走

出去”ꎬ 组织委员赴先进地区考察学习ꎬ 开阔视

野ꎬ 打开思路ꎮ 要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的优

势ꎬ 扩大与蓝山籍在外人士的联系交往ꎬ 鼓励

和引导他们牵线搭桥ꎬ 为蓝山发展凝聚力量ꎮ
要加强蓝山籍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系ꎬ
扩大朋友圈、 划好同心圆ꎬ 为增进促进祖国统

一、 建设和谐社会作出积极贡献ꎮ
四、 奋发有为ꎬ 与时俱进ꎬ 不断激发工作生

机活力

进一步发挥委员主体作用ꎮ 继续改进委员

学习方式ꎬ 依托国内知名高校举办专题培训班ꎻ
创新委员管理模式ꎬ 定期走访委员ꎬ 不断扩大

委员履职参与面ꎬ 依托界别组广泛组织委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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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活动ꎻ 健全社情民意反馈机制ꎬ 做实 “委员

工作室”ꎬ 积极探索乡镇政协工作联络机制ꎬ 切

实发挥基层政协委员助推基层工作的重要作用ꎮ
进一步发挥界别组基础作用ꎮ 要加强各界

别组的建设ꎬ 突出各界别的特点和功能ꎬ 突出

界别优势ꎬ 发挥 “窗口” 功能ꎬ 以调研和视察

为重点ꎬ 围绕全县中心工作ꎬ 畅通对口联系渠

道ꎬ 组织委员开展经常性的履职活动ꎮ
进一步发挥常委会表率作用ꎮ 切实加强政

协常委会自身建设ꎬ 增强政治把握能力ꎬ 提升

协商议政水平ꎬ 强化民主监督实效ꎬ 切实把政

协常委打造成学习研究的表率、 参政议政的表

率、 团结合作的表率、 联系群众的表率ꎮ

进一步发挥机关保障作用ꎮ 加强机关思想、
组织、 作风、 廉政和制度建设ꎬ 不断增强机关干

部爱岗敬业、 忠诚服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ꎬ 全

面提高机关工作效率ꎬ 在 “三大攻坚” “三城同

创” 等各项中心工作中尽职尽责、 有所作为ꎮ
各位委员、 同志们ꎬ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ꎬ 新

使命开启新征程ꎮ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ꎬ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ꎬ 在中共蓝山

县委的坚强领导下ꎬ 群策群力ꎬ 锐意进取ꎬ 开拓

创新ꎬ 奋发有为ꎬ 为建设幸福美丽和谐新蓝山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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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山 概 貌
【建置沿革】 　 蓝山历史悠久ꎬ
源远流长ꎬ 建县已有 ２２００ 多

年的历史ꎮ 竹管寺横江砠出土

的石斧、 石凿、 石箭和陶片等

文物证明ꎬ 早在夏商前ꎬ 县境

已有先民在此生息繁衍ꎬ 是虞

舜南巡过化之地ꎮ 春秋战国时

期ꎬ 县境属楚ꎮ 汉高祖五年

(前 ２０２ 年) 建县ꎬ 名南平ꎬ
隶属桂阳郡ꎮ 隋炀帝大业三年

(６０７) 年ꎬ 并入临武县ꎮ 唐高

祖武德四年 (６２１) 复置南平

县ꎬ 属郴州ꎮ 唐玄宗天宝元年

(７４２)ꎬ 以境内 “山岭重叠ꎬ
荟蔚苍翠ꎬ 浮空如蓝” 而更名

为蓝山ꎬ 隶属桂阳郡ꎮ 宁真宗

景德三年 (１００７)ꎬ 属桂阳监ꎮ
元 属 桂 阳 路ꎮ 明 洪 武 元 年

(１３６８)ꎬ 属郴州ꎻ 二年ꎬ 属桂

阳府ꎻ 九年ꎬ 属衡州府桂阳

州ꎮ 清属桂阳州ꎮ 民国 ３ 年

(１９１４)ꎬ 属衡阳道ꎻ １１ 年直

属湖南省ꎻ ２６ 年ꎬ 全省分为 ９
个督察区ꎬ 蓝山属第八督察

区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蓝山先后隶属于郴州专区、 湘

南行政公署、 郴州专区、 零陵

专署、 永州市ꎮ

【地理位置】 　 蓝山县境处东

经 １１１°５４′１５″ ~ １１２°２′０８″ꎬ 北

纬 ２５°０１′０２″~ ２５°３７′０８″ꎻ 东西

最宽 ５５ 千米ꎬ 南北最长 ６７ 千

米ꎮ 东与临武县接壤ꎬ 南与江

华瑶族自治县、 广东省连州市

毗邻ꎬ 西与宁远县交界ꎬ 北接

嘉禾县ꎬ 从县城沿永 (州) 连

(州) 公路南行 ３３ 千米及至广

东省界ꎮ 全县总面积 １８０６ 平

方千米ꎮ 境内交通便利ꎬ 政区

位置优越ꎬ 距长沙、 广州、 桂

林均不到四小时车程ꎮ 省道

３２２ 线、 ３２４ 线、 ２１６ 线交汇相

通ꎬ 永连二级公路贯穿南北ꎬ
２０１２ 年底竣工的二广 (二连浩

特—广州)、 厦蓉 (厦门—成

都) 高 速 公 路 在 县 境 纵 横

交汇ꎮ

【地形地貌】 　 蓝山县位于湘

南边陲ꎬ 南岭山脉中段北侧ꎬ
九嶷山东麓ꎬ 地势由西南向东

北倾斜ꎬ 境内山、 丘、 岗、 平

区相互交错ꎬ 以山地为主ꎬ 是

典型的山区县ꎬ 素有 “楚尾粤

头” 之称ꎬ 是湘西南通往广东

沿海地区的重要门户ꎮ

【自然资源】 　 蓝山县属中亚

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ꎬ 光照充

足ꎬ 雨量充沛ꎬ 无霜期长ꎬ 年

平均气温 １７ ８℃ꎮ 年平均降水

量 １６６０ 毫米ꎬ 地跨长江、 珠

江两大流域的发源地ꎬ 境内有

舂陵水系和潇水水系两大水

系ꎬ ５ 千米以上或集雨面积 １０
平方千米以上河流 ６９ 条ꎮ 水

能理论蕴藏量 ２１ ２ 万千瓦ꎬ
年平均地表水径流量 １８ ５７ 亿

立方米ꎬ 地下水每年平均水量

为 ３ ３８ 亿立方米ꎮ 年平均水

资总量 ２３ ５９ 亿立方米ꎬ 人均

６９５４ 立方米ꎬ 是湖南省每年人

均水量 ３０３８ 立方米的 ２ ２９ 倍ꎬ
是全 国 人 均 ２６００ 立 方 米 的

２ ６７ 倍ꎮ 每公顷耕地拥有地表

水量 １２３７５０ 立方米ꎬ 是永州

市的 １ ７８ 倍ꎮ
县境森林资源丰富ꎬ 享有

“荟蔚苍翠、 浮空如蓝、 百里

森林、 封殖广远” 和 “樵富竹

林” 的美誉ꎮ 境内盛产松、 楠

竹、 桉树ꎬ 有水杉、 银杏、 黄

杉、 斑竹、 龙竹等 ３８ 种珍稀

植物ꎮ 全县林地总面积 １４ ３８
万 公 顷ꎬ 占 全 县 总 面 积 的

７９％ꎬ 活立木蓄积 ５０９ ７ 万立

方米ꎬ 森林覆盖率 ６９ ０１％ꎬ
是湖南省重点林区县ꎮ

全县耕地面积 １ ６ 万公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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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ꎬ 其中水田 １ ２６ 万公顷、
旱土 ０ ３４ 万公顷ꎬ 人平耕地

０ ７ 亩ꎮ
全县探明矿产有铁、 锰、

铅、 锌、 铀、 铜、 硅石等 ２４
种ꎬ 黑土型锰铁矿储量在 １ ５
亿吨以上ꎬ 矿藏总值居永州市

第二位ꎬ 黑土状铁锰矿位居全

省第一位ꎮ

【人口】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有

户籍总人口 ４３ １ 万人ꎬ 常住

人口 ３４ ６ 万 人ꎬ 城 镇 化 率

５０ ５２％ꎬ 出生率 １４ ３２‰ꎬ 死

亡 率 ７ ４９‰ꎬ 自 然 增 长 率

６ ８３‰ꎮ 全县已婚育龄妇女人

数 ７４０９６ 人ꎬ 领独生子女证人

数 ２９２６ 人ꎬ 出生人数 ４９３８ 人ꎮ

【行政区划】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辖 １４ 个乡镇街道 (其中瑶

族乡 ６ 个)、 ５ 个国有农林茶

场、 １ 个国家森林公园ꎬ ２０９
个建制村ꎮ 具体情况见表:

乡镇 面积 (平方公里) 人口 (万人) 行政村 (个) 社区、 居民委员会 (个)

塔峰镇 ２９１ ７ １５ ０８ ５２ ６

祠堂圩镇 ７３ ５ ２ ４２ １７ —

楠市镇 ８８ ９ ３ ５０ １７ １

土市镇 １４２ ４３ ３ ９１ ２０ —

太平圩镇 ７３ ６ ３ ２０ １４ —

新圩镇 １４１ ９ ４ ９３ ２４ １

毛俊镇 １０９ １ ２ ５９ １６ —

所城镇 １６９ ２ ７７ １６ —

汇源瑶族乡 ５０ １ ０ ３０ ５ —

犁头瑶族乡 ３４ ５ ０ ２８ ４ —

浆洞瑶族乡 ７８ ３ ０ ５３ ６ —

湘江源瑶族乡 ５８ ７ ０ ３１ ５ —

大桥瑶族乡 １３６ ０ ９１ ７ —

荆竹瑶族乡 １９３ ０ ４４ ６ —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地区生产总值

１２１ ２４ 亿元ꎬ 增长 ７ ９％ꎬ 其

中ꎬ 第一产业增加值 １５ ２１ 亿

元ꎬ 增长 ３ １％ꎻ 第二产业增

加值 ４４ ９４ 亿元ꎬ 增长 ７ ９％ꎻ
第三产业增加值 ６１ ０９ 亿元ꎬ
增长 ９ ３％ꎮ 按常住人口计算ꎬ
人均生产总值 ３５０９０ 元ꎬ 增

长 ８ ８％ꎮ
三次产业结构由 ２０１７ 年

的 １３ ６ ∶ ３６ ９ ∶ ４９ ５ 调整为

１２ ５ ∶ ３７ １ ∶ ５０ ４ꎬ 二三产业

占比提升 １ １ 个百分点ꎮ 工业

增加值 ４２ ３ 亿元ꎬ 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的 ３４ ９％ꎮ 第一、
二、 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分别为 ３ ４％、 ３８ ６％ 和

５８％ꎬ 分别拉动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 ０ ２７ 个、 ３ ０５ 个和 ４ ５８
个百分点ꎮ 其中ꎬ 工业增加值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３５％ꎮ
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９１ ５９ 亿

元ꎬ 增长 ８％ꎬ 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的 ７５ ５％ꎬ 比 ２０１７ 年

提高 ０ ２ 个百分点ꎮ 节能减排

全面完成目标任务ꎮ 全县用于

教育、 文化体育与传媒、 社会

保障和就业、 医疗卫生、 城乡

社区事务、 节能环保、 农林水

事务、 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民生

支出达到 ２４ ７５ 亿元ꎬ 占财政

支出比重的 ８５ ９６％ꎮ
完成农林牧渔业实现增加

值 １６ ２３ 亿 元ꎬ 增 长 ３ １％ꎮ
全县粮食种植面积 ２ ２３ 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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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ꎬ 减 少 ２ ２％ꎬ 实 现 产 量

１２ ９２ 万吨ꎬ 增长 ０ ８％ꎻ 油料

种植 面 积 ６９８０ 公 顷ꎬ 增 长

０ １９％ꎻ 蔬 菜 种 植 面 积

８０８６ ６７ 公顷ꎬ 增长 ５ １％ꎮ 烟

叶产量 ６６０５ 吨ꎬ 减少 ４ ７％ꎮ
生猪出栏 ６０ １ 万头ꎻ 牛出栏

１ ４５ 万头ꎬ 增长 ４ ９％ꎻ 羊出

栏 ４ １ 万只ꎬ 增长 ４ ５％ꎻ 家

禽出笼 １８６ ３３ 万羽ꎬ 水产品

产量 １５３４ 吨ꎬ 增长 ５ １％ꎮ 全

年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 ８２７２７
万元ꎬ 增长 ２５ １６％ꎮ 年末农

业机械总动力 ３５ ４６ 万千瓦ꎬ
增长 １ ６％ꎬ 全 县 机 耕 面 积

２ ３５ 万公顷ꎮ
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 ４２ ３

亿元ꎬ 增长 ７ ６％ꎬ 其中ꎬ 规

模工业增加值完成 ３６ ３４ 亿

元ꎬ 增长 ７ ７％ꎮ 非公有制规

模工业增加值完成 ３３ ７８ 亿

元ꎬ 增长 ７ ２％ꎮ 省级及以上

产业 园 区 规 模 工 业 增 加 值

３４ １３ 亿元ꎬ 增长 ８ １％ꎬ 占规

模工业增加值的 ９３ ９％ꎬ 比

２０１７ 年提高 ７ ９ 个百分点ꎮ 全

县规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１４２ ５１ 亿元ꎬ 增长 １４ ６％ꎻ 盈

亏相抵后实现利润 ２ ７ 亿元ꎬ
增长 ０ ７５％ꎮ

建筑业增加值 ３６９８２ 万

元ꎬ 增长 １１ ３％ꎬ 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的 ３ １％ꎮ 具有资质

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

企业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６１ ７１
万平方米ꎬ 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２４ ９３ 万平方米ꎬ 增长 １０ ８％ꎮ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增 长

１１ ６％ꎮ 在固定资产投资中ꎬ
国有投资减少 １７ ６％ꎬ 占全部

投资的 ３８ ７％ꎬ 非国有投资完

成增长 ４３ ５％ꎬ 占固定资产投

资比重的 ６１ ３％ꎮ 在全部投资

中ꎬ 第 一 产 业 投 资 增 长

６５ ６％ꎬ 第 二 产 业 投 资 减 少

８ ５％ꎬ 第 三 产 业 投 资 增 长

３７ ３％ꎮ 全 县 工 业 投 资 增 长

０ ６％ꎬ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增 长

８０ ８％ꎬ 技 术 改 造 投 资 增 长

３９ ２％ꎮ 房地产业实现增加值

５ ４５ 亿元ꎬ 增长 ７ ６％ꎬ 房地

产业完成投资 ４１７５８ 万元ꎮ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４５ ６１ 亿元ꎬ 增长 １０ １％ꎮ 批

发零售业实现增加值 ３７５６７ 万

元ꎬ 增长 ５％ꎻ 住宿餐饮业实

现 增 加 值 １２８２１ 万 元ꎬ 增

长 ７ ４％ꎮ
进出口总额 ２５２９９ 万美

元ꎬ 增长 ５４ ３％ꎮ 实际利用外

商直接投资 ９５７８ 万美元ꎬ 增

长 １０ ９％ꎻ 实际到位内资 ２６ １
亿元ꎬ 增长 １５ ７４％ꎮ

完成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

政业增加值 ８ １６ 亿元ꎬ 增长

３ １％ꎮ 民用车辆 ２８５４６ 辆ꎮ 邮

电业务总量 ４８０７５ 万元ꎬ 增长

３ ９％ꎮ 年末ꎬ 固定电话用户

３ ８５ 万 户ꎬ 移 动 电 话 用 户

２２ ２７ 万户ꎬ 互联网宽带用户

２６９８７ 户ꎮ
财政总收入 ９６１７８ 万元ꎬ

增长 １１ ３％ꎮ 其中ꎬ 地方财政

收 入 ７００６９ 万 元ꎬ 增 长

２０ ３％ꎻ 在总收入中ꎬ 国税完

成 ３３５０９ 万 元ꎬ 下 降 ４ ４％ꎻ

地税完成 ４６３５５ 万元ꎬ 增长

４１ ４％ꎻ 财政完成 １６３１４ 万元ꎬ
下降 １２ １％ꎮ 全年财政总支出

２８７９０６ 万元ꎬ 增长 ６ ４５％ꎮ 其

中科学技术经费支出 ３５５０ 万

元ꎬ 增长 ２８ １％ꎮ 金融机构本

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９９１７１７ 万

元ꎬ 增长 ４ ２％ꎬ 其中城乡居

民储蓄存款余额 ７７３７１８ 万元ꎬ
增长 ９ ９％ꎮ 年末全县金融机

构各项贷款余额 ５１８６２２ 万元ꎬ
增长 ２ ２％ꎮ 保 险 保 费 收 入

２５１１４ 万元ꎬ 增长 １９％ꎮ
全县有各级各类学校 ２２９

所ꎬ 其中普通初中 １０ 所、 高

中 ２ 所、 中等职业学校 １ 所、
小学 １９ 所、 九年一贯制学校

１７ 所、 小学教学点 ６７ 个、 特

殊教育学校 １ 所、 教师进修学

校 １ 所、 幼儿园 １１１ 所ꎮ 有学

生 ７３４８５ 人ꎬ 其中普通高中学

生 ４６７３ 人、 初中学生 １６８８１
人、 小学学生 ３４５８５ 人、 中等

职业学校学生 ４９４７ 人、 特殊

教育学校学生 １２４ 人、 幼儿园

学生 １２２７５ 人ꎮ
拥有乡镇文化站 １ 个、 文

化馆 １ 所、 文物管理所 １ 所、
图书馆 １ 所ꎮ 全县文物藏品

３３６ 件ꎬ 其中一级 １ 件、 二级

１７ 件、 三级 ５２ 件、 一般文物

２６６ 件ꎬ 图书馆藏书 ５ ６ 万册ꎮ
年末ꎬ 有各类医疗卫生机

构 ２７ 个 (含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 卫生室)ꎬ 其中医院 ９ 个ꎬ
建制乡镇卫生院 １５ 个ꎬ 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妇幼保健院、
卫生监督所各 １ 所ꎬ 拥有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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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 ２０２５ 张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增加

２１０ 张ꎮ 全县卫生技术人员

２５６４ 人ꎮ 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工作的村 ２０９ 个ꎬ 参加农村

合作医疗的农民 ３０６８７０ 人ꎮ
拥有电视台 １ 座ꎬ 差转台

１ 座ꎮ 电视人口覆盖率 ９８％ꎮ
有线电视用户达到 １ １ 万户ꎮ

选派 １４ 名运动员参加湖

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田径、 水

球、 足球、 举重、 跳水等项目

比赛ꎬ 夺得金牌 ３ 枚 (按赛会

计 １ ５ 枚)、 银牌 ７ 枚、 铜牌 ２
枚、 第四名 ２ 个、 第五名 １
个ꎻ 参加永州市中学生运动

会ꎬ 获得金牌 ５ 枚、 银牌 ７

枚、 铜牌 ９ 枚ꎬ 获得乙组团体

总分第二名ꎮ 参加永州市 “健
康湖南” 跳绳选拔赛ꎬ 获得金

牌 ４ 枚、 银牌 １ 枚ꎮ 参加湖南

省 “健康湖南” 跳绳总决赛ꎬ
获得金牌 １ 枚、 第六名 １ 个ꎮ

全县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

耗 ０ ４３５ 吨标准煤 /万元 (按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计算)ꎬ 下降

６ ７％ꎻ 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

能耗下降 ７ ９％ꎻ 单位地区生

产总值电耗 ５３６ ３ 千瓦时 /万
元ꎬ 下降 ７％ꎮ 全年生产安全

事故未发生死亡人数ꎬ 在控制

目标内ꎻ 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９

人ꎬ 万 人 交 通 事 故 死 亡

率 ０ ２１７６ꎮ
城 镇 居 民 可 支 配 收 入

２８５３０ 元ꎬ 增长 ８ ９％ꎻ 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４３５５ 元ꎬ
增长 ９ ２％ꎮ 全县参加城镇基

本养老保险人数 ２６７１７ 人ꎬ 参

加失业保险人数 １８９０３ 人ꎻ 参

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１９１４２ 人ꎬ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人数 ３０６８７０ 人ꎬ 参

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２０８３３５ 人ꎮ 全年城市低保资金

和农村低保资金按规定标准发

放到位率均为 １０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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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蓝山县委员会

县 委 办 工 作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

县委办公室围绕 “三加强三提

升ꎬ 打造 ‘三手型’ 干部队

伍ꎬ 确保精准执行” 主题活动

要求ꎬ 打造能担当、 有作为的

干部队伍ꎬ 为打造 “创新开放

桥头堡、 产业承接首选地、 粤

港澳的后花园、 生态文明示范

区、 安居乐业幸福城” 做出积

极贡献ꎮ 是年ꎬ 开展党内政治

生活 ５ 次ꎬ 举办主题党日活动

４ 次ꎬ 组织集体学习 ４５ 次ꎻ 撰

写各类文稿 ４６０ 余篇ꎬ 在省市

级刊物发表各类文稿 ２００ 余

篇ꎻ 承办市委、 县委主要领导

批示件 ２１ 件ꎬ 回访率 １００％ꎻ
开展 督 查 工 作 ３０ 多 次ꎬ 发

«县委督查通报» ２３ 期ꎬ 发微

信通报 ２０ 多条ꎻ 接待领导及

客商 ３６２ 批 ８５００ 余人ꎻ 未发生

违纪案件ꎬ 未发生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行为ꎻ 未发生一起失泄

密案件ꎮ

【政治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委办公室组织学习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组织全

体干部职工撰写学习心得体

会ꎬ 以党中央提出的转变干部

作风ꎬ 密切联系群众的 “八项

规定” 为标准ꎬ 抓好检查、 整

改、 落实ꎬ 自觉接受上级和广

大群众的监督ꎮ 全年未发生违

纪案件ꎬ 未发生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行为ꎮ 成立党支部 ３ 个ꎬ
建立每周五固定政治学习日ꎬ
集中组织办公室全体人员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ꎬ 领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ꎮ 借助红星云、 永组在线等

公众号多时点、 多渠道学习ꎮ
把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 作为准绳ꎬ 执行县委办工

作制度ꎬ 做到工作时间坚守岗

位、 有事外出必须请假ꎬ 将行

为约束在纪律的笼子里ꎮ 围绕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ꎬ 以 “两学

一做” 为载体ꎬ 进一步加强机

关作风建设ꎮ 组织党员干部观

看 «邹碧华» «迷失的初心»
等警示教育片ꎮ 领导干部对各

部门分管人员开展廉政谈话ꎬ
每季度例行开展提醒谈话ꎬ 把

握干部职工的思想动态ꎮ

【以文辅政】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委办公室围绕 “六大战

役” “十大重点” “三大攻坚

战”、 乡村振兴、 西区开发、
皮革皮具、 三城同创、 重点项

目建设等县委中心工作ꎬ 突出

“以文辅政” 作用ꎬ 构建 “１＋
Ｘ” 大政研格局ꎮ 撰写各类文

稿 ４６０ 余篇ꎬ 在 «湖南工作»
«工作情况交流» «省委内参»
«改革调研» «湖南日报» «永
州日报» 等省市级刊物发表各

类文稿 ２００ 余篇ꎬ 先后撰写

«关于保护湘江源头大力推进

蓝山高质量发展的决议» «县
委常委会向县委十二届四次全

体会议的工作报告» 等文章ꎮ
打造 «蓝山情况» «三蓝大

地» 等文稿阵地ꎮ 宣传推介的

全国基层政务公开改革试点、
“２４６８” 干部住村制度、 皮具

产业建设等成为全市、 全省乃

至全国的工作典型ꎮ 抓好综调

工作ꎬ 为县委决策提供参考ꎬ
先后形成 «实施 “三治结合”
　 推动乡村治理创新» «坚决

守护好湘江源头» 等调研报

告ꎬ 围绕 “三加强三提升ꎬ 打

造 ‘三手型’ 干部ꎬ 确保精准

执行” 活动主题ꎬ 聚焦 “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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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战”、 乡村振兴、 皮具产

业、 三城同创等中心工作ꎬ 开

展 “抓重点、 补短板、 强弱

项” 大调研活动ꎬ 形成各类调

研报告 ６０ 余篇ꎮ 围绕县委中

心工作和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点热点ꎬ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

信息报送工作ꎬ 介入社会突发

性事件的处置和信息撰写及上

报工作ꎬ «蓝山县农村污水处

理现状存在的突出困难问题及

对策建议» «蓝山县多举措创

新就业模式助推就业扶贫取得

新成效» «蓝山县跨地域倾倒

垃圾基本情况　 对生态环境产

生的负面影响　 打击这类行为

存在的主要困难及对策建议»
等专题信息为领导决策提供参

考ꎮ «蓝山县优化用工政策破

解企业用工难题» «蓝山县新

春走基层———行走 “江湖” 看

治水» «蓝山县贯彻落实省委

杜家毫书记指示全力打造 “中
国皮具创新之都” » 等信息被

省市信息部门作信息要情采用

编发ꎬ 受到省市领导关注ꎮ

【督查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委办公室要求各乡镇

(街道)、 各部门明确督查工作

负责人和具体负责人ꎬ 建立督

查工作机构ꎬ 确定专门督查人

员ꎬ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全县大

督查工作网络ꎬ 采取不打招

呼、 一竿子插到底的方式ꎬ 邀

请电视台、 新闻网记者共同参

与督查活动ꎬ 运用电视、 网

站、 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对落实

差、 执行慢、 整改拖沓的单位

“曝光”ꎮ 对领导批示件实行归

口办理ꎬ 规范办理程序ꎬ 加强

督促力度ꎬ 做到督促有效、 反

馈及时、 报送清楚准确ꎬ 要求

各承办部门及相关领导按时、
按质地完成各项批示和交办事

项ꎮ 全年承办市委、 县委主要

领导 批 示 件 ２１ 件ꎬ 回 访 率

１００％ꎮ 强化跟踪督查省委书

记杜家毫到蓝山考察调研时作

出的重要指示事件湘九公路项

目建设、 湘江源头保护工程项

目建设、 舜水田园综合体建

设、 基层党组织工作、 贫困人

口稳岗就业等工作的落实情

况ꎮ 每月对各项工作进展情况

进行督查并通报ꎬ 重点对县委

常委 (扩大) 会、 常委办公会

议议定事项进行责任分解ꎬ 明

确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 完成

时限和工作要求ꎬ 建立督查台

账ꎬ 将落实情况进行通报ꎬ 对

限时内未完成和长期进行的工

作实行跟踪督查ꎬ 直到工作完

成ꎮ 针对乡村振兴、 精准扶

贫、 环境治理、 安全生产、 信

访维稳、 三城同创等重点工

作ꎬ 开展阶段性督查 １０ 余次ꎮ
根据省、 市绩效评估改革方

案ꎬ 结合实际县情ꎬ 制定绩效

评估改革方案ꎬ 对绩效考核指

标进行任务分解ꎬ 明确责任领

导和责任单位ꎮ 县委督查室对

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跟踪督

查ꎬ 实行一周一调度、 一月一

小结、 一季一总结ꎮ 全年开展

督查工作 ３０ 多次ꎬ 发 «县委

督查通报» ２３ 期ꎬ 发微信通报

２０ 多条ꎮ

【综合服务】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委办公室创新值班会务

工作方法ꎬ 运用 “电话＋短信”
模式ꎬ 对重要会议、 重要电报

通知先以短信方式进行通知ꎬ
再以电话方式提醒强调ꎻ 创新

运用 “互联网 ＋微信” 模式ꎬ
对县 “四大家”、 县直单位一

把手、 乡镇党委书记、 乡镇办

公室分别建立微信交流群ꎬ 全

年通过微信平台发送会议通知

２００ 多条ꎮ 值班室实施 ２４ 小时

专人值班制度ꎬ 实现值班无空

挡ꎬ 制定领导重要公务活动计

划ꎬ 向领导汇报工作安排ꎬ 确

保实施过程中零差错、 无冲

突ꎮ 履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

主体责任ꎬ 以 “精简、 高效、
规范” 为工作宗旨ꎬ 按照 «县
委办、 县政府办联合行文制发

程序» 和 «县委办文件制发程

序» 的要求ꎬ 建立健全内部各

项规章制度ꎬ 较好完成县委、
县委办文件的起草、 审核把

关、 校对印制任务ꎬ 参与有关

领导讲话稿、 汇报材料、 考察

材料等的起草、 审核、 印制工

作ꎻ 坚持 “规范与时效并重”ꎬ
对不涉及重大协调问题的文件

一般要求在 ５ 个工作日内办理

完毕ꎬ 对紧急文件做到简化手

续ꎬ 减少环节ꎬ 加快公文办理

速度ꎮ 把贯彻落实中央 «备案

规定» 和省、 市 «实施办法»
作为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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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措施来抓ꎬ 坚持 “五审”
制度ꎬ 围绕 “三不” 原则ꎬ 严

把 “四关”ꎬ 党内规范性文件

制发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向

上级报备ꎮ

【接待服务】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委办公室建立健全 «蓝
山县接待工作有关规定» «接
待科接待工作人员岗位责任

制» «接待科财务制度» «重
宾档案管理制度» 等各项规章

制度ꎬ 加强接待费管理ꎬ 不随

意提高接待标准和扩大接待范

围ꎮ 推行 “五个一” 接待模式

(即一块电子欢迎牌、 一份真

情微笑、 一份接待指南、 一张

特色桌签和一本宣传画册)ꎬ
把好食宿用品关ꎬ 编制重宾接

待手册ꎬ 注重提供人性化、 个

性化服务ꎮ 注重协调配合ꎬ 完

备接待方案ꎬ 突出蓝山特点ꎬ
融入本土文化ꎬ 完成县委经济

工作会、 县 “两会”、 脱贫攻

坚考核迎检、 “三城同创”、 云

冰山生态旅游区开园等接待任

务ꎬ 完成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杜家毫ꎬ 省委副书

记、 省人民政府省长许达哲ꎬ
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东京ꎬ 省委

副书记乌兰ꎬ 省委常委、 省委

政法委书记黄关春ꎬ 省委常

委、 常务副省长陈向群等领导

以及香港新井集团、 众皮联有

限公司等重要客商的接待任

务ꎬ 全 年 接 待 ３６２ 批 ８５００
余人ꎮ

【机要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委办公室制定印发 «蓝
山县党政领导干部保密工作责

任状» «蓝山县处级领导干部

保密承诺书»ꎬ 明确党政领导

干部在保密工作中的责任ꎻ 开

展保密宣教活动、 涉密人员保

密培训ꎬ 发放保密资料 «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ꎬ
召集各单位涉密人员进行培

训ꎬ 组织人员对涉密要害部门

的密码电报管理、 涉密文件信

息资料管理、 网络保密管理进

行抽查ꎬ 增强保密意识ꎻ 完成

机房规范化建设ꎬ 实现通信设

备与收文分区管理ꎬ 发挥密码

通信主渠道作用ꎬ 完成明密通

信任务ꎬ 全年未发生一起事

故ꎻ 采用出墙报、 贴标语的方

式宣传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守国家秘密法» 及相关文件精

神ꎬ 做好年度保密教育宣传工

作ꎮ 完成高考、 学考及成考试

卷的保密管理工作ꎬ 对全县所

有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和乡

镇街道办开展保密工作大检

查ꎬ 全年全县未发生一起失泄

密案件ꎬ 未发生一起违反 «保
密法» 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十二

种违法行为的案件ꎮ

【干部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办公室严格财务

报销制度ꎬ 开展增收节支ꎬ 堵

住各种开支漏洞ꎬ 保证各项工

作的正常运转ꎮ 做好后勤服

务ꎬ 保证机关用水、 用电安

全ꎬ 加强车辆管理ꎬ 合理安排

调度车辆ꎬ 保证行车安全ꎮ 组

织一年一度的身体健康检查ꎮ
持续改善办公环境ꎬ 完成县委

机要局整体搬迁并配齐办公室

设备ꎮ ９ 月下旬举办趣味运动

赛活动ꎬ １１ 月举办永州市党委

办公室系统第八届乒乓球赛ꎬ
蓝山县委办获团体赛三等奖ꎮ
全年选派办公室干部外出学习

２０ 余人次ꎬ 李先志、 黄美丽、
张海曼等 ３ 人参加全市党委办

公室系统素质提升＋ “三手型”
干部培训班ꎮ 选派 ３ 名干部到

市委办跟班学习ꎬ 其中伍映霖

于 ３ 月 １ 日至 ６ 月 １ 日到市委

督查室跟班学习ꎬ 雷斌于 ４ 月

１ 日至 ６ 月 １ 日至市委办秘书

科跟班学习ꎬ 徐欢伟于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至市委办信息

科跟班学习ꎮ 全年有 ６ 名干部

得到提拔ꎬ 谭凌曲任团县委书

记ꎬ 周石保任湘江源国家森林

公园管理局副局长ꎬ 邱士财任

县环卫局局长ꎬ 伍慕华任团县

委副书记ꎬ 雷斌任祠堂圩镇党

委委员、 镇委组织委员ꎬ 黄飞

任新圩镇党委委员、 党政办主

任ꎮ 新调进 ２ 人ꎬ 文亚群任县

委办副主任ꎬ 唐建明任县委改

革办专职副主任ꎮ 公开招录 ６
人ꎬ 县委信息中心公开招聘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 １ 人ꎬ 保密局

新招录公务员 ３ 人ꎬ 机要局公

开招 聘 事 业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２ 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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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检 监 察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

县纪委监委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和中央、 省、 市纪委全会精

神ꎬ 以构建山清水秀的政治生

态为总揽ꎬ 严肃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ꎬ 强化预防惩治腐败ꎬ
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ꎬ 持续

加大执纪监督监察力度ꎬ 在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方

面取得新进展ꎮ 中共蓝山县委

常委、 县纪委书记开展廉政谈

话 ８３ 人次ꎬ 问责任履行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力的单位

党组 (党委) 书记 １１ 人ꎮ １—
１１ 月ꎬ 受理信访举报件 １７９ 件

次、 问题线索 ４０２ 条ꎻ 立案

１３４ 件ꎬ 较 ２０１７ 年同期增长

３３ ６％ꎬ 给予处分 １００ 人ꎬ 其

中党纪处分 ７４ 人ꎬ 政务处分

２６ 人ꎬ 双重处分 ８ 人ꎬ 处分乡

科级干部 ２１ 人ꎮ

【 “两个责任” 压实】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纪委监委履行

党内监督专责机关职能ꎬ 以监

督责任的全面履行促进主体责

任的全面落实ꎮ 召开县十二届

纪委三次全会ꎬ 协助县委抓好

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分工部署ꎬ 组织 ９２ 个

单位党组 (党委) 签订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书ꎮ 完善党风

廉政建设形势分析制度ꎬ 协助

县委常委会先后 ８ 次召开会议

专题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ꎮ 建立党风廉政建设约

谈机制ꎬ 开展廉政谈话 ８３ 人

次ꎬ 督促各级党组 (党委)、
纪委履行好 “两个责任”ꎮ 运

用问责利器ꎬ 严肃问责履行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力的单

位党组 (党委) 书记 １１ 人ꎮ
印发全县典型案件通报 １２ 期ꎬ
通报违纪干部 ４６ 人ꎮ

【纪律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纪委监委坚持把政治建

设摆在首位ꎬ 把落实 “两个维

护” 作为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

的根本ꎮ 紧盯 “关键少数”ꎬ
聚焦解决 “七个有之” 问题ꎬ
加强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执

行情况的监督检查ꎮ 组织开展

对党的十九大精神、 «党内监

督条例» 和 «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贯彻

落实情况的专项检查ꎬ 督促指

导各级党组织开好 “抓好巡视

整改、 净化政治生态” 专题民

主生活会ꎬ 纠正执行 “三重一

大” 事项决策、 “三会一课”、
民主生活会等相关问题 ４０ 余

个ꎬ 约谈党内政治生活不严

肃、 不正常的有关单位党组织

负责人 １８ 人次ꎬ 查处严重违

反政治纪律的正科级干部 １
人ꎮ 围绕 “三大攻坚战” 和

“六大战役” 等中心工作ꎬ 抓

好中央、 省委、 市委和县委重

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监督检

查ꎬ 严肃查处有令不行、 有禁

不止ꎬ 做选择、 搞变通等行

为ꎮ 是年ꎬ 对脱贫攻坚、 生态

环保、 信访维稳、 森林防火等

工作中履责不力、 违反工作纪

律的 ９２ 名国家工作人员进行

问责ꎮ 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

播» 对蓝山县铁腕治污、 强力

问责生态环保领域 ３３ 名失职

干部的做法进行报道ꎮ

【廉洁防线】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纪委监委坚持教育在

前、 预防在先ꎬ 开展宣传教育

活动ꎬ 建立健全廉政制度ꎮ 加

强廉洁文化建设ꎬ 把党章党纪

党规、 宪法法律法规教育纳入

全县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以

及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ꎬ 推进

廉洁文化 “六进” 活动ꎬ 设立

县、 乡、 村三位一体的廉洁文

化宣传栏ꎬ 利用手机、 电视、
互联网、 报刊等媒体开展廉洁

文化宣传教育ꎬ 发动党员干部

关注 “三湘 ｅ 监督” 微信公众

号ꎬ 制作 “三湘 ｅ 监督” 宣传

海报 ６０００ 份ꎮ 加强警示教育ꎬ
推行 “以案说纪”ꎬ 在县委党

校科干班、 中青班、 民族主体

班开设警示教育课ꎬ 发放 «永
远在路上» 光碟 ３００ 套ꎬ 组织

各乡镇、 县直单位观看警示教

育片 «迷失的初心» ６６ 场次ꎬ
印发全县典型案件通报 １２ 期ꎬ
通报 违 纪 干 部 ４６ 人ꎮ 推 进

“互联网﹢” 监督平台建设ꎬ
规范涉农惠农资金的运行和管

理ꎮ 推进廉洁乡村建设ꎬ 建立

健全村级监督委员会月例会制

度ꎬ 推行标准化村务公开模

式ꎮ 落实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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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报告、 “五个不直接分管”
和党政 “一把手” 述责述廉等

制度ꎬ 审核领导干部报备的婚

丧喜庆事宜 ２６ 人次、 因私出

国出境 ３９ 人次ꎮ 出具干部任

免廉洁评估意见 ２５９ 人次ꎮ

【专项整治】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纪委监委开展 “纠四

风、 治陋习、 树新风” 专项整

治ꎬ 结合全市作风建设 “春雷

行动” “飓风行动”ꎬ 紧盯元

旦、 春节、 清明、 五一、 端午

等时间节点ꎬ 围绕公款吃喝、
公车私用、 违规发放补助津贴

和违规收送红包礼金等问题组

织开展明察暗访 １４ 次ꎬ 集中

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ꎬ 通报违规公

款吃喝问题 ９１ 个、 违规配备

使用办公用房问题 ２８ 个ꎬ 督

促全县各部门各单位整改违规

公款吃喝问题 ４７３１ 个ꎬ 追缴

违纪资金 ２９７ ７４ 万元ꎬ 纠正

违规配备办公用房问题 ３８ 个ꎬ
清退违规办公用房 ３２６ １ 平方

米ꎬ 清理违规发放津补贴或奖

金 福 利 ３０１ 起ꎬ 责 令 退 缴

７５ ６２ 万元ꎬ 查处 “四风” 问

题 ６２ 件ꎬ 给予诫勉谈话或组

织处理 ５３ 人ꎬ 立案 ９ 件ꎬ 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 ９ 人ꎬ 查处脱贫

攻坚、 生态环保等领域形式主

义、 官僚主义问题 １５ 个ꎬ 立

案查处 ６ 人ꎬ 诫勉谈话 １４ 人ꎮ
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１＋ ４” 专项行动ꎬ 利用 “互

联网＋监督” 平台大数据比对

线索 ２８８０ 条 １０１２ 人ꎬ 调查核

实 ２８０４ 条 ９３６ 人ꎬ 组织专项督

查 ９ 次ꎬ 核查水利、 道路工程

项目及产业扶贫项目 ４９８ 个ꎬ
发现问题线索 ２５８ 条ꎬ 立案 ４４
件ꎬ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４４ 人ꎬ
组织处理 ２４３ 人ꎬ 追缴资金

２８２ １３ 万元ꎬ 退还群众 ６４ ８５
万元ꎬ 下发通报 ５２ 期ꎬ 通报

２１７ 人ꎮ 继续开展中小学违规

征订教辅资料以及国家公职人

员违规参与涉矿等经营性活动

等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ꎬ 核实

违规征订教辅资料问题线索 ２９
件ꎬ 立案查处 ９ 人ꎬ 诫勉谈话

１１ 人ꎮ 核实国家公职人员违规

参与涉矿等经营性活动问题线

索 １８ 件ꎬ 责令退出经营活动 ５
人ꎬ 提醒谈话 ３２ 人次ꎮ 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整治ꎬ 受理线索

１８ 条ꎬ 立案 ８ 起ꎬ 查处黑恶势

力 “保护伞” １ 人ꎬ 给予党纪

处分 ４ 人ꎮ

【纪律审查】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纪委监委贯彻落实中

央、 省、 市纪委要求ꎬ 规范信

访举报制度ꎬ 提高办理信访质

量ꎮ 建立健全信访台账ꎬ 严格

落实全委干部信访接待轮流值

班制度和领导班子成员包案负

责制度ꎬ 集中开展信访问题大

排查、 大起底、 大处置ꎮ １—
１１ 月ꎬ 受理信访举报件 １７９ 件

次、 问题线索 ４０２ 条ꎬ 收到中

央第八巡视组、 省委第六巡视

组问题线索交办件 ３４ 件ꎬ 均

已办结ꎬ 收到市委第八巡察组

问题线索交办件 ７８ 件ꎬ 办结

６７ 件ꎬ 办结率 ８５ ９％ꎮ 践行监

督执纪 “四种形态”ꎮ 立足抓

早抓小ꎬ 对党员干部出现的苗

头性、 倾向性问题及时红脸出

汗ꎬ 给予提醒谈话 １２３ 人次ꎬ
诫勉谈话 １１６ 人次ꎬ 函询 ２９ 人

次ꎬ 运用 “第一种形态” 处理

人数占处理总人数的 ７７ ７％ꎮ
进一步完善反腐败工作协调机

制ꎬ 持续加大反腐败力度ꎬ 有

效遏制腐败增量ꎬ 减少腐败存

量ꎬ 强化 “不敢腐” 的震慑ꎮ
１—１１ 月ꎬ 立 案 １３４ 件ꎬ 较

２０１７ 年同期增长 ３３ ６％ꎬ 给予

处分 １００ 人ꎬ 其中党纪处分 ７４
人ꎬ 政务处分 ２６ 人ꎬ 双重处

分 ８ 人ꎬ 处分乡科级干部 ２１
人ꎮ 注重审查调查安全ꎮ 始终

把安全视为审查调查生命线ꎬ
制定并严格执行审查调查谈话

取证 １０ 项制度ꎬ 强化纪检监

察干部审查调查业务培训ꎬ 紧

盯 “走读式” 谈话、 基层审查

调查安全的关键节点和薄弱环

节ꎬ 精准施策ꎬ 查漏补缺ꎬ 坚

守不发生安全事故的底线ꎮ 加

强县、 乡两级谈话室硬件设施

建设ꎬ 投入 ４ 万余元对县纪委

监委谈话室审讯设备、 电子监

控等设施进行升级改造ꎬ 按要

求装配安检门、 储物柜等设

施ꎬ 对消防安全设施设备进行

隐患排查ꎬ 并将各项安全措施

落实到位ꎬ 实现审查调查 “零
事故” 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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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织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

县委组织部坚持在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中开展各项工作ꎬ 实

现政治站位高、 党建工作实、
干部工作严、 人才工作新、 自

身建设强的组织新气象ꎮ

【思想政治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组织部门坚持对

党忠诚ꎬ 带头深入学习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ꎬ 自觉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ꎬ 牢固树立 “四
个意识”ꎬ 坚定 “四个自信”ꎮ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ꎬ 始终在

思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ꎮ 坚决落实县委、 县政

府中心工作ꎬ 在扶贫攻坚队伍

管理、 重点项目推进督查、 目

标管理绩效考核、 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落实等中心工作中发挥

出 示 范 引 领、 带 头 落 实 的

作用ꎮ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组织部树立

“大党建” 意识ꎬ 建立健全基

层党建述职评议、 树立干部任

用看党建的导向ꎬ 创新推行党

建月卡机制、 创新党建巡查机

制ꎮ 创新 “周五政治学习日”
机制、 “２４６８” 干部住村机制ꎬ
层层压紧压实党建工作责任ꎬ
解决干部作风问题ꎮ 推进基层

党支部 “五化” 建设ꎬ 整合财

政、 项目、 上级奖补资金 １ ０８
亿元ꎬ 全县 ２０９ 个农村综合服

务平台全部完成挂牌ꎮ 强化经

费保障ꎬ 村均运转经费提高到

１６ ４４ 万元、 比 ２０１７ 年增长

１０％ꎮ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ꎬ 全县 ４３ 个贫困村实现集

体经济收入 ４９０ 多万ꎬ 其中 １０
万元以上的村 １６ 个ꎮ 强化党

建引领ꎬ 向 ４３ 个贫困村下派

第一书记 ４３ 名ꎬ 派驻工作队

员 １３０ 名ꎬ 实现驻村帮扶和结

对帮扶 “两个全覆盖”ꎮ 选派

“第一书记” 整顿提升软弱涣

散村社区党组织 ２３ 个ꎮ 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ꎬ 建立种植

养殖专业合作社 ４２５ 个 (其中

贫困村发展的有 ７０ 个)ꎬ 全县

５００ 名党员领办创办带富项目

３９７ 个ꎮ

【组织服务能力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组织部强化

政治导向选拔干部ꎮ 突出政治

忠诚、 政治定力、 政治担当、
政治能力和政治自律等 ５ 个标

准ꎬ 完成干部调配 ７ 批ꎬ １９８
人次ꎬ 其中提拔重用 ６７ 人次ꎮ
开展干部档案专项审核ꎬ 完成

档案审核 １７５０ 份ꎮ 完成全县

干部决策支持系统建设ꎬ 完成

信息采集和录入 １ ８ 万条次ꎮ
完善电话、 网络、 信访、 短信

“四位一体” 及 “１２３８０” 举报

平台受理机制ꎬ 全年受理查核

举报信访件 ２２ 件ꎮ 严格出国

(境) 审批程序ꎬ 全年审批、

办理、 新增登记 ３００ 余人次ꎮ
健全提醒、 函询、 诫勉制度ꎬ
对 １４ 名干部进行提醒谈话和

诫勉谈话ꎮ 强化系统全面教育

培训干部ꎮ 举办中共十九大精

神集中轮训班 ４ 期、 培训各级

各类干部 ２６７０ 人次ꎮ 建立老

干部走访联系制度ꎬ 定期走访

联络老干部ꎬ 帮助解决实际困

难ꎮ 举办全市关心下一代现场

会ꎬ 宣传、 推荐蓝山 “五老”
工作成绩ꎮ

【人才服务机制】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组织部坚持按照

党管人才的原则ꎬ 重点建立县

委常委联系拔尖人才制度ꎮ 加

大 “蓝山籍在外八类优秀人

才” 数据库的摸底及更新ꎬ 收

录蓝山籍在外八类优秀人才及

国家级、 省级名师ꎬ 养殖、 种

植大户ꎬ 种粮、 造林大户等

５００ 多人ꎮ 启动并完成 ２０１８ 年

人才引进工程ꎬ 引进紧缺专业

人才 １４ 名ꎬ 新录用公务员 ６８
人、 选调生 ５ 人ꎬ 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 ３５７ 人ꎮ 依托湖南省专

家服务基地平台ꎬ 实现 “不求

所有ꎬ 但求所用”ꎬ 邀请 ３０ 多

名外地专家到蓝山县指导经济

社会发展ꎮ １１ 月上旬ꎬ 湖南省

专家服务基层暨全省第 ５９ 期

农业技术培训班在蓝山县举

办ꎬ 全省各地区和全县农业技

术相关人员 ３００ 多人参训ꎮ 选

派 ２９ 名县级科技特派员到贫

困村助力脱贫攻坚ꎮ 实施本土

人才回引工程ꎬ 回引黄建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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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多位能人回乡创业ꎮ

【组工干部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组织部贯彻

落实省委组织部 «关于加强全

省组工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ꎬ
坚持组工干部队伍建设与全县

组织工作并轨谋划推进ꎮ 以周

五政治学习日、 集体学习、 专

题讨论和主题党日为契机ꎬ 组

织开展 “三项教育” 中的 “三
看活动” (到医院看、 到部队

看、 到监狱看)ꎬ 到周敦颐故

居等地锤炼党性ꎬ 筑牢思想根

基ꎬ 增强政治定力ꎮ 建立健全

组工干部联系制度ꎬ 部领导带

队ꎬ 每位组工干部联系 １ 个乡

镇和 ３~５ 个县直单位ꎬ 开展党

建指导和督查等ꎬ 提升综合服

务能力ꎮ

宣 传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

县委宣传部在中央和省市党

报、 党 刊、 党 网、 党 台 发 稿

１６００ 余篇ꎻ 蓝山被列入全市 ４
个融媒体中心建设试点县区之

一ꎻ 永州市委主要负责人对蓝

山新闻宣传工作作出专门批

示ꎻ 全县文化产业企业发展到

７６ 家ꎬ 文化行业个体户发展到

２１３ 家ꎬ 文 化 产 业 总 产 值

１０ ６９ 亿元ꎻ 农家书屋发展到

３５８ 个ꎬ 农村广播 “村村响”
实现全县各行政村全覆盖ꎻ 对

２０ 余件重点热点信息进行处

置ꎬ 打击网络谣言 ２ 起、 行政

拘留 ４ 人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理论宣

传手段、 形式和方法有待更

新ꎬ 力度还有待加强ꎻ 运用媒

体、 管理媒体、 引导媒体宣传

方面还有待加强ꎻ 精神文明工

作在创建力度、 创新方式上还

需大力推动ꎻ 网络舆情引导及

监测力度有待加强ꎮ

【理论武装】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委宣传部按照永州市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委 (党组)
理论中心组要求ꎬ 结合蓝山实

际ꎬ 以党委 (党组) 理论学习

中心组为龙头ꎬ 围绕全县改革

发展全局性、 战略性和前瞻性

问题ꎬ 建立健全 «县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制度» 等制度ꎬ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全年集中

学习 １０ 次以上ꎮ 创办 «蓝山

理论学习参考» 内刊ꎬ 推出党

员干部学习心得体会和调研文

章 ５０ 余篇ꎮ 组织开展 “喜迎

十九大三蓝新变化”、 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天天

见、 天天新、 天天深” 系列宣

讲活动ꎬ 举行 “奋斗新时代
书写新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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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知

识抢答赛、 “不忘初心争创

一流” 演讲比赛等系列主题宣

传活动ꎮ 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度好

文我推荐” 评选活动ꎬ 推出

“每日一课” “每周荐读” 网

络学习专栏ꎬ 开展理论宣讲和

百姓微宣讲等ꎮ 做好县委中心

组集中学习的各项服务工作ꎮ
学习前ꎬ 县委宣传部拟定选题

报县委书记同意ꎬ 提前制定学

习议程、 学习内容等ꎬ 发给中

心组成员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 意识形态工

作、 党风廉政建设、 习近平关

于组织工作、 宣传工作、 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工作、 统战民宗

工作ꎬ 开展集中学习 １４ 次ꎮ

【意识形态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宣传部落实党委

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ꎬ 制

定 «蓝山县党委 (党组) 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办法»ꎬ
落实各级党委 (党组) 的主体

责任、 党委 (党组) 书记的第

一责任、 分管领导的直接责

任、 领导班子成员的 “一岗双

责”ꎬ 县委主要领导带头抓意

识形态工作、 带头管阵地把导

向强队伍、 带头批评错误观点

和错误倾向ꎬ 确保重要工作亲

自部署、 重要问题亲自过问、
重大事件亲自处置ꎮ 实施 “一
把手工程”ꎬ 通过 “关键少数”
层层传导压力、 落实责任ꎮ 把

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县委常委会

重点研究内容ꎬ 连续两年开展

意识形态工作单独考核表彰ꎬ
推行乡镇党委书记意识形态工

作述职评议ꎮ 建立健全意识形

态分析研判、 阵地管理和联席

会议等工作制度ꎬ 将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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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作为干部

任免考察、 巡察工作重要内

容ꎮ 坚持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

各级党委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

和述职报告、 纪律监督检查和

巡察、 干部考核、 绩效评估的

重要内容ꎬ 下发文件要求各级

各部门认真落实ꎮ 结合市里下

达的目标考核内容ꎬ 把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纳入对

全县各级各部门的目标考核ꎬ
明确考核内容、 方法和程序ꎬ
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规范化ꎮ

【新闻宣传】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委宣传部围绕县委重大

决策部署、 重点工作、 重点项

目ꎬ 开展 “三大攻坚战” “六
大战役” “产业项目建设年”
等重大宣传活动ꎮ 全年在中央

和省市党报、 党刊、 党网、 党

台发稿 １６００ 余篇ꎮ 在新华社

发通稿 ３ 次 ６ 篇ꎬ 在央视上稿

８ 篇ꎬ 上稿数量和质量上均实

现新突破ꎮ 新闻 «湖南: 铁腕

治污确保饮用水源安全» 在央

视 «新闻联播» 播出ꎬ 蓝山瑶

歌传承人题材在新华社发对内

通稿、 对外英文通稿、 对外英

文特稿、 海媒推特 ４ 条线路ꎮ
全年在 «湖南日报» 来上稿

９１ 篇ꎬ 在湖南卫视上稿 ９０ 条ꎬ
分 别 比 ２０１７ 年 提 升 ５０％、
１２％ꎮ 在红网上稿在全市排位

靠前ꎮ 重点报道 «视使命如生

命———追忆蓝山县委常委、 原

政法委书记黄小兵» 获永州新

闻奖对外报道奖ꎬ «铁血忠魂

铸三蓝» 获永州新闻奖作品奖

三等奖ꎮ 永州市委书记、 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李晖对我县 ３ 月

的新闻宣传作出批示: “蓝山

县宣传工作有明显进步ꎬ 应予

表扬ꎻ 希望再接再厉ꎬ 把镜头

笔头对准基层ꎬ 传播永州更多

正能量”ꎮ 推进媒体融合ꎬ 蓝

山被列入全市 ４ 个融媒体中心

建设试点县区之一ꎬ 县融媒体

中心挂牌运行ꎮ 运用新兴媒

体ꎬ 营造网宣氛围ꎬ 通过政府

网站、 “两微一端” 发布最新、
最准确、 最具权威的信息ꎬ 加

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和网络政

策宣传工作ꎮ 与 «湖南日报»
报社签署融媒体战略合作协

议ꎬ 新开发的 “新蓝山” ＡＰＰ
实现试运行ꎮ

【群众文化生活】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宣传部推进文化

强县建设ꎬ 补齐文化小康短

板ꎮ 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

准化均等化建设ꎮ 文化产业总

产值 １０ ６９ 亿元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度

增长 ２２ ５％ꎬ 文化产业总产值

占地方生产总值 ６ １％ꎬ 全县

初步形成乡村文化旅游、 广告

制作、 网络文化、 健身休闲等

为主的文化产业体系ꎮ 新华书

店完成升级改造ꎬ 农家书屋发

展到 ３５８ 个ꎬ 农村广播 “村村

响” 实现全县各行政村全覆

盖ꎬ 县、 乡、 村三级公共文化

服务网络体系初步形成ꎮ 开展

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类文体活

动ꎬ 举办春节联欢晚会、 元宵

灯谜会和 “欢乐潇湘” 大型群

众文艺汇演蓝山专场ꎬ 原创群

舞 «挑盐古道» 获得省文化艺

术节银奖ꎮ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宣传部以 “三城

同创” 为契机ꎬ 开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中共十九大精神

的宣传ꎬ 在城区主要街道、 广

场和人口密集地制作一批公益

广告牌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中共十九大精神落地生

根ꎮ 围绕巩固提升创建省级文

明县城创建成果目标ꎬ 制定工

作方案ꎬ 将工作任务细化到每

个月ꎮ 加强巩固提升创建省级

文明县城创建成果的宣传ꎬ 制

作创建文明卫生园林县城宣传

音频ꎬ 利用流动宣传车在全县

流动播放ꎮ 在电视台、 蓝山新

闻网、 手机报设立 “曝光台”ꎬ
对不文明现象予以曝光ꎮ 出台

«蓝山县志愿服务组织管理办

法»ꎬ 组织志愿服务队开展帮

助山区贫困户种生姜等学雷锋

志愿服务活动ꎮ 组织广大党员

干部志愿者开展红绿灯文明劝

导活动ꎬ 全县 １３０ 多个单位轮

流在县城 ４ 个红绿灯路口开展

文明劝导ꎬ 提升市民文明素

质ꎮ 上半年ꎬ 围绕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ꎬ 召开 ２０１８ 年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座谈

会和专题调研ꎮ 围绕乡村振兴

工作ꎬ 抓好乡风文明工作ꎬ 在

全县各乡镇开展立村规、 治陋

习、 树家风系列活动ꎬ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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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乡风文明、 简办红白喜

事” 等村规民约ꎮ 开展 “蓝山

好人” “美德少年” “星级文

明户” “优秀志愿者” “优秀

志愿服务组织” “文明窗口”
“文明家庭” “文明店铺” “乡
风文明示范村” 等 ９ 类评选活

动ꎬ 推动文明创建工作ꎮ

【舆情机制】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委宣传部提高网络监管

水平ꎬ 拓展网络违法与不良信

息举报受理渠道ꎬ 建立健全舆

情研判机制ꎬ 推进网络舆情联

动处置ꎮ 提高网络法治化水

平ꎬ 坚持依法管网、 执法治

网、 依法上网ꎬ 倡导理性和

平、 文明有序、 积极向上的网

络文明新风尚ꎬ 规范网络传播

秩序ꎮ 确保重大节日、 重大舆

情发生时ꎬ 网络舆情工作人员

２４ 小时值班在岗ꎬ 随时关注舆

情状态ꎬ 对于舆情信息的监测

做到第一时间发现、 登记、 报

送ꎮ 坚持日常定时检测ꎬ 掌握

网络动态ꎬ 明确网络监督分

工ꎬ 网信办工作人员采用关键

字搜索、 分时段浏览等方式分

版块对微信、 微博、 百度贴

吧、 论坛等舆论场ꎬ 进行监

督ꎮ 加强重大事件监督ꎬ 做好

舆情预防应对ꎬ 通过加强专题

监控ꎬ 采取现场管控和在线监

控相结合的方式ꎬ 发现处置舆

情ꎮ 发现舆情后ꎬ 网信办工作

人员及时分析、 处置舆情ꎬ 将

事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ꎮ 是

年ꎬ 蓝山县委宣传部对 ２１０ 项

网上信息进行督察督办和回应

处理ꎬ 对 ２０ 余件重点热点信

息进行处置ꎬ 打击网络谣言 ２
起、 行政拘留 ４ 人ꎮ

统 一 战 线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

县委统战部加强和改进全县统

一战线工作ꎬ 为助推全县经济

社会发展团结和凝聚最广泛的

统一战线力量ꎬ 各项工作取得

长足进展ꎮ 县委统战部引导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及各界统战

成员围绕脱贫攻坚、 乡村振

兴、 文化旅游、 环境保护、 城

市建设等ꎬ 撰写提案建议 ４０
余篇ꎬ 提出意见和建议 ２００ 多

条ꎻ 开展宗教教职人员培训 ５０
余人次ꎬ 县民宗局翻印和发放

新 «宗教事条例» １０００ 余册ꎻ
接待外来少数民族群众 １２６ 人

次ꎬ 救助外来少数民族群众 １１
人次ꎻ 登记在册的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 ２６００ 余人ꎻ 在国家级

网站发表涉侨文章 ３ 篇ꎬ 在省

侨联网站发表涉侨信息 ２１ 篇ꎬ
市级发表涉侨信息稿件 １６ 篇ꎮ
全年县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

９２ ２ 亿元ꎬ 民营经济固定资产

投资实现 ５５ １６ 亿元ꎬ 民营经

济实缴税金 ３６４２８ １１ 万元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个别基

层党组织负责人对统一战线工

作不够重视ꎬ 部分乡镇统战工

作站没有实现规范化建设ꎻ 党

外干部队伍建设需进一步加

强ꎬ 县政府组成部门还有部分

单位未按要求配备党外副职ꎬ
党外干部缺乏交流锻炼的机

会ꎬ 乡镇党外副职提拔晋升

难ꎻ “同心美丽乡村” 创建工

作需进一步加强ꎬ 乡、 村两级

对于创建工作的意义认识不到

位ꎬ 创建意识不强ꎻ 对新阶

层、 新领域的统战工作探索不

够ꎬ 思想动态掌握不透ꎬ 教育

引领不够ꎻ 统一战线自身建设

的薄弱ꎬ 乡镇统战委员身兼数

职普遍存在ꎬ 村级统战工作存

在着薄弱环节ꎬ 县、 乡、 村三

级统战网络还不能充分发挥互

动作用ꎮ

【制度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委贯彻落实中央、 省

委、 市委统战工作会议及 «条
例» 精神ꎬ 加强党对统战工作

的领导ꎮ 建立 «组织统战培养

选拔党外干部 “六个共同” 机

制联席会议制度» 和 «统一战

线宣传工作联席会议制度»ꎬ
明确对要求入党的县处级以下

党外干部ꎬ 执行报批程序ꎮ 下

发 «蓝山县建立县委常委人大

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与非公有

制经济代表人士和新的社会阶

层代表人士联谊交友制度的意

见» «蓝山县建立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 «蓝山县建立县委常委与

党外代表人士联谊交友制度»ꎬ
从顶层设计促进统战工作ꎮ 蓝

山县委主要负责人履行党委第

一责任人责任ꎬ 带头参加统一

战线重要活动ꎮ 将统一战线工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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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纳入县委中心组学习内容ꎬ
重点学习对台工作和民族宗教

工作相关知识ꎻ 将统战工作纳

入对党委领导班子、 领导干部

执行力考核内容ꎬ 纳入县直单

位、 乡镇绩效考核内容ꎬ 在县

委常委会上明确将统战工作列

为单项表彰项目ꎻ 将统战工作

纳入县委党校教学内容ꎬ 县委

党校开设的科干班、 党外干部

班和少数民族干部班ꎬ 均开展

统战知识、 侨务知识、 新时代

社会主义民族宗教政策等讲

座ꎮ 将统战工作纳入 «２０１８ 年

蓝山县宣传思想工作要点»ꎻ
县委常委会多次组织学习传达

中央、 省委、 市委关于统战工

作的会议和文件精神ꎬ 研究部

署统一战线工作ꎮ 全年召开统

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２
次ꎬ 根据省委、 市委统一战线

工作领导小组的调整情况相应

调整增加县委政法委、 县发改

委、 县农委、 县委网信办作为

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ꎮ 为县工商联增加考察

培训经费 １０ 万元ꎻ 解决台胞

台属特别经费 １０ 万元并纳入

县财政预算ꎻ 成立蓝山县 “四
同创建” 工作领导小组ꎬ 把相

关职能部门列为成员单位ꎬ 增

加 １０ 万元 “同心美丽乡村”
创建工作经费ꎻ 解决宗教工作

“五进五好” 建设经费及建立

县乡村三级宗教事务管理网络

专项经费 １０ 万元ꎻ 由县财政

据实核拨市台办举行的 “永台

青少年 ‘品读永州’ 文化之旅

活动” 在蓝山活动经费ꎻ 按上

级要求调整蓝山县对台工作领

导小组领导名单及成员名单ꎻ
支持县台办与县教育局在县职

业中专创办全市第一家青少年

涉台教育基地ꎮ

【政治引领】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委统战部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教育引导统

战成员ꎬ 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

同ꎮ 组织统一战线系统党员干

部集中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及

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 省市统

一战线工作会议精神、 统一战

线理论方针政策、 统一战线业

务知识等ꎬ 提高统一战线干部

的思想认识ꎮ 开展 “同心筑梦

听党话携手前行跟党走” 宣

讲活动、 “不忘合作初心 　 共

担历史使命” “五进促五好”
主题实践教育同 “七个一” 学

习宣传教育系列活动ꎮ 推进非

公经济人士 “不忘创业初心、
接力改革伟业” 理想信念教

育、 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等主题活动ꎬ 激发统一战

线成员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

德、 同心同向、 同心同行的

决心ꎮ

【服务大局】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委统战部把服务中心大

局作为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ꎬ
持续实施 “凝心聚力 ‘十三

五’ 行动”ꎮ 引导工商联和无

党派人士及各界统战成员围绕

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 文化旅

游、 环境保护、 城市建设等ꎬ
特别是围绕 “六大战役” 等县

委、 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开展

调研ꎬ 撰写提案建议 ４０ 余篇ꎬ
提出意见和建议 ２００ 多条ꎮ 推

进 “万企帮万村” 行动ꎬ 通过

开展产业帮扶、 就业创业帮

扶、 结对帮扶等形式ꎬ 组织 ３２
家民营企业与 ２４ 个贫困村精

准对接ꎬ 签订 «村企结对帮扶

协议书»ꎬ 引导非公企业为贫

困群众捐款捐物及提供资金帮

扶 ６０ 余万元ꎮ ６ 月 ３０ 日ꎬ 在

迎接建党 ９７ 周年的重大节日ꎬ
驻东莞市企业联合党委组织 ６
个支部 １６０ 多名党员为浆洞瑶

族乡枫木山村的精准扶贫进行

捐 款ꎬ 现 场 筹 集 到 扶 贫 款

２５ １９ 万元ꎮ 引导星月玩具公

司、 蓝山锵铖电子有限公司、
蓝山鼎力家具有限公司等非公

企业在全县各乡镇开设扶贫车

间ꎬ 将扶贫车间建到贫困户家

门口ꎬ 为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岗

位 １６００ 余个ꎮ 引导非公经济

企业参与助学活动ꎬ 湘威公司

捐助助学金 ７５ 万余元ꎮ 开展

统一战线 “泛海助学” 行动ꎬ
为 ３８ 名贫困大学新生提供助

学金 １９ 万元ꎮ 蓝山县郁葱林

业有限责任公司在 ７ 个贫困村

以林业产业带动贫困户和贫困

人口建立长效脱贫机制ꎬ 投入

资金 １５０ 多万元ꎬ 与 ２７ 户贫困

户、 ８７ 个贫困人口合作造林ꎮ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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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三峰茶业有限公司以生态

旅游产业带动贫困户和贫困人

口建立长效脱贫机制ꎬ 投入资

金 ８０００ 多万元ꎬ 使百叠岭村

及周边的数百名贫困人口长期

受益ꎮ 开展 “四同创建” 以及

“同心美丽乡村” 创建ꎬ 引导

毛俊村申报省级 “同心美丽乡

村”ꎬ 引导大桥村、 雷家岭村、
南门社区申报市级同心乡村、
社区ꎮ 要求全县各乡镇至少申

报 １ 个以上的县级 “同心美丽

乡村” 创建点ꎮ 以省华侨产业

园为平台ꎬ 进行大招商、 招大

商ꎮ 支持在蓝山的外资企业扩

大发展ꎬ 抓好省园区内皮具产

业园、 星月玩具三期、 湘威三

期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ꎮ 湘江

源皮具产业园项目终期建设用

地 ２０ 公顷ꎬ 总投资 １０ 亿元ꎬ
厂房建筑面积 １６ ３ 万平方米ꎬ
建成标准厂房 ６ 幢、 ５ 万余平

方米ꎬ 有 ５０ 余家企业入驻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省华侨产

业园完成总投资 １２ 亿元ꎬ 新

建标准厂房 ２０ 余万平方米ꎬ
完善园区交通网ꎬ 配套政务中

心、 学校、 医院、 公寓楼等服

务设施ꎮ 龙昌国际、 高信电子

等 ７６ 家企业落户园区ꎬ 就业

人员 ７０００ 余人ꎮ 全年完成税

收约 １ ５ 亿元ꎮ 参与全县 “迎
老乡、 回故乡、 建家乡” 招商

引资活动ꎬ 接待来蓝山考察外

商 ６０ 余人次ꎮ 省华侨产业园

被省委统战部评为 “省级同心

园区”ꎮ

【党外人士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统战部配合市委

统战部开展党外干部队伍能力

建设走访调研活动ꎬ 掌握党外

干部履职以及党外后备干部建

设等情况ꎬ 摸清全县党外干部

队伍建设的短板和问题ꎮ 与组

织部门加强协调配合ꎬ 加强党

外干部的培养选拔ꎮ 全年有 ３
名政府组成部门的党外副职交

流到县人大、 县政协任职ꎬ ２
名党外年轻后备干部提拔为乡

镇党外副职ꎮ 党外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的配备比例不断提

高ꎮ 支持工商联、 无党派人士

开展民主监督工作ꎬ 履行好参

政议政职能ꎮ 联合党校举办为

期两个月党外干部主体班ꎬ ３７
名党外干部参加学习ꎮ 邀请市

委统战部副部长作 “党外干部

的安排政策与能力培养” 专题

讲座ꎮ

【非公领域 “两个健康” 工

作】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

统战部学习传达习近平在民营

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ꎬ 并在蓝

山县企业家协会群开展讨论ꎮ
１１ 月 ７ 日下午ꎬ 组织 ３３ 家民

营企业在湖南三峰茶业有限责

任公司开展学习讨论ꎮ １２ 月 ４
日ꎬ 蓝山县民营企业座谈会在

党校二楼会议室召开ꎬ 县委常

委、 相关县领导、 部门负责人

参加会议ꎬ 听取企业关于经济

发展的意见和建议ꎮ 开展 “访
民企、 办实事、 强信心” 调研

活动ꎬ 举办 “非公经济代表人

士座谈会” “精准扶贫劳务协

作” 暨春风行动企业用工现场

招聘会、 政银合作支持小微企

业发展座谈会等活动ꎬ 帮助解

决融资、 用地、 供电、 供水、
用工ꎬ 以及员工培训、 劳动保

障、 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困难和

问题ꎮ 帮助企业招聘工人近

２０００ 人ꎮ 推进商会建设ꎬ 县工

商联总商会争创 “五好商会”ꎬ
指导广东佛山商会和乡镇基层

商会做好筹备工作ꎬ 建成基层

商会 １ 个ꎮ 全年县民营经济实

现增加值 ９２ ２ 亿元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增长 ８ ７ 个百分点ꎻ 民营经

济固定资产投资实现 ５５ １６ 亿

元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增长 １４ ８ 个百

分 点ꎻ 民 营 经 济 实 缴 税 金

３６４２８ １１ 万元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增

长 ２６ ９１ 个百分点ꎮ 按县区统

战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内容及计

分办法计算ꎬ 实现民营经济发

展增长 １４ ７８ 个百分点ꎮ

【民族宗教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统战部做好民族

发展项目申报ꎬ 引导各民族村

按照 “一村一品” 的发展思

路ꎬ 制定本村的优势产业ꎬ 发

展特色产业项目ꎬ 定向上级申

报项目 ８ 个ꎮ 争取 ２０１８ 年散居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资金 ８０ 万

元用于蓝山县瑶族地区基础设

施建设、 文体活动、 民族教育

等各项工作的开展ꎻ 争取县级

少数民族扶贫资金 ２０ 万元用

于 ６ 个民族乡及部分散居民族

村基础设施建设ꎮ 引导各民族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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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开展民族文化传承进校园

实践创新活动ꎬ 传承和弘扬好

民族文化ꎬ 加强民族团结ꎮ 举

办第十五届少数民族篮球运动

会ꎮ 依托社区网格化管理模

式ꎬ 加强少数民族的服务引

导ꎬ 全年接待少数民族群众

１２６ 人次ꎬ 救助外来少数民族

群众 １１ 人次ꎻ 召开来蓝山的

少数民族群众座谈会 １ 次ꎻ 由

县民宗局牵头ꎬ 参与处理新疆

维吾尔族人占道经营小商品事

件 １ 件ꎮ 申报民族团结创建示

范乡镇和学校ꎬ 上报市民族团

结乡镇 １ 个 (浆洞瑶族乡)ꎬ
民族团结示范学校 １ 个 (县民

族中学)ꎬ 民族团结示范村 １
个 (湘江源瑶族乡坪源村)ꎬ
安排专人一对一督查指导ꎮ 县

委、 县政府履行宗教工作主体

责任ꎬ 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

导ꎬ 加大对宗教工作的投入ꎬ
强化对宗教工作的督查检查ꎮ
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宗教工作

网络和乡村两级宗教工作责任

制ꎬ 建立宗教工作属地管理原

则ꎮ 整改落实中央第八巡视组

交办问题ꎬ 打击取缔非法宗教

活动场所ꎮ 在宗教界开展 “五
进五好” 主题实践活动、 和谐

寺观教堂创建活动ꎬ 围绕 “法
制化道路” “中国化方向” 主

题ꎬ 每季度组织宗教教职人员

学习培训ꎮ 全年培训 ５０ 余人

次ꎬ 县民宗局翻印和发放新

«宗教事条例» １０００ 余册ꎮ 到

塔下寺等各宗教场所开展调研

和安全隐患排查ꎬ 将安全隐患

整改到位ꎮ

【新社会阶层人士统一战线工

作】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

统战部下发 «关于做好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登记的通知»ꎬ 健

全完善和更新全县新的社会阶

层四类人员数据库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登记在册的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 ２６００ 余人ꎮ 注重发

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特点和

优势ꎬ 加强与新社会组织和新

的社会阶层中代表人士的交流

沟通和引导工作ꎮ 在 “新爱

婴” 和皮具产业园分别设立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实践教育基地

２ 个ꎬ 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开展健康积极的实践教育活

动ꎬ 助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ꎮ

【港澳台海外统一战线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统战部

举办在蓝山的台商、 台干和重

点台属春节联谊座谈活动ꎬ 归

侨侨眷、 港澳眷属和侨商迎春

团拜会ꎮ 春节前夕ꎬ 县委常

委、 县委统战部部长赵忠辉带

队慰问台胞台属、 归侨侨眷侨

属ꎮ 春节期间ꎬ 赵忠辉率领县

委统战部、 县工商联、 县台办

等部门负责人走访调研湘威、
星月、 金山川等台资、 港资企

业开工情况ꎮ 在蓝山的台企实

现扩大发展ꎬ 湘威三期工程加

伟公司完工投产ꎮ 承阳针织、
永州航昇生态休闲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高信电子发展较快ꎮ
协助台资企业招收员工 ８００ 余

人ꎮ 宣传贯彻 «关于促进两岸

经济文化合作交流的若干措

施»ꎬ 推动两岸经济文化进一

步加强交流ꎮ 走访台胞、 台企

和重点台属 ９８ 人次ꎮ 开展对

台教育进校园活动ꎬ 在蓝山县

职业中专建立全市首个 “青少

年涉台教育基地”ꎮ 协助举办

永台青少年 “品读永州” 文化

之旅走进蓝山活动ꎮ 促成总投

资 １００ 万美元的香港维利玩具

公司在产业园开业投产ꎮ 完善

海外人才库建设ꎬ 深化海外人

才智力援乡行动ꎮ 配合省市侨

联组建 “海外人才智囊团”ꎬ
吸纳蓝山籍海外的知名专家学

者ꎬ 为蓝山发展建言献策ꎮ 配

合市侨联开展 “海外人才智力

援乡” 工程ꎬ 促成全美湖南同

乡会主席、 华人科学家黄厚

斌、 顾问于海燕到蓝山县二

中、 县职业中专举办公益励志

报告会ꎬ 近 ２０００ 名师生听取

报告ꎮ 为侨胞侨属搞好服务ꎬ
慰问归侨侨眷 ８０ 人ꎬ 发放慰

问金及物品价值合计 ３ 万余

元ꎮ 开展侨务工作信息宣传调

研工作ꎬ 在国家级网站发表涉

侨文章 ３ 篇ꎬ 在省侨联网站发

表涉侨信息 ２１ 篇ꎬ 市级发表

涉侨信息稿件 １６ 篇ꎮ 加大侨

务知识宣传ꎬ 扩大 “侨心” 品

牌影响力和知名度ꎮ 蓝山县侨

联工作在全省侨联工作会议上

作典型经验发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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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年鉴 (２０１９) 中共蓝山县委员会

对 台 工 作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

县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围绕县

委、 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及对台

工作交流、 对台宣传等对台基

层基础工作ꎬ 推动全县对台工

作的平衡发展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年末ꎬ 全县 ３１０ 户台属实现小

康ꎬ 占台属总户数的 ９０ ５８％ꎻ
全县台资台属企业总数 １４６ 家

(其中: 台资企业 ７ 家、 台属

企业和台属个体工商户 １３９
家)ꎬ 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和

城 镇 待 业 人 员、 下 岗 职 工

３１５１ 人ꎮ

【对台工作履职】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２ 次通过全县各级、 各部门参

加的会议ꎬ 传达贯彻上级对台

工作会议精神ꎬ 部署落实对台

工作任务ꎻ 通过印发文件和简

报ꎬ 就阶段性工作和单项工作

提出安排意见并进行总结ꎻ 组

织对台专兼职干部和台胞台属

通过 座 谈、 广 播、 电 视、 报

纸、 网络等渠道学习了解中国

共产党十九大精神ꎻ 台办负责

人和对台工作专职干部多次到

全县乡镇和台资台属企业、 重

点台属家庭户中了解情况ꎬ 协

助当地党政组织做好对台工

作ꎬ 帮助台资台属企业和困难

台属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问

题 ２８ 件 (次)ꎻ 开展精准扶贫

工作ꎬ 按照 “脱贫攻坚 ‘十

步’ 工作法” 要求ꎬ 开展对特

困户 “一对一” 的帮扶工作ꎬ
台办干部结对帮扶毛俊镇尚屏

村的刘先南、 邓贻学等 ４ 名困

难户ꎬ 个人为帮扶对象提供

４００ 元爱心款ꎮ 台办干部对 １０
名困难台属进行上门走访慰

问ꎬ 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ꎬ 帮

助解决生产生活具体问题ꎻ 坚

持重大问题主动向县委、 县政

府请示汇报ꎬ 加强与其他县市

台办和涉台相关部门的联系ꎬ
组织台办干部先后前往攸县、
湖北省仙桃市台办考察学习ꎬ
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法ꎬ 争取

对台工作支持ꎻ 加强对台联工

作的领导ꎬ 注重对台联重大活

动的指导和参与ꎬ 指导台联开

展对台工作活动 ５ 次ꎮ

【涉台教育】 　 中共蓝山县委

台湾工作办公室在春节、 中秋

等传统节日期间ꎬ 开展 “走访

慰问探亲台胞、 重 点 台 属 ”
“台胞台属庆中秋、 迎国庆联

欢” 等活动ꎻ 召开 “迎春座谈

会” “台属座谈会” “党的十

九大精神学习会”ꎬ 学习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有关台湾问

题的论述和中共中央对台工作

的方针政策ꎻ 县委台办在县职

业中学、 县委中心组学习会上

组织举办涉台知识讲座 ２ 场ꎬ
县职业中学学生和全县乡镇场

党委书记、 联工委主任、 县直

单位主要负责人听取讲座ꎻ 在

全县范围内开展涉台宣传教育

活动ꎬ 县委台办组织专业人员

编印 «涉台宣传教育资料汇

编» 书籍 １０００ 册和 «蓝山县

涉台知识竞赛试题» １ 万份发

放给全县中小学校和对台工作

专兼职干部ꎬ 涵盖 １４ 个乡镇、
６ 个涉台相关部门、 ２ 所中小

学校ꎮ 通过召开会议、 组织开

展涉台知识竞赛、 作台湾问题

形势报告、 党校讲课等形式ꎬ
开展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

涉台教育ꎮ 是年ꎬ 全县各级各

部门、 各中小学校召开涉台教

育活动 ５０ 次ꎬ 县中心组学习、
党校、 中小学授课 ３ 堂ꎬ 办墙

报、 黑板报、 专栏 ６５ 期ꎬ 参

加涉台知识竞赛 １ 万人 (次)ꎬ
编写并印发各类涉台宣传资料

１ 万余份ꎬ 举行台湾校园歌曲

歌唱比赛 ３ 场ꎬ 评选奖励优秀

涉台诗歌、 征文、 板报、 手抄

报 ４５００ 篇ꎬ 受教育的师生面

达到 １ 万余人次ꎮ

【对台宣传】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组织撰写对台宣传和对内涉

台宣传稿件 １０ 篇ꎬ 被对台对

外新闻媒体采用宣传稿件 ２
篇ꎬ 被市级以上报刊、 电台采

用涉台稿件 ３４ 篇ꎻ 拟写并上

报工作信息、 调研报告、 理论

文章、 经验材料等 ３６ 篇ꎬ 被

省、 市台办简报和转发信息 ２０
条ꎻ 征订 ２０１８ 年度对台工作

宣传刊物 ６８ 份ꎮ

【对台交往交流】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ꎬ 永 州 台 湾 青 少 年

“品读永州” 文化之旅活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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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蓝山县委员会 蓝山年鉴 (２０１９)

进蓝山ꎬ 台湾的 ２８ 名青少年

和永州青少年结对到蓝山县探

寻瑶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

俗ꎮ ７ 月 １２ 日—１５ 日ꎬ 台湾

高雄市航务代理商业同业会 １６
人到蓝山开展经贸考察ꎮ 是

年ꎬ 蓝山县接待探亲、 旅游、
考 察 的 台 胞 １０ 起、 １２７ 人

(次)ꎻ 协助办理赴台人员 １１４
人 (其中: 因公赴台考察 ２
人ꎬ 因私赴台探亲、 访友 ３１
人、 随团队赴台旅游 ８１ 人)ꎬ
向在台亲友推荐项目 ３０ 个ꎬ
引进台湾资金 １２０ 万元ꎬ 引进

项目 １ 个ꎮ

【对台经济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支持台企扩大发展ꎬ 湘

威三期工程加伟公司建成投

产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蓝山

县台企永州湘威运动用品有限

公司实现进出口额 ３９００ 万美

元ꎬ 永州承阳针织有限公司实

现进出口额 ２９０ 万美元ꎮ 永州

航昇生态休闲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高信电子发展较快ꎮ 引进

台资合资企业蓝山恒华米业建

成投产ꎮ 协助台企招收员工

８００ 余人ꎮ 全年对各乡镇对全

县 ３８６ 户台属家庭的生产 (经
营)、 经济收入和生活状况进

行调查ꎬ 帮助部分贫困台属制

定致富奔小康规划ꎬ 全县新增

培育台属个体经营示范户、 台

属种植养殖示范户 ４ 家ꎬ 完成

户办工程 ８ 户ꎬ 新建小康农居

１８ 户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全

县 ３１０ 户台属实现小康ꎬ 占台

属总户数的 ９０ ５８％ꎮ 开展为

期 ３ 个月的 “服务台商大走访

季” 活动ꎬ 县委台办协调县级

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走访台资

企业 ７ 家、 台属企业 ６ 家ꎬ 走

访台胞台属 ３５ 人ꎬ 征集意见 ５
条ꎬ 收集台企 (台商、 台属)
主要诉求 ４ 条ꎬ 立行立办解决

问题 ２ 件 (次)ꎮ 台办干部 ４
次对联系台属经济实体进行逐

户走访、 调查ꎬ 帮助解决实际

问题ꎬ 原有 ３３ 家台属企业和

台属个体工商户得到巩固发

展ꎬ 全年扩大投资 ８０ 万元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全县台资

台属企业总数达到 １４６ 家 (其
中: 台资企业 ７ 家、 台属企业

和台属个体工商户 １３９ 家)ꎬ
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 城镇待

业人员和下岗职工 ３１５１ 人ꎮ

【机关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坚持

按月向市委台办报送 “工作月

报” 和 “接待台胞月报表” 制

度ꎻ 印发简报 １２ 期ꎻ 撰写工

作报告、 汇报材料、 经验材

料、 领导讲话材料等 １６ 篇ꎻ
集中时间开展对台调研工作ꎬ
拟写并上报理论文章 １ 篇ꎻ 开

展调研ꎬ 完成调研文章 «浅析

如何做好新时期对台工作»ꎻ
对全县去台人员的档案资料和

２７ 对涉台婚姻人头档案资料进

行补充和完善ꎬ 新建涉台婚姻

人头档案 ２ 个ꎻ 完善并修订台

办规章制度 ６ 个ꎻ 做好涉台维

稳工作ꎬ 全年接待台胞台属来

信来访 ５７ 人 (次)ꎬ 无台属越

级上访事件发生ꎻ 为台胞台属

办实事、 解急难、 协调处理各

类纠纷 ２８ 件 (次)ꎻ 收集并整

理年度对台工作档案 ２ 卷ꎮ

机 构 编 制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机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ꎬ
执行机构编制工作各项方针政

策ꎬ 以中共永州市委 “六大战

役” 为契机ꎬ 加强改进机构编

制工作ꎬ 取得较好成效ꎮ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提出 “一局三中心”
机构设置框架设想ꎮ ３ 月—４
月ꎬ 县编办在市审改办组织下

先后赴长沙市芙蓉区、 邯郸市

对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

点进行专题考察学习ꎮ 通过参

考借鉴各地经验ꎬ 在相对集中

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方案中提

出 “一局三中心” 的机构设置

框架ꎬ 提高行政审批效率ꎬ 激

发市场和社会活力ꎮ “一局”
即县行政审批局ꎬ 为负责全县

行政审批工作的政府工作部

门ꎻ “三中心” 即: 县政务服

务中心、 县数据资源中心、 县

现场查勘中心ꎮ 机构设置方案

得到省、 市机构编制部门肯

定ꎬ 在体制机制上为开展相对

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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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年鉴 (２０１９) 中共蓝山县委员会

保障ꎮ 梳理确定相对集中行政

许可事项ꎮ 组织专门力量对县

政府各部门承担的涉及企业和

群众的行政审批事项及其关联

事项进行梳理ꎮ 经梳理后的相

对集中行政许可事项分别经过

省、 市编办、 法制办的审核确

认ꎬ 提请省政府审批ꎮ

【 “互联网＋政务服务” 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提前梳理和优化事

项ꎮ 在省、 市部署之前ꎬ 按照

政务服务事项 ４３ 个组成要素、
政务公开事项 １０ 个要素ꎬ 梳

理政务服务事项和八大试点领

域政务公开事项ꎬ 做到分类科

学、 名称规范、 指向明确ꎮ 截

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完成所有县

直部门政务服务事项和政务公

开事项的梳理ꎬ 编制形成政务

服务事项 ４００９ 项、 政务公开

事项 ２２７ 项ꎬ 形成标准化的政

务服务事项和政务公开事项清

单列表ꎬ 目录清单库事项总计

５９２ 项ꎬ 其中行政许可 ３６４ 项、
公共服务 １２８ 项ꎮ 在省、 市对

事项填报的 “四办” 基础上ꎬ
提升至 “五办” 并进行实施ꎬ
增加 “帮您办”ꎻ 在国家 ３ 个

“减” 的要求下ꎬ 推行 ４ 个

“减”ꎬ 即: 减权限、 减环节、
减材料、 减时限ꎬ 进一步优化

审批流程ꎻ 全面推进 “五化”ꎬ
即: 服务事项集成化、 服务流

程减量化、 服务信息协同化、
服务效能便捷化、 服务条件均

等化ꎬ 实现审批提速ꎬ 项目审

批时间实现缩短 ３ 个三分之

一ꎮ 在塔峰镇、 毛俊镇试点乡

镇ꎬ 设置三级联动事项 ２３ 个ꎬ
“网上办” 完成率 ８０％ꎮ

【党政机构改革前期准备】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对照省、 市机构改革

经验方法ꎬ 做好机构改革前期

准备 工 作ꎬ 组 织 学 习 中 央、
省、 市有关机构改革文件ꎬ 领

会改革精神ꎬ 按照规定冻结涉

改单位的机构编制事项ꎮ 开展

党政机构改革调研ꎬ 配置县党

政机关权责ꎬ 对职能相近的党

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

公ꎬ 推动机构职能优化整合ꎬ
做好涉改部门职责职能划转初

步方案ꎮ 下发 «机构改革组织

实施方案»ꎬ 成立机构改革领

导体系、 明确机构时间和步

骤ꎮ 按照中央和省、 市部署ꎬ
结合党政群机构改革及本县实

际ꎬ 适时推动承担行政职能的

事业单位改革ꎬ 重点做好职能

清理和人员编制测算ꎬ 抓好组

织实施ꎬ 推动改革落地ꎮ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按照中央编办的统一部署

和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工作

安排ꎬ 加强与承担行政职能事

业单位改革、 生产经营类事业

单位改革的衔接ꎬ 推进生产经

营类事业单位改革ꎬ 拟定 «蓝
山县县属从事生产经营类事业

单位转企改制工作方案»ꎬ 明

确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进

程、 责任单位及方法、 步骤、
措施等ꎮ 按照改革的时间节点

及要求ꎬ 督促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完成经济效益一般的生产经

营类事业单位改革ꎬ 人员安置

和编制调整到位ꎮ 完成鱼苗鱼

种场、 畜禽良种繁殖场的转企

改制或撤销工作ꎮ 做好事业单

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ꎬ 支

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转型发

展ꎬ 增强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

务能力ꎮ 联合县财政局拟定

«蓝山县推进事业单位政府购

买服务改革工作实施方案»ꎮ

【园区管理体制改革】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贯彻落实中共永州市委、
市政府 “六大战役” 决策部

署ꎬ 推进园区管理体制改革ꎬ
发挥园区作为经济发展的 “火
车头” 和对外开放的 “顶梁

柱” 作用ꎮ 按照 “科学合理、
依法下放ꎬ 能放则放、 应放尽

放ꎬ 协调同步、 放管结合ꎬ 严

格管理、 权责一致” 的原则ꎬ
探索推进政府行政权力向园区

下放工作ꎬ 实现 “园区事项园

区内办结”ꎮ 拟定赋予经开区

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ꎬ
实行联席会议制度ꎬ 部门和街

道办交叉任职与设立分支机构

相结合ꎬ 行政审批与行政监管

相结合ꎬ 赋予一级财政权ꎬ 设

立一级金库ꎮ

【机构编制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０６



中共蓝山县委员会 蓝山年鉴 (２０１９)

蓝山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坚持机构编制审批制度ꎬ 执行

机构编制管理审批权限和程

序ꎬ 守住机构编制底线ꎬ 按照

中央及省、 市规定ꎬ 加强对机

构编制管控ꎬ 完成县、 乡事业

单位消化超编任务ꎬ 实现事业

编制有余编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

末ꎬ 全县总编制数未突破 ２０１２
年事业编制数总量ꎮ 围绕 “六
大战役” 总体部署ꎬ 加强机构

编制管理ꎬ 全年县编办收到各

单位机构编制申请事项 ４０ 多

件ꎬ 召开编委会 ４ 次ꎬ 办结 ３３
件ꎬ 主要有下发扶贫开发办公

室的 “三定”、 规范旅游机构

设置、 升格城市园林局、 为有

关单位调整增加事业编制等ꎮ

【编制资源配置】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发挥机构编制部门职能作用ꎬ
进一步优化编制资源配置ꎬ 为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体制机

制保障ꎬ 按照 “控制总量ꎬ 盘

活存量ꎬ 增减结合ꎬ 动态调

整” 的原则ꎬ 发挥职能作用ꎬ
通过动态调整和创新管理方

式ꎬ 精简压缩已分配编制、 合

理调配待分配编制ꎬ 提高编制

使用效益ꎬ 将空余编制优先用

于卫生、 教育、 环保和安全生

产等保障民生的重点领域单

位ꎬ 优先用于引进高层次和急

需人才ꎬ 充实服务民生的一线

力量ꎬ 全年向市编办申报用编

计划 ４ 批次 ６３０ 名ꎬ 为全县人

才引进、 事业单位招聘和政策

性安置提供编制保障ꎮ

【统一教职工编制标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按照上级统一城乡中

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工作要

求ꎬ 加强对全县学校数、 学生

数、 生师比等情况的调研工

作ꎬ 探索创新城乡义务教育资

源均衡配置和中小学教职工编

制管理新模式ꎬ 用好用活用实

中小学教职工编制ꎮ 牵头对全

县中小学教职工编制进行重新

核定ꎬ 实行动态管理ꎮ 此次动

态调整ꎬ 为全县 ４０ 所中小学

调剂教职工编制 １６１ 名ꎬ 其中

为 １８ 所农村学校倾斜增加教

职工编制 ３６ 名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根据省市全面实施事业单

位网上登记和做好 ２０１７ 年度

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公示工

作的要求ꎬ 在蓝山政府网上发

布 «关于做好 ２０１７ 年度事业

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公示工作的

通知»ꎬ 明确年度报告公示范

围、 操作程序、 具体要求及业

务咨询 ＱＱ 群ꎬ 推行简事项、
优流程、 压时限ꎬ 运用网上登

记系统ꎬ 通过 ＱＱ 群、 电话、
现场指导等方式加强对事业单

位的指导ꎬ 推进 “ 全 事 项 ”
“全流程” 网上办理ꎬ 完成事

业单位年度报告 ３２０ 个ꎬ 年报

率 ９５％ꎬ 变更登记单位 １５ 个ꎬ
变更登记事项 ５７ 项ꎬ 注销登

记单位 ３ 个ꎬ 均在蓝山政府网

上进行公示ꎬ 公示率 １００％ꎮ

【中文域名注册和团体赋码工

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机构编

制委员会办公室根据中央编办

文件精神ꎬ 贯彻机关群团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管理办法ꎬ
规范实施县直机关群团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初领、 变更、 补

(换) 领、 撤销等工作ꎮ 全年

完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初领 ２
个、 变更 ３１ 个、 撤销 ２ 个ꎮ 根

据中央、 省、 市编办关于政务

和公益中文域名注册管理工作

的要求ꎬ 确保全县党政机关和

事业单位注册和使用 “政务”
或 “公益” 专用中文域名ꎬ 做

到中文域名与其实体机构一一

对应ꎮ 整理全县需注册单位名

单ꎬ 与财政衔接争取资金ꎬ 完

成全县 ４８４ 个单位的域名注册

续费工作ꎮ

【自身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贯彻

落实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精神

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ꎬ 实现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ꎬ 做

好 “三会一课”ꎬ 落实党建工

作月卡清单管理ꎮ 完成支部换

届并成立离退休党支部ꎮ 坚持

从严从简ꎬ 勤俭办事ꎬ “三公”
经费开支逐年下降ꎬ 县委党建

工作督导巡查组给予肯定ꎮ 制

定信息调研工作计划ꎬ 下发

«机构编制信息调研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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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机构编制信息调研报送及

奖励制度» 等文件ꎬ 全年向中

央、 省市机构编制部门发送信

息 ３５ 条ꎬ 其中市机构编制网

采用 ９ 条ꎬ 向县级有关部门发

送信息 ４０ 条ꎬ 撰写调研报告

３ 篇ꎮ

党 校 工 作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

县委党校贯彻全国、 全省、 全

市党校工作会议精神ꎬ 围绕县

委县政府工作部署开展工作ꎬ
取得一定成绩ꎮ 全年举办科级

干部培训班 ２ 个、 党外干部班

１ 个、 少数民族干部班 １ 个、
全县科级干部中共十九大精神

集中轮训班 ４ 期、 公务员培训

班 １ 个、 政法干部班 １ 个、 入

党积极分子培玔班 １ 个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开拓创

新意识还不强ꎬ 理论联系实际

做得还不够ꎻ 围绕县委县政府

中心工作调研的力度还需加

强ꎻ 校园硬件建设与创建示范

性县级党校的要求相差较远ꎮ

【干部教育培训】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党校发挥党的理

论武装主渠道、 主阵地作用ꎬ
办好各类培训班次ꎮ 开好主体

班ꎬ 全年举办科级干部培训班

２ 个ꎬ 培训时间均为 ２ 个月ꎬ
培训科级干部 １１０ 人ꎻ 举办党

外干部班 １ 个ꎬ 培训时间 ２ 个

月ꎬ 培训学员 ４６ 人ꎻ 举办少

数民族干部班 １ 个ꎬ 培训学员

４８ 人ꎮ 抓好短训班ꎬ 举办全县

科级干部中共十九大精神集中

轮训班 ４ 期ꎬ 培训学员 １１００ 余

人ꎻ 举办公务员培训班 １ 个ꎬ
培训学员 ６８ 人ꎻ 举办政法干

部班 １ 个ꎬ 培训学员 ５６ 人ꎻ 举

办入党积极分子培玔班 １ 个ꎬ
培训人员 ５５ 人ꎮ

【党校教育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党校在完成干部

培训任务的基础上ꎬ 不断通过

班级管理创新提高干部培训质

量ꎮ 创新班级管理ꎬ 由县纪

委、 县监察委、 县委组织部和

县委党校联合行文下发 «关于

落实从严治校要求全面加强学

员管理的规定»ꎬ 对在校学员

作出明确要求ꎬ 加强党员领导

干部在党校学习期间的规范性

和纪律性ꎬ 保证学习时间和质

量ꎬ 发挥学员自我管理、 民主

决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ꎮ 整合

各类师资ꎬ 建立领导干部到党

校讲课相关制度ꎬ 邀请县委县

政府领导、 有关部门的专家和

上级党校的教授到校为主体班

学员授课ꎬ 弥补部分专业领域

师资的不足ꎬ 完善学员知识结

构ꎮ 创新教育手段ꎬ 开展远程

教学、 多媒体教学、 互动式教

学、 案例教学、 新课试讲、 红

色党性教育基地异地教学等新

的教学方式ꎬ 拓展学员知识的

深度和广度ꎮ

【县情民意调研】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党校坚持为县委

县政府决策服务、 为教学培训

服务、 为社会服务的方向ꎬ 在

突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

点难点问题的同时ꎬ 围绕全县

的具体情况开展调研ꎮ 教师龙

锋撰写的 «激励乡镇干部队伍

担当作为路径探析———以蓝山

县为例» 调研论文在全省党校

系统理论研讨会获二等奖ꎻ 谭

家权撰写的 «农村养老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问题探析» 在全市

党校、 行政学院系统理论研论

文评选中获二等奖ꎻ 王爱民申

报的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

养老问题路径探析———以蓝山

县为例» 省级社会科学规划课

题成功立项ꎮ

【党校自身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党校结合 “党校

姓党、 从严治党” 要求ꎬ 完善

各项制度ꎬ 对教学、 科研、 后

勤管理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ꎬ
落实校内各科室、 各岗位职

责ꎮ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ꎬ 招录

公务员 ３ 名ꎬ 选派王爱民等教

师到省委党校培训ꎻ 选派张宏

英到县委组织部跟班学习ꎮ 强

化后勤服务理念ꎬ 通过制度建

设ꎬ 明确后勤岗位职责ꎬ 转变

后勤工作人员理念ꎬ 加强为干

部培训服务的思想ꎬ 全年为全

县各类大小会议提供会场及后

勤保障 １６０ 多场次ꎬ 服务质量

大幅提升ꎬ 得到相关部门认

可ꎮ 推进示范性县级党校建

设ꎬ 制定推进示范性县级党校

建设工作方案ꎬ 做好各项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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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ꎬ 分阶段有步骤地组织

实施ꎮ

【社会管理综合治理】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党校成立综

治民调工作领导小组ꎬ 对全校

综治民调工作进行安排部署ꎬ
形成有领导抓、 有专人干的综

治民调工作新局面ꎮ 班子成员

轮流值班ꎬ 做好来访信件的办

理和来访群众的接待工作ꎬ 处

理教职工反映和关心的热点和

难点问题ꎮ 如要求加大师资培

训力度等ꎬ 为疏导、 调解内部

纠纷、 防止矛盾激化、 消除不

安定因素发挥作用ꎮ 是年ꎬ 全

校无一件违规事件ꎬ 无一例民

事纠纷ꎬ 无一例不安全事故发

生ꎬ 无一例治安刑事案件ꎬ 无

一人参与黄、 赌、 毒活动ꎬ 无

一人参加封建迷信活动ꎬ 无一

人违规上访ꎬ 学校的社会管理

综合治理工作在专项工作检查

中受到较高的评价ꎮ

党史地方志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党

史与地方志征集编纂办公室以

推进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修为

抓手推进各项工作开展ꎬ 取得

一定成绩ꎮ 制定完善 «蓝山年

鉴２０１８ 卷» 实施方案ꎬ 落实

编纂工作经费ꎬ 收集整理编纂

资料ꎬ 年内完成出版工作ꎬ 达

到 “一年一鉴” 的目标ꎮ «永
州市志蓝山概况» 形成送审

稿ꎬ «乡镇简志» 完成定稿ꎬ

完 成 两 部 « 名 村 志 » 出 版

发行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办公经

费紧张ꎬ 正常运转困难ꎻ 修史

专业写志人才短缺ꎻ 修志、 年

鉴编纂过程中收集资料难度较

大ꎬ 各相关部门的配合力度还

要进一步加大ꎮ

【地方志编纂】 　 ２０１８ 年ꎬ 蓝

山县党史与地方志征集编纂办

公室按照市志篇章目录的要

求ꎬ 做好资料收集整理编写工

作ꎬ 完成 «永州市志蓝山概

况» 送审稿 ３ ８ 万余字ꎬ 增补

人民生活、 扶贫脱贫、 社会保

障等部分ꎬ 完善 «永州市志
蓝山概况»ꎮ 按照市专家组的

评审意见ꎬ 修订 «湖南乡镇简

志蓝山» 条目ꎬ 加大修志工

作力度ꎮ １１ 月ꎬ 完成 «乡镇简

志» 的重修ꎬ 形成定稿 ９ 万余

字ꎮ 全年组织 ２ 批次 ６ 人次参

加省、 市 «名村志» 编修工作

培训会ꎬ 提升编修人员能力ꎬ
推动村志编修规范、 合理、 严

谨ꎮ 是年ꎬ 完成长铺、 湘源等

村村志出版发行ꎮ

【史志宣传教育】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 蓝山县党史与地方志征集

编纂办公室配合永州市关工委

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ꎬ 争做时

代新人” 爱国教育活动ꎬ 在 ３
所中小学校宣讲 ６ 课时ꎬ ６００
多名青少年接受党史国史教

育ꎮ ９ 月底ꎬ 完成党史调研 ２
次ꎬ 上报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

文章 １ 篇ꎮ １０ 月ꎬ 完成 «潇湘

潮» 约稿 ５ 篇ꎮ １１ 月ꎬ «蓝山

党史第三卷» 资料长篇送市

史志办审核ꎮ

【参与中心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党史与地方志征集编纂

办公室 ５ 名干部联系舜河村 １０
户贫困户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实现脱贫

９ 户ꎮ 克服路段、 社区调整和

人手不够等困难ꎬ 按照工作要

求ꎬ 动员全办人员参与 “三

创” 工作ꎮ 学习、 贯彻中国共

产党的十九大精神ꎬ 树立 “四
个意识”ꎬ 落实 “一岗双责”ꎬ
提升干部执行力ꎮ 全年接受永

州市委党建检查 ２ 次ꎮ 全年实

现 “零舆情” “零信访” “零
事故”ꎮ

档 案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档

案局围绕 “为党管档、 为国守

史、 为民服务” 使命ꎬ 推进全

县档案工作落实ꎬ 取得一定成

效ꎮ 对全县 １５０ 个副科级以上

单位进行档案执法检查ꎬ 将检

查考核情况通报全县ꎮ 举办为

期 ３ 天的档案业务培训班 １
期ꎬ 县直机关、 乡镇场档案员

１５０ 余人参加ꎮ 全年接待查阅

档案人员近 ３２００ 人次ꎬ 提供

利用 档 ２６００ 案 卷、 件、 次ꎬ
提供现行文件查阅 ５００ 次ꎬ 为

全县经济建设、 社会稳定、 编

史修志、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

相关人员的社会养老保险、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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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保险等发挥应有作用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干部队

伍思想素质、 工作作风与新时

期档案工作要求存在差距ꎻ 档

案信息化进展缓慢ꎻ 乡村档案

工作、 民营企业档案工作还比

较落后ꎬ 档案工作人员ꎬ 存在

政策理论水平不高ꎮ

【档案资源体系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档案局研究探索加

强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规律ꎬ
拓展工作思路ꎬ 创新工作方

法ꎬ 完善档案资源ꎮ 建立二、
三级机构档案基本情况数据

库ꎬ 将二、 三级单位永久保存

档案纳入接收范围ꎻ 丰富馆

藏ꎬ 扩大收集范围ꎬ 按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和 «湖
南省档案管理条例» 的规定ꎬ
对全县达到进馆期限的档案和

撤并单位的档案ꎬ 特别是涉及

的民生档案ꎬ 凡是该入馆的ꎬ
争取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

府支持ꎬ 进行强制接收进馆ꎬ
接收撤并乡镇毛俊、 尚坪、 所

城、 大麻等乡镇档案ꎬ 特别是

国家重点项目毛俊水库建设档

案入库ꎻ 做好国家重点档案的

保护与开发ꎬ 贯彻落实 «国家

档案局财政部关于印发 ‹ “十
三五” 时期国家重点档案保护

与开发工作总体规划› 的通

知»ꎬ 配合国家档案局实施国

家重点档案保护和开发项目ꎬ
申报 «蓝山县瑶族文化历史档

案编研出版与 展 览 »ꎬ 完 成

«蓝山瑶族宗教文化历史档案»

的编研出版工作ꎬ 蓝山展览馆

基本完工ꎻ 抓好档案文化资源

的保护ꎬ 对破损比较严重的档

案进行修复和复制工作ꎻ 新农

村建设档案工作得到加强ꎬ 根

据国家、 省档案、 民政和农业

部门下发的 «关于加强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的意

见» 等一系列新农村建设档案

工作的文件要求ꎬ 对新农村建

设和扶贫攻坚工作形成的档案

进行监督和业务指导ꎮ

【档案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档案局启动二级、 三级机构

企事业单位、 乡镇文件材料归

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的编制审

批工作ꎬ 将档案规范化管理作

为提高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尺ꎮ
执行 «湖南省档案工作规范化

管理» 地方标准ꎬ 开展 “档案

管理规范化管理年” 活动ꎬ 县

卫计委进入省特级、 县就业局

进入省一级的申报审批阶段ꎮ
创建乡镇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

示范点 ３ 个: 所城镇舜河村、
新圩 镇 大 洞 村 和 毛 俊 镇 毛

俊村ꎮ

【档案保管】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档案局安排专人对档案库房

进行安全检查ꎮ 修订完善 «蓝
山县档案局 (馆) 事故及自然

灾害应急处置预案»ꎬ 明确档

案安全责任制ꎬ 树立每一份档

案资料都是 “真金白银” 的思

想ꎮ 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加强

档案安全管理ꎬ 进一步落实

“十防” 措施ꎬ 确保不出现档

案安全事故ꎮ 全年组织人员对

全县各单位和部门的档案硬件

设施建设进行排查ꎬ 对不能达

标的单位发放整改意见书ꎬ 尤

其是对档案工作不重视、 不负

责的单位进行通报ꎬ 促进档案

安全管理ꎮ

【档案服务】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档案局从服务经济建设和社

会事业发展的角度出发ꎬ 发挥

档案存史、 资治、 服务职能ꎬ
加强档案利用ꎮ 安排专人从事

档案服务工作ꎬ 确保上班随时

可查ꎬ 下班随喊随到ꎬ 为查阅

档案人员提供服务ꎮ 全年接待

查阅档案人员近 ３２００ 人次ꎬ
提供利用档 ２６００ 案卷、 件、
次ꎬ 提供现行文件查阅 ５００
次ꎬ 为全县经济建设、 社会稳

定、 编史修志、 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和相关人员的社会养老保

险、 医 疗 保 险 等 发 挥 应 有

作用ꎮ

【档案数字化】 　 ２０１８ 年ꎬ 蓝

山县档案局根据湖南省档案局

“十三五” 规划关于建设数字

化档案馆要求ꎬ 建立信息化平

台和档案馆馆藏档案进行数字

化加工ꎬ 信息化平台建设县财

政批拨资金 ９６ 万元ꎬ 档案馆

馆藏档案数字化加工县财政批

拨 ８３ 万元ꎬ 共计 １７９ 万元ꎬ 经

县财政评审和招标后为 １３６ ５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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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宣传】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档案局开展 “６９” 国际档

案日宣传活动ꎬ 围绕 “档案见

证改革开放” 主题ꎬ 在县城塔

峰中路进行集中宣传活动ꎬ 制

作跨街宣传横幅 ２５ 条、 宣传

展板 ５ 块ꎬ 印制宣传资料 １０００
份ꎬ 发送短信 １５０ 多条ꎮ 发动

全县档案工作者积极撰写反映

档案工作的信息、 调研文章ꎮ
档案宣传收到较好效果ꎮ 抓好

«档案时空» «中国档案报»
«中国档案杂志» 的发行工作ꎮ
抓好档案法规的宣传教育工

作ꎬ 结合档案工作目标管理考

核对全县 １５０ 个副科级以上单

位进行档案执法检查ꎬ 并将检

查考核情况通报全县ꎮ 举办为

期 ３ 天的档案业务培训班 １
期ꎬ 县直机关、 乡镇场档案员

１５０ 余人参加ꎮ

【干部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档案局坚持以班子建设

为重点ꎬ 开展 “亮身份、 践承

诺” 活动ꎬ 贯彻落实 “党要管

党、 从严治党” 的方针ꎬ 结合

全局党员队伍实际ꎬ 开展以

“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ꎬ
做合格党员” 为主要内容的

“两学一做” 主题活动ꎮ 做到

讲规矩、 守纪律ꎬ 知行合一、
表里如一ꎬ 在实际工作中比党

性、 提升政治素养ꎬ 比境界、
提升目标定位ꎬ 比能力、 提升

业务水平ꎬ 比作风、 提升整体

形象ꎬ 解决个别党员党性意识

弱化、 宗旨观念淡薄、 组织纪

律涣散ꎬ 个别党组织党员教育

管理失之于宽松软、 不严不

实ꎬ 党内生活庸俗化随意化平

淡化等问题ꎮ

【档案馆附属工程建设】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 蓝山县国家综合

档案馆公开招投标ꎬ 蓝山县建

筑工程公司中标ꎬ 当月实现开

工ꎬ １０ 月完工ꎮ 县档案局向中

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作出

请示ꎬ 县财政下拨资金 ２０ 万

元ꎬ 对院内进行白改黑ꎬ 档案

馆建设成园林式单位ꎮ

【参与中心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档案局联系所城镇舜河

村枧下自然村ꎮ 档案局安排专

人常住枧下自然村ꎬ 帮助制定

扶贫方案ꎬ 对联系的 １３ 户扶

贫户进行走访慰问ꎬ 定专人结

对帮扶ꎮ 帮助解决贫困村基础

设施建设难题ꎬ 村道建设完成

立项和规划测量ꎬ 饮水工程争

取专项资金 ６０ 万元并开工建

设ꎮ 医养结合建设项目工程有

序推进ꎬ 五金公司改制工作完

成ꎮ 百叠岭文化产业园申报国

家 ＡＡＡ 级旅游景区ꎮ

老 干 部 工 作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老

干部局坚持中共蓝山县委、 县

人民政府领导ꎬ 按照永州市委

老干部各项指导要求ꎬ 抓好中

央、 省里有关档案工作文件的

贯彻落实ꎬ 以落实离休干部

“两项待遇” 和加强离退休党

支部建设为重点ꎬ 组织离退休

老干部开展为党和人民的事业

增添正能量活动ꎬ 为加快蓝山

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做出

一定成绩ꎮ 是年ꎬ 蓝山县离退

休干部党工委在县老干局挂

牌ꎮ 县老年书画协会组织协会

会员参加全市 “国土测绘杯”
书画作品展ꎬ 获二等奖 １ 项ꎻ
县关工委在全市 “传承红色基

因” 电视展演活动中ꎬ 获 “才
艺展示” 第一名、 “四项综合”
二等奖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老干部

活动中心建设暂未完工ꎻ 老干

局院内棚屋危房改造多年未

果ꎬ 影响安全、 综治、 创卫等

工作ꎻ 办公经费不足ꎬ 精准扶

贫工作经费超出预算ꎮ

【服务老干部活动】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５ 日上午ꎬ 蓝山县在南海

国际大酒店三楼多功能餐厅召

开 ２０１８ 年蓝山县离退休老干

部信息通报会暨迎新春团拜

会ꎮ 中共蓝山县委常委、 常务

副县长何江鸿通报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ꎮ 县委书记秦志军

讲话ꎮ 县委常委、 人大、 政协

主要负责人和住本县的离退休

老干部ꎬ 县委办、 县政府办、
县财政局、 县人社局、 县民政

局等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

议ꎮ １ 月ꎬ 县老干部局工作人

员对居住在长沙、 冷水滩、 新

田、 宁远等地的老干部进行春

节走访慰问ꎬ 送去慰问金ꎬ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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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解决一批实际困难ꎮ ２ 月

６ 日—８ 日ꎬ 在职县级领导对

居住在蓝山县城的离退休老干

部进行走访慰问ꎬ 为老干部送

去春节慰问金ꎬ 并帮助解决一

批实际困难ꎮ １２ 月 ５ 日ꎬ 县老

干局组织全县所有在家的离退

休老干部考察蓝山大道等县重

点项目ꎬ 县领导秦志军、 李劲

涛、 苏建华等陪同考察ꎮ

【离退休党工委日常工作开展】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６ 日ꎬ 蓝山县离退

休干部党工委在县老干局举行

挂牌仪式ꎮ ４ 月ꎬ 中共蓝山县

委组织部下发关于调整县委离

退休干部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

成员的通知ꎮ 离退休干部党工

委办公地点设在老干局ꎮ ９ 月

１４ 日ꎬ 在县委党校会议室召开

蓝山县离退休干部工委第一次

全体会议ꎬ 全县离退休支部书

记和党工委委员参加会议ꎬ 会

议学习姜开斌先进事迹ꎬ 传达

省市有关会议精神ꎬ 烟草局和

教育局离退休支部作经验介绍ꎬ
县委常委、 县委组织部部长苏

建华讲话ꎮ 组织全县离退休干

部党支部书记学习中共十九大

会议精神ꎬ 邀请县委党校校长

谭加权上课ꎮ 组织两支队伍参

加全省离退休干部 “走进新时

代共筑中国梦” 广场舞比赛ꎬ
均获三等奖ꎮ 组织全县离退休

干部党支部开展创建示范性党

支部活动ꎬ 推荐县中心医院离

退休干部第一支部和民政局离

退休干部党支部为全市离退休

干部示范性党支部ꎬ 两个支部

均通过验收ꎬ 获市离退休干部

示范性党支部称号ꎮ

【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工作落实】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 中共湖南

省委老干部局到蓝山县调研ꎬ
并在县委党校召开座谈会ꎬ 中

共蓝山县委副书记李劲涛主持

会议ꎮ 县委书记秦志军汇报蓝

山县离退休干部工作ꎬ 涉老组

织代表黄楚政、 曾洁云发言ꎮ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老干部局

局长、 省委离退休干部工委书

记崔永平肯定蓝山老干部工作

并讲话ꎮ ８ 月ꎬ 蓝山县老干部

局按照省委老干部局要求ꎬ 与

县委组织部汇报对接ꎬ 在组织

部专设办公室ꎬ 配备涉密电脑

和专人管理ꎬ 并连通大组工

网ꎮ 全年完成 «老年人» 杂志

征订 ６００ 余份ꎮ

【参与中心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老干部局联系荆竹乡蒲

林村ꎬ 开展精准扶贫工作ꎮ 县

老干局安排专人驻村落实ꎮ 该

村新修公路 ３ ０５ 千米ꎮ 局领导

坚持每月走访联系户ꎬ 为联系

的 １５ 户贫困户解决具体问题ꎮ
先后为小额信贷农户跑资金ꎬ
为养殖专业户跑销路ꎬ 为建房

户协调贷款ꎬ 为贫困户购买鸡、
猪苗近 ２ 万元ꎮ 支持村自来水、
光伏发电等基础设施建设ꎮ

【老干部日常管理服务】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老干部局坚持

局领导四必访老干部制度ꎬ 即

老干部生病住院必访、 重要寿

辰必访、 家中有重大事情必

访、 丧葬大事必访ꎮ 制定工作

人员联系老干部制度ꎬ 要求工

作人员每月 ２８ 日前对居住在

县城的离退休老干部进行走

访ꎬ 征求老干部意见和建议ꎬ
帮助解决实际问题ꎮ 做好走访

意见和建议的汇总、 汇报ꎬ 能

解决的及时解决ꎬ 不能解决的

向老干部做好解释ꎬ 同时向局

领导做好汇报工作ꎮ 为老干部

订阅 «中国老年报» «老年

人» «自我保健» 等杂志ꎬ 为

全县 ３８ 个离退休党支部订阅

«学习参考»ꎬ 为县处级老干部

订阅 «中办通讯»ꎬ 中共蓝山

县委组织部从党费中为老干部

订阅 «党建» 杂志ꎮ

【涉老组织工作】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２ 日ꎬ 蓝山县老年大学举

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７ 周

年文艺演出活动及嘉禾、 蓝山

两县老年大学联谊演出活动ꎻ
６ 月 ２８ 日ꎬ 开展党员庆 “七
一” 朗读比赛活动ꎬ 其中自创

文章 ２０ 篇ꎬ 占 ６９％ꎬ ３０ 日ꎬ
举办庆 “七一” 文艺演出活

动ꎻ 举办全县老年大学 “九

九” 重阳节文艺晚会和书画

展ꎻ 组织老年大学服务社会志

愿队慰问塔峰镇牛承敬老院ꎬ
举办一场文艺演出活动ꎻ 组织

学校学委会成员参观临武县老

年大学和一次蓝临联谊文艺演

出ꎮ 县老年书画协会组织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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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参加全市 “国土测绘杯”
书画作品展ꎬ 报送书法绘画作

品 １５ 幅ꎬ 展出作品 １０ 幅ꎬ 获

二等奖 １ 项ꎻ 组织协会庆国庆

暨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书画展ꎬ
国庆节在县住建局门口展出作

品 ９５ 幅ꎻ 组织协会会员到宁

远下灌采风ꎮ 县关工委在清

明、 六一、 七一、 国庆等节假

日ꎬ 组织举办祭扫烈士墓、 重

走长征路、 报告会、 演讲比赛

等活动ꎬ 对学生进行革命英雄

主义和红色传统文化教育ꎻ 利

用蓝山县 “三蓝文化之窗”ꎬ
打造综合性青少年教育基地 １
个ꎬ 集中展示蓝山历史文化、
民族文化、 农耕文化、 红色文

化、 旅游文化等ꎻ ７ 月ꎬ 在全

市 “传承红色基因” 电视展演

活动中ꎬ 组织青少年排演的、
取材于红军长征过蓝山真实故

事的小话剧 «田嫂»ꎬ 获 “才
艺展示” 第一名ꎬ “四项综合”
二等奖ꎻ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２４ 字标准ꎬ 与县教育局

在中小学生中联合开展 “争当

五好小公民” 等系列主题读书

活动ꎬ 学生受教育面达到 ９８％
以上ꎻ ７ 月 ５ 日ꎬ 全市关心下

一代工作现场会议在蓝山召

开ꎬ 中共蓝山县委秦志军多次

过问筹备进度ꎬ 审查工作展

板、 摄影展作品、 «阳光下绽

放» 画册、 电视专题片等筹备

工作ꎮ

【机关自身建设】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ꎬ 中共蓝山县委常委会专题

讨论老干部工作ꎬ 为老干局解

决办公条件问题ꎬ 对二层办公

楼重新修缮并配备办公桌椅、
电脑等ꎬ 进行改水、 改厕ꎬ 院

内外安装电子监控设备ꎮ 县老

干部局组织工作人员集中学习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会议精神ꎬ
邀请县委党校专家到局机关作

辅导讲解ꎬ 利用集中学习和周

五学习日对党的十九大会议精

神进行专题学习ꎮ 加强工作纪

律ꎬ 落实工作人员考勤制度、
每月联系老干部制度ꎮ 加强服

务老干部的业务学习ꎬ 做好老

干部来信来访接待工作ꎮ

网 信 工 作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

县委、 县人民政府围绕贯彻落

实中央、 省委、 市委网信工作

会议精神ꎬ 坚持标本兼治、 综

合施策ꎬ 维护清朗网络空间ꎬ
构建党委领导、 政府管理、 企

业履责、 社会监督、 网民自律

等多主体参与的网络综合治理

体系ꎬ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

取得良好成效ꎮ 是年ꎬ 蓝山县

委网信办被评为全市政务新媒

体管理工作先进单位ꎻ 举办网

友培训班 １ 次和网络安全培训

班 ４ 期 (含党校科干班、 中青

班、 少数民族干部班)ꎬ 累计

培训 ２００ 余人次ꎻ 县 “帮您

办” 政务服务被评为 ２０１８ 年

第四届中国 “互联网 ＋政务”
５０ 强ꎻ 预防征地、 拆迁等高舆

情风险 １０ 余起ꎻ 全县未发生

影响大、 范围广的舆情炒作

事件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网信工

作的机构编制、 人员配备、 经

费预算等还要进一步明确ꎻ 网

信工作执法能力建设还要进一

步加强ꎻ 网络意识形态责任制

还要进一步落实ꎻ 党员领导干

部网络素养还要进一步提高ꎻ
网上群众路线要进一步推广ꎮ

【网信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委在全市率先成立网信

办ꎬ 列入县委工作机构序列ꎬ
调整配备网信工作人员ꎬ 加强

网信工作力量ꎮ 是年ꎬ 县委常

委会先后 ４ 次听取网信工作专

题汇报ꎬ 研究解决网信工作机

构、 人员、 经费和一些重大涉

蓝网信问题ꎬ 出台 «网信工作

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工作规则»
«网络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网
络舆 情 处 置 流 程 » 等 规 范

文件ꎮ

【政治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委把意识形态、 网络意

识形态专题列入县委理论中心

组学习内容ꎬ 引导和组织各级

各部门党委 (党组) 落实意识

形态责任制、 网络意识形态责

任制、 掌握意识形态主动权ꎬ
学习领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论述ꎬ
引导党员干部学网、 用网、 管

网ꎬ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

实践、 推动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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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引导】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 ２５ 个县直单位和乡镇开通政

务微博、 微信ꎬ 落实信息采集

审核发布 “三审” 机制ꎬ 在宣

传党的方针政策、 传递部门信

息、 服务民生投诉等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ꎬ 被评为 ２０１７ 年度全

市政务新媒体管理工作先进单

位ꎮ 举办网友培训班 １ 次和网

络安全培训班 ４ 期 (含党校科

干班、 中青班、 少数民族干部

班)ꎬ 累计培训 ２００ 余人次ꎻ 组

建 ５０ 人组成的网评员工作队

伍ꎮ 实行重点时段、 重点节日

和特殊防范时期 ２４ 小时值班ꎬ
加强网络安全宣传周的宣传工

作ꎬ 坚持与网友心贴心、 面对

面交流ꎬ 加大对重点账号、 重

点人员、 重点事件的引导力度ꎬ
全县未发生影响大、 范围广的

舆情炒作事件ꎮ

【网信风险评估】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各级党委 (党组)

落实网络意识形态责任制ꎬ 建

立舆情风险评估机制ꎬ 在重大

决策、 重点项目和重点工作

中ꎬ 对 项 目 和 工 作 实 施 前、
中、 后等全过程风险评估ꎬ 制

定舆情风险预案ꎬ 预防征地、
拆迁等高舆情风险 １０ 余起ꎮ

【信息办理】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委网信办坚持走好网上

群众路线ꎬ 以推进全国 １００ 个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

点工作为契机ꎬ 坚持 “五个结

合” (政务公开与政务服务、
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 社会治

理与政务服务、 统筹部署与协

调发展、 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

相结合)ꎬ 推进 “帮您办” 政

务服务ꎬ 运用 “互联＋” 思维ꎬ
进一步做好涉及蓝山的信息办

理工作ꎬ 被评为 ２０１８ 年第四

届中国 “互联网 ＋ 政务” ５０
强ꎮ 协调各部门在红网百姓呼

声、 问政湖南、 问政永州回应

群众诉求 ４００ 余条ꎮ

【网络空间净化】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网信办坚持预防

教育、 依法监管ꎬ 联合县公安

局等部门开展 “净网 ２０１８” 专

项行动ꎬ 依法打击整治网络黑

客、 网络攻击、 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等网络违法犯罪活动ꎬ 铲

断违法有害信息网上扩散传播

链条ꎮ 行动期间ꎬ 清理违法信

息 １９０ 余条ꎬ 依法查处王某、
骆某利用网络制造谣言和传播

谣言案 ２ 起、 行政拘留 ３ 人ꎬ
破获重大电信诈骗案、 特大网

络贩枪案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案各 １ 起ꎬ 抓获涉网违法犯罪

嫌疑人 ２０ 余人ꎻ 查处传播暴

力恐怖视频案 １ 起、 行政拘留

１ 人ꎻ 在市委、 县委领导和市

委网信办指导下ꎬ 依法关闭散

布有害政治言论的＠ 关注民生

的法学硕士微博账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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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人大常务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

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ꎬ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 宪法精神ꎬ 坚持党的领

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ꎬ 围绕全县工作大局

依法履职ꎬ 发挥地方国家权力

机关作用ꎬ 为推进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 民主法治建设做出应

有贡献ꎮ 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会

议 ９ 次、 主任会议 １８ 次ꎬ 听取

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 １５ 项ꎬ
开展执法检查 １ 次ꎬ 开展调

研、 视察 １２ 次ꎬ 对政府 ５ 个职

能部门开展工作审议ꎬ 进行人

事任免事项 ７１ 人次ꎬ 对 ２４ 件

规范性文件依法进行备案审

查ꎬ 配合省、 市人大开展立法

调研、 执法检查 ６ 次ꎮ 全年在

各类新闻网站、 报纸杂志发表

宣传报道和文章 ４６ 篇ꎮ

【决策贯彻落实】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大常委会依法对事关

全局性、 根本性、 长远性的问

题进行讨论研究ꎬ 作出决议决

定ꎮ 按照中共蓝山县委部署ꎬ
县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原则通过 «关于加快承接产业

转移升级打造中国皮具创新之

都的决议»ꎬ 并提请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ꎬ 号召全县人民集中

力量ꎬ 打造皮革皮具产业ꎬ 激

发蓝山发展潜力ꎬ 推动蓝山经

济快速发展ꎮ 县人大常委会重

视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ꎬ 确保

取得实效ꎮ 针对县十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出的

«关于举全县之力建设毛俊水

库的决议» «关于在县城主城

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决议»ꎬ
县人大常委会多次组织开展视

察、 调研ꎬ 进行跟踪监督ꎬ 县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 第二十

一次会议先后听取县人民政府

执行情况报告ꎮ 针对毛俊水库

建设工作ꎬ 指出 “建设资金缺

口大” “技术人才欠缺” “拆
迁安置工作滞后” 等突出问

题ꎬ 提出 “重点解决资金缺口

问题” “保障移民安置工作的

开展” “建立健全合理的进人

机制” “协调水利建设和环境

保护之间的关系” 等建议和意

见ꎮ 针对禁燃工作ꎬ 指出 “传
统文化生活习俗影响较大”
“执法管理存在薄弱环节” 等

问题ꎬ 提出 “完善多层次宣传

机制ꎬ 营造禁燃氛围” “落实

管控处置机制ꎬ 规范运作模

式” “落实打击处理机制ꎬ 实

行 ‘一响四查’ ” 等建议ꎮ

【人事依法任免】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大常委会坚持党管干

部和人大依法任免干部相统

一ꎬ 规范人事任免工作ꎬ 规范

对任职对象任前调查了解、 法

律知识考试、 供职发言、 审议

询问、 县人大常委会投票表

决、 颁发任命书、 任命人员向

宪法宣誓等程序ꎮ 全年先后依

法任免人民政府副县长 ３ 人

次、 政府组成部门主任及局长

３８ 人次ꎬ 任命监察委员会副主

任 ３ 人次、 委员 ５ 人次ꎬ 任免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 １７ 人次ꎬ
免去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职务

５ 人次ꎮ

【参与中心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大常委会班子成员按

照中共蓝山县委统一安排ꎬ 参

与 “三大攻坚战” “六大战

役” 和湘威三期、 皮具产业

园、 新民西路工程、 城市内涝

改造、 背街小巷改造、 花果庄

园、 夔龙山城市森林公园、 金

盘蓝山城、 示范性幼儿园、 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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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集团等重点项目建设ꎻ 协管

烤烟生产、 脱贫攻坚、 社会扶

贫网和创建文明园林县城等工

作ꎻ 参与联系乡镇工作、 企业

改制、 结对帮扶、 信访维稳等

工作ꎬ 较好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ꎬ 获得群众好评ꎮ

【防化重大风险】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大常委会多次调研政

府债务管理情况和财政经济工

作ꎬ 提出培植财源、 强化风险

防范等建议ꎮ 加强对经济、 金

融、 保险运行的监督ꎬ 先后听

取和审议 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全县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的报告以及关于 ２０１８ 年

蓝山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的报告ꎬ 提出 “倾
心倾力抓招商、 不遗余力抓项

目、 集中精力保开工、 突出重

点抓在建” 等建议ꎬ 促进年度

计划和 “十三五” 规划实施ꎮ
加强对财政预算执行的监督ꎬ
先后听取和审议 ２０１７ 年财政

决算 报 告、 审 计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财政收支预算执

行情况的报告ꎬ 督促和支持县

政府管好、 用好财政资金ꎮ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人大常委会把脱贫攻坚作为

一项重大政治任务ꎬ 围绕中共

蓝山县委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决策部署ꎬ 听取县人民政府

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

告ꎬ 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

情况开展视察ꎬ 加大监督力

度ꎮ 县人大常委会每个副主任

均联系一个贫困村、 机关联系

两个贫困村ꎬ 推动落实脱贫攻

坚各项工作ꎮ

【防污攻坚监督】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

“蓝山环保世纪行活动” 等系

列活动ꎬ 先后组织开展对全县

农村垃圾污染情况、 全县环境

状况、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情

况、 饮用水情况工作等方面的

调研活动ꎬ 听取和审议 ２０１７
年全县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

标完成情况及 ２０１８ 年环境保

护目标完成情况ꎬ 就相关工作

提出意见和建议ꎬ 并一一进行

交办、 督办ꎮ

【教育重点问题跟踪督查】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大常委会针

对城区学位紧张、 校园建设不

达标、 “大班额” 现象严重等

涉及教育方面的问题开展跟踪

督查ꎮ ５ 月—１０ 月ꎬ 分两次组

织代表对学位建设情况等工作

开展 “回头看” 检查ꎬ 做好学

位建设议案等各项议案督办相

关工作ꎮ

【听取审议城乡规划】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大常委会县人大

常委会听取和审议 ２０１７ 年城

乡规划年度计划实施情况ꎬ 先

后组织开展控违拆违工作情况

视察、 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视

察、 保障性住房建设情况调研

和不动产登记改革进展情况调

研ꎮ 先后提出 “全面排查违法

建设行为、 雷厉风行抓控违整

治、 保障群众生活环境” “积
极筹划经营机制、 处理好各种

矛盾、 不断提高自身造血功

能、 实现良性循环” 等意见和

建议ꎮ

【视察农业农村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开

展生猪产业情况视察活动ꎬ 到

毛俊、 太平圩、 新圩等镇视察

生猪养殖产业发展情况ꎬ 并召

开座谈会ꎬ 提出 “提高政治站

位ꎬ 高度重视生猪养殖的环保

问题” “加强领导ꎬ 建立联动

管理机制” 等意见和建议ꎮ 县

人大常委会组织专项调研组ꎬ
到全县各乡镇开展农村用电保

障情况调研活动ꎬ 并召集县科

商粮经信委、 县电力公司、 县

水电公司等单位负责人进行座

谈ꎬ 掌握全县农村电力保障情

况的第一手资料ꎬ 指出近区供

电村电改难、 智能电表安装工

作宣传不到位、 变压器安装和

电线杆搬迁收费不规范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ꎬ 确保农村用电安

全ꎬ 维护用电农户利益ꎮ 开展

“蓝山农民健康行”ꎬ 多次督促

县政府及职能部门办理好湖南

省 ２ 件重点民生实事———实施

农村适龄妇女 “两癌” 免费检

查和开展孕妇产前筛查ꎻ 配合

市人大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标准化建设专题调研ꎬ 继续督

促落实永州市 “十大惠民实

事” 中的 ２ 件健康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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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６５ 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免费

健康体检” 和 “完成全县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任

务”ꎻ 持续关注农村饮水安全

问题ꎬ 保障农民健康ꎮ

【民族团结活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大常委会继续开展

“民族团结进步行” 活动ꎬ 通

过开展蓝山县少数民族深度贫

困情况调研、 关心少数民族失

聪儿童接受集中植入人工耳蜗

和助听器康复救助项目筛查工

作、 承办永州市 “民族团结进

步行” 宣讲报告团走进蓝山县

开展巡回宣讲等活动ꎬ 提高群

众对 “民族团结进步行” 重大

意义、 主要内容、 方法路径的

认识和理解ꎬ 维护少数民族群

众利益ꎮ

【工作审议】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人大常委会对县发改委、 县

财政局、 县环保局、 县国土资

源局、 县农业委等 ５ 个部门依

法开展工作审议ꎬ 查找部门在

贯彻执行相关法律法规、 落实

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和

县人大的决议决定、 规范工作

流程、 抓实工作纪律、 主动服

务人民群众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ꎮ 在审议大会上ꎬ 县人大常

委会提出批评和建议ꎬ 对县发

改委工作提出 “加强调查研

究” “加强项目管理” “加强

物价监管” “加强队伍建设”
等建议ꎻ 对县财政局工作提出

“加强依法征管ꎬ 促进财政收

入稳定增长” “加大宣传力度ꎬ
努力打造阳光财政” “加强改

革创新ꎬ 确保财政资金运行高

效” 等建议ꎻ 对县国土资源局

工作提出 “加大违法案件查处

力度” “加强土地征收、 储备

和用地审批管理” “加大闲置

土地的处置力度” “推进不动

产登记工作进度” 等建议ꎻ 对

县环保局工作提出 “严格考核

奖惩” “整合执法资源” “城
乡共治” “确保饮水安全” 等

建议ꎻ 对农业委工作提出 “优
化农技人才” “加大支农惠农

力度” “推动农村土地流转”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等

建议ꎬ 并集中交办整改意见ꎮ
县人大常委会采取跟踪督办、
重点督办、 对整改工作进行审

议和测评等方式ꎬ 督促被审议

部门解决实际问题ꎬ 提高为人

民服务的主动性ꎬ 提升业务水

平和工作效能ꎮ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县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对县发改委、 县财政局、 县环

保局、 县国土资源局、 县农业

委 ５ 个被审议部门进行满意度

测评ꎮ

【法治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人大常委会开展备案审查工

作ꎬ 通过对规范性文件的合法

性和适当性的审查ꎬ 从源头上

预防和纠正权力机关的不当行

为ꎬ 进一步提高人大监督的质

量和效率ꎬ 全年审查县人民政

府及其办公室报送的决议、 决

定、 规定、 意见、 通告等规范

性文件 ２４ 件ꎬ 所有备案件均

完成登记并统一立卷归档ꎮ 开

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 执法检查ꎬ 县人大常委会

到全县 １４ 个乡镇实地察看各

级文物保护单位ꎬ 县人大常委

会第十八次会议听取和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执法检查报告ꎬ 提出 “加大法

律宣传力度ꎬ 切实提高全民的

文物保护意识” “加强部门协

作、 形成工作合力严格执法”
“增加文物保护经费投入ꎬ 抢

抓机遇加快文物保护申报的步

伐” 等建议向县人民政府交

办ꎮ １０ 月底ꎬ 县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

政府的整改情况报告ꎬ 并将执

法检查中实地拍摄的全县文物

保护单位及部分文物点的现状

图片汇编成册ꎬ 保障 «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的贯彻

执行ꎬ 督促和支持政府依法履

行文物保护工作职责ꎮ 开展内

务司法监督ꎬ 县人大常委会坚

持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ꎬ 组织开展检察院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情况、
人民陪审员履职情况、 社区矫

正工作情况、 城乡低保工作情

况、 扫黑除恶工作情况的调研

活动ꎮ 对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

作ꎬ 提出 “强化部门配合ꎬ 形

成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合力ꎬ 发

挥检察职能ꎬ 督促职能部门与

社会组织的联系” 等建议ꎻ 对

社区矫正工作提出 “进一步加

强机构队伍建设” “进一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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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执法规范” “进一步完善联

动机制” 等建议ꎻ 对人民陪审

员履职情况ꎬ 提出 “完善陪审

员管理机制ꎬ 强化陪审员履职

保障ꎬ 提高参审质量” 等建

议ꎻ 针对城镇低保和农村低保

工作清理整顿进展不平衡ꎬ 低

保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比对核查

工作难度大等问题ꎬ 提出 “加
大政策的宣传力度” “加大执

行情况的监督力度” 等建议ꎻ
在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关于

扫黑除恶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时ꎬ 提出 “强化公安队伍建

设” “扫黑除恶打击要突出重

点” 等建议ꎮ 配合省、 市人大

开展立法调研ꎬ 配合市人大开

展 «永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条例» 立法调研ꎬ 配合省人大

开展 «湖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

会工作条例» «湖南省湘江保

护条例» 立法调研ꎮ

【人大代表履职培训】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大常委会将人大

代表培训工作列入县人大常委

会年度工作计划ꎮ １ 月ꎬ 对全

县各级人大代表进行 “贯彻学

习 ‘十九大’ 精神” 集中培

训ꎻ ４ 月ꎬ 邀请全国人大代表

廖仁旺对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宣

讲全国人代会精神ꎻ ９ 月ꎬ 举

办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履职能力

提升学习班ꎬ 提高县人大常委

会委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履职

能力ꎮ

【人大代表建议办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大常委会综合整

理县第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期

间代表提出建议、 意见 １６２
件ꎬ 集中向 “一府一委两院”
交办ꎮ 出台 «蓝山县人大代表

议案、 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

工作满意度测评方案»ꎬ 对交

办意见和建议的办理工作提出

具体的办理要求和办理时限ꎬ
明确承办责任和督办责任ꎮ 突

出办理重点ꎬ 确定 ６ 件重点督

办建议ꎬ 将承办 ３ 件以上建议

的部门确定为重点部门ꎬ ６ 月

集中开展代表建议重点督办工

作ꎬ １０ 月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

府办理代表建议的情况报告ꎬ
对办理代表建议不满意的单位

进行再办理督办ꎮ 跟踪督查承

办单位办理闭会期间的代表建

议ꎬ 把督查工作贯穿于全年的

工作之中ꎮ 田石保代表提出的

«关于加强全县农村垃圾治理

力度的建议»、 谭六忠代表提

出的 «关于抓紧实施学位建设

三年行动方案以解决城区学位

紧张的建议»、 贺金晶代表提

出的 «关于分期分批妥善解决

征拆安置地、 预留地问题的建

议» 等建议得到县政府及相关

部门响应ꎬ 帮助解决一批实际

问题ꎮ

【人大代表履职】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大常委会落实 «中共

全国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加

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若干

意见» 和中央、 省、 市、 县委

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

会议精神ꎬ 配合中共蓝山县委

召开全县乡人大工作会议ꎬ 指

导各乡镇建立健全人大代表工

作室ꎬ 指导各乡镇依法召开人

民代表大会ꎮ 继续开展 “双

联” 活动ꎬ 出台 «蓝山县人大

代表联系原选区选民和群众工

作办法»ꎬ 健全完善县人大常

委会领导分片联系指导乡镇人

大工作等相关制度ꎬ 指导乡镇

人大主席团各项工作ꎬ 推动乡

镇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平台建

设ꎬ 为各级代表履职提供场

所ꎬ 进一步增强各级人大代表

的归属感ꎮ 各乡镇人大主席团

发挥人大代表作用ꎬ 土市镇坚

持人大代表逢圩日接访制度ꎬ
了解民情民意ꎬ 回应群众关

切ꎬ 为群众排忧解难ꎬ 取得良

好社会效应ꎬ 并在各乡镇推

广ꎻ 楠市镇组织县、 镇人大代

表先后对提质改造工程、 污水

处理厂建设、 垃圾中转站建

设、 学校食堂管理进行视察和

调研ꎬ 取得较好监督实效ꎻ 毛

俊镇召开人大代表座谈会ꎬ 组

织代表们围绕如何提升人大代

表履职能力进行交流、 促进ꎮ
县人大以各乡镇县人大代表小

组为载体ꎬ 围绕乡村振兴战

略、 民生工程建设等工作ꎬ 组

织开展代表小组活动ꎮ 先后开

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书

画比赛、 “深入群众、 忠诚履

职” 代表风采摄影比赛、 “习
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读后感

征文比赛ꎮ 坚持邀请市、 县人

大代表分批次列席县人大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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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议ꎬ 参加县人大常委会组

织的调研、 视察、 执法检查等

活 动ꎬ 拓 宽 代 表 知 情 知 政

渠道ꎮ

【理论武装】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人大常委会坚持把学习贯彻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精神与

“两学一做” 制度相结合ꎬ 以

人民代表大会、 县人大常委会

议、 主任会议和代表工作会议

等会议为契机ꎬ 开展学习交流

活动ꎬ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一中、 二中、 三中全会

精神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学习省市县

委重要会议精神、 重要政策法

规和规章制度ꎬ 组织 «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立法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 等法律知识专题

学习ꎬ 提高县人大常委会班子

及机关干部的政治修养和理论

水平ꎮ

【作风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人大常委会坚持和完善县人

大常委会及人大机关各项制

度ꎬ 先后建立健全机关财务管

理制度、 学习制度、 考勤制度

和加强作风建设若干规定等规

章制度ꎬ 促进人大工作规范

化、 程序化和科学化ꎮ 坚持作

风建设永远在路上ꎬ 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各项要求ꎬ 督导机关

党支部落实 “三会一课” 制

度、 周五政治学习日制度ꎬ 加

强机关党组织建设ꎮ 围绕党的

“六大纪律”ꎬ 落实 “两个责

任”ꎬ 整改违反八项规定突出

问题ꎬ 增强干部职工的 “四个

意识”ꎮ

【宣传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人大常委会抓好人民代表大

会、 县人大常委会会议、 主任

会议行使职权和人大代表履职

的宣传报道ꎬ 制作宣传版面ꎬ
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县人

大工作成绩ꎻ 制作县优秀人大

代表先进事迹纪录片ꎬ 在县电

视台及市政广场 ＬＥＤ 屏幕滚动

播放ꎬ 利用电视、 网络等媒体

宣传县人大常委会和基层人大

代表履职实践ꎮ 全年在各类新

闻网站、 报纸杂志发表宣传报

道和文章 ４６ 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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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人民政府

县政府办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

民政府办公室坚持中共蓝山县

委、 县人民政府领导和县人大

监督ꎬ 发挥办公室 “参谋助

手、 信息反馈、 督查督办、 综

合协调、 后勤保障” 等五大职

能ꎬ 较好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

务ꎬ 促进全县经济社会稳步发

展ꎮ 是年ꎬ 开展调研活动 １６０
余次ꎬ 撰写汇报材料 ７０ 余篇ꎬ
报送综合信息 ６１０ 余条ꎻ 开展

专项督查 ８５ 项ꎬ 编发 «蓝政

通报» ３１ 期ꎬ 督办省市政府交

办件 ４ 件ꎬ 反馈批示件落实情

况 １００ 余件ꎻ 以县政府和县政

府办名义下发编号红头 １９４
件ꎬ 同比下降 ３２ ５％ꎻ 政府系

统会议总量减少 ３２％以上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部分办

事人员的服务态度还不够好ꎬ
服务能力还需要继续加强ꎻ 各

项作风规定还没有完全落到实

处ꎬ 干部职工的作风意识还需

要继续强化ꎻ 办事拖沓、 敷

衍、 推诿的现象还没有完全杜

绝ꎬ 一些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

还需要继续加强等ꎮ

【统筹协调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政府办公室发挥协调上

下左右的桥梁作用ꎬ 加强与上

级政府的联系ꎬ 争取上级的指

导和帮助ꎬ 反映基层情况、 群

众呼声ꎬ 做到了解上情、 摸透

下情ꎬ 建立起联系顺畅、 灵敏

高效的沟通渠道ꎮ 对领导交办

的事情主动协调ꎬ 对一些急

事、 要事和难度较大的工作及

时协调ꎬ 保障政府工作规范高

效运行ꎮ 凡是县政府召开的重

要会议、 上级领导视察、 重要

考察团的接待、 紧急重大事故

的处理、 维稳难点问题的解决

均认真组织、 沟通、 协调ꎬ 确

保不出现错误和纰漏ꎮ 推进中

心工作开展ꎬ 在脱贫攻坚、 西

区开发、 控违拆违、 创文创

卫、 招商引资等工作方面ꎬ 安

排班子成员牵头ꎬ 抽调工作人

员具体落实推进ꎮ 答复和办理

县人大、 县政协提交的建议、
意见、 议案和提案ꎬ 做到件件

有登记、 事事有答复、 项项有

办理结果ꎮ 推进政府办各类信

息公开力度ꎬ 接受群众监督ꎬ
方便群众办事ꎬ 增强工作透明

度ꎮ 民族宗教工作开展有序ꎬ
法制工作得到加强ꎬ 政府网站

正常运行ꎮ

【调查研究】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政府办公室以全县工作重点

设立调查研究方向ꎬ 抓住影响

改革、 发展、 稳定的热点、 难

点以及领导的关注点ꎬ 开展调

研工作ꎬ 坚持做到与领导 “同
频共振”ꎬ 增强为领导参谋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ꎮ 结合中共蓝

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中心工

作ꎬ 围绕六大战役ꎬ 特别是项

目建设、 精准扶贫、 西区开

发、 招商引资、 生态保护等工

作ꎬ 开展调研活动ꎬ 撰写汇报

材料ꎬ 报送综合信息ꎬ 得到各

级各部门肯定ꎮ

【督查督办】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政府办公室围绕社会关注的

问题ꎬ 突出领导交办、 批办事

项的督查ꎬ 加大协调解决问题

的力度ꎬ 坚持把协调解决问题

作为提高督查实效的突破口ꎬ
督办县政府授权的各督查事

项ꎮ 对尚未明确的督查事项ꎬ
在职责范围内督办解决ꎬ 对具

体困难提出解决办法和建议ꎬ
向各有关部门反馈ꎬ 确保督查

工作效果落实ꎮ 全年开展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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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 ８５ 项ꎬ 编发 «蓝政通报»
３１ 期ꎬ 督办省市政府交办件 ４
件ꎬ 反馈批示件落实情况 １００
余件ꎮ 严控考核评比ꎬ 量化考

核指标ꎬ 优化考核机制ꎬ 县政

府系统或由县政府组织的考核

评比项目减少 ３０％以上ꎮ

【办文办会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政府办公室遵循快传、
准传、 早办、 快办的原则开展

办文工作ꎮ 发文按照程序把住

行文关、 审批关、 政策关、 文

字和体例格式关、 装订和报送

关等 “ 五 关 ”ꎬ 避 免 “ 倒 行

文” “关系文” 和 “滥发文”
现象ꎬ 保证行文严肃性ꎬ 提高

公文质量ꎮ 以县政府和县政府

办名义下发编号红头 １９４ 件ꎬ
同比下降 ３２ ５％ꎬ 处理政府公

章用印 ２９１ 件、 省市明传电报

５６９ 件、 县长批示件 ５２０ 件、
部门本级和上级文件 １５８ 件、
国家和省市级党委政府下发红

头文件 ６１４ 件ꎮ 办会执行会议

审批机制ꎬ 全年政府系统会议

总量减少筹备组织政府全体会

议、 常务会议、 县长办公会议

等大中型会议 ３４ 次ꎬ 其他会

议 ７０１ 次ꎮ 按照值班备勤和应

急反应的各项纪律要求ꎬ 做好

来信来访接待、 上传下达、 畅

通政令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

作ꎮ 按 照 “ 热 情、 周 到、 规

范、 高效、 廉洁” 的要求ꎬ 抓

好会计基础规范化建设ꎬ 严把

财政纪律关ꎬ 坚持一支笔审

批ꎬ 全 年 “ 三 公 ” 经 费 下

降 １０％ꎮ

【文明创建】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政府办公室申报创建市级文

明单位ꎬ 把精神文明建设和思

想道德建设摆在重要位置ꎮ 围

绕加强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等 “四

德” 建设为主线ꎬ 开展道德讲

堂活动ꎬ 把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干部职业

道德培训、 红色文化教育和地

方人文精神等作为讲堂的主要

内容ꎬ 宣传和弘扬身边看得

见、 摸得着、 学得到的 “平民

英雄” 和 “凡人善举”ꎬ 推动

道德理念入脑入心ꎮ 开展志愿

者服务活动ꎬ 建立单位学雷锋

志愿服务小组ꎬ 制定学雷锋志

愿服务活动方案ꎬ 结合 “三城

同创” 工作开展文明交通、 文

明劝导活动ꎻ 参加文明餐桌活

动ꎬ 提倡节俭用餐、 安全用

餐、 卫生用餐和文明用餐ꎻ 结

合党员活动开展网络文明传

播、 文明旅游活动ꎬ 组织党员

干部到云冰山、 湘江源旅游区

捡拾垃圾等ꎮ 强化基础建设ꎬ
创建和谐型机关ꎬ 实施绿化美

化工程ꎬ 优化办公环境ꎬ 开展

“中国梦”、 法制宣传、 禁毒宣

传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

传ꎮ 组织队伍参加县直机关气

排 球 赛、 歌 唱 比 赛 等 文 体

活动ꎮ

【精准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政府办公室派驻扶贫工作

队ꎬ 实行领导班子一对一结对

帮扶ꎮ 贯彻 “２４６８” 驻村工作

制ꎬ 到凌江河村调查分析研

究ꎬ 制定脱贫方案ꎬ 加强对凌

江河村的农业科技培训、 基础

设施建设、 村级电商平台建

设、 产业帮扶等措施ꎮ 帮助凌

江河村实现道路安全、 道路硬

化、 村道加宽、 村级场所河道

护砌ꎬ 投入资金 ４４４ 万元ꎻ 建

立村级电商平台、 综合服务平

台及球场、 文体设施等ꎬ 投入

资金 ６４ 万元ꎻ 开展健康扶贫、
农网改造ꎬ 投入资金 ２５０ 万

元ꎬ 利用春节、 中秋等节日送

油、 大米、 慰问金等

【廉洁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政府办公室坚持预防为主ꎬ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ꎮ 强化学习

教育ꎬ 通过上廉政党课、 发放

廉政读物、 观看警示电教片、
组织讨论撰写心得体会等形

式ꎬ 以当代优秀共产党员反腐

倡廉模范人物等先进典型为榜

样ꎬ 进行勤廉教育ꎮ 执行党务

公开制度ꎬ 扩大党内民主ꎬ 落

实党员、 群众的知情权、 选择

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ꎮ 履行

“一岗双责”ꎬ 发挥表率作用ꎮ
执行学习制度ꎬ 坚持平时个人

自学与集体学习相结合ꎬ 专题

学习与讨论相结合ꎬ 联系办公

室工作实际和个人思想实际ꎬ
学习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十八

大、 十九大精神和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重要论述以及省市

重要文件ꎮ

５７



蓝山年鉴 (２０１９) 蓝山县人民政府

信 访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信

访局坚持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

民政府领导ꎬ 推进信访法治化

建设ꎬ 围绕 “事要解决” 工作

目标ꎬ 畅通信访渠道ꎬ 强化源

头治理ꎬ 规范信访秩序ꎬ 开展

“三无” 创建和 “四大攻坚”
活动ꎬ 取得阶段性成效ꎮ

【健全信访制度】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落实领导干部接访常态

化制度机制ꎮ 制定出台 «蓝山

县 ２０１８ 年县级领导坐班接待

来访群众工作方案»ꎬ 明确县

信访接待中心工作日由县级领

导带领相关部门坐班接待来访

群众ꎬ 县直单位工作日由班子

成员坐班接待来访群众ꎬ 乡镇

赶集日由主要领导坐班接待来

访群众ꎬ 其他工作日由班子成

员坐班接待来访群众ꎮ 全年ꎬ
领导坐班接待来访群众 ７８９
批、 ２３５６ 人次ꎬ 协调化解初信

初访问题 ２６１ 件ꎮ 规范信访事

项办理ꎬ 开创齐抓共管格局ꎬ
以 “两办” 名义下发 «蓝山县

初信初访初网办理工作实施办

法» «蓝山县推进依法分类处

理信访诉求工作实施方案»
«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办

理的通知»ꎬ 对信访事项办理

进一步明确规范ꎮ 各有权处理

机关制定出台通过法定途径分

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清单ꎬ 按

照法定授权履行职责ꎬ 依法分

类处理信访问题ꎮ 健全信访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ꎬ 协调联动化

解问题ꎬ 进一步规范信访联席

会议制度ꎬ 组织召开全县信访

工作联席会议ꎬ 从源头管控分

析和研判信访工作推进中存在

的问题ꎬ 落实责任人员ꎬ 紧盯

重点工作、 重点对象、 重点问

题ꎬ 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领导干部接访、 预防化解责任

落实等工作ꎮ

【信访问题化解】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以 “两办” 名义下发

«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当前信

访工作的十条意见»ꎬ 对全县

各级各部门的工作责任进一步

明确ꎮ 县级领导对分管工作领

域、 联系乡镇街道和所包信访

积案等信访工作负责ꎬ 督促分

管部门和联系乡镇街道日常信

访工作开展情况ꎬ 协调解决信

访突出问题ꎻ 单位主要领导对

本单位、 本辖区信访工作负

责ꎬ 履行 “一把手亲自抓ꎬ 负

总责” 工作职责ꎬ 做到 “重要

工作亲自部署、 重大问题亲自

过问、 重点环节亲自协调、 重

要案件亲自督办”ꎬ 通过压实

责任ꎬ 促进工作开展ꎮ 突出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ꎬ 在全县实行

“一月三排查” 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制度ꎬ 各单位每旬进行一

次矛盾纠纷排查ꎬ 对排查出来

的问题ꎬ 逐案落实包案领导、
化解措施、 解决期限、 稳控责

任人ꎬ 对于情况复杂的由县联

席办向相关领导和单位进行重

点交办ꎬ 做到 “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乡、 难事不出县”ꎬ
把问题化解在基层ꎬ 把人员稳

控在当地ꎮ 全县排查出各类矛

盾纠纷 ４３２ 起ꎬ 化解 ６８ 起ꎮ 强

化领导包案化解ꎬ 排查出信访

积案和 “四大攻坚” 案件 ４２
件ꎬ 按照包案原则向县级领导

进行交办ꎬ 全年办结 ２６ 件、
化解 ６ 件ꎮ 通过领导包案ꎬ 按

期办结中央和省委巡视组交办

的信访件 ３２ 件ꎬ 其中息访 ３
件ꎻ 办结市委巡察组信访交办

件 ２５１ 件ꎬ 息访 ２５ 件ꎮ

【信访法治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信访局加强领导ꎬ 制定

信访法治化建设系列方案ꎮ 进

行专题研究ꎬ 成立领导小组ꎬ
以 “两办” 名义下发 «蓝山县

“信访法治化建设” 活动实施

方案» 以及 «蓝山县推进依法

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实施方

案» «蓝山县建设 “三无” 村

(社区) 实施方案» «蓝山县

信访工作村 (社区) 为主工作

方案» «蓝山县信访积案化解

攻坚工作实施方案» «蓝山县

乡镇干部联系重点人员工作制

度» «关于加强赴省进京重点

上访人员劝返后期管理工作的

通知» 等子方案ꎬ 为法治化建

设提供基础ꎮ 加大政策法规宣

传工作力度ꎬ 落实 “谁执法谁

普法” 工作责任制ꎬ 各执法单

位通过电子显示屏、 微信公众

号、 书写永久性标语等方式ꎬ
进一步加大政策法规宣传ꎻ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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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ꎬ 县信访局印制 ２ ３ 万册信

访法规宣传册ꎬ 发放到重点人

员手中ꎬ 制作宣传小视频ꎬ 在

电视媒体播放ꎬ 引导群众依法

逐级有序反映诉求ꎮ 厘清边界

依法处理信访问题ꎬ 实行诉访

分离ꎬ 每月 １０ 日 (节假日顺

延) 由政法委 书 记 带 领 公、
检、 法、 司主要领导到县信访

接待中心涉法涉诉接待室坐班

接待来访群众ꎬ 协调处理涉法

涉诉信访事项ꎮ 全县 ４６ 个有

关单位按照法定授权制定出台

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

诉请求清单ꎬ 并在政府网站给

予公布ꎬ 让群众明白 “怎么

办” “谁来办”ꎮ 开展 “三无”
创建活动ꎬ 畅通信访渠道ꎬ 健

全信息网络ꎬ 加强重点管理ꎬ
强化问题化解ꎬ 抓好 “三无”
乡镇、 村创建工作ꎬ 取得明显

成效ꎮ 全县 “三无” 乡镇 １２
个ꎬ 占 ８５ ７％ꎬ “三无” 村

１８２ 个ꎬ 占 ８４ ６％ꎮ

【信访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信访局加强基础业务规

范ꎬ 加大对全县各单位分管领

导、 信访专干、 系统信息员的

业务培训ꎮ 是年ꎬ 分 ３ 批培训

业务人员 １５６ 人次ꎮ 同时ꎬ 以

巡视、 巡察信访交办件办理为

契机ꎬ 明确程序要求ꎬ 规范案

件办理ꎮ 强化基础建设ꎬ 进一

步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ꎬ 加

强信访信息网络建设ꎬ 规范工

作阵地ꎬ 完善相关设施ꎬ 配齐

配强工作力量ꎬ 保障队伍的稳

定性和工作的连续性ꎮ

政 务 服 务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政

务公开政务服务工作坚持中共

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领导ꎬ
取得较好成绩ꎮ 蓝山县被评为

２０１７ 年度全省政务公开工作先

进单位和全市政务公开政务服

务工作先进单位ꎮ １１ 月 ２９ 日ꎬ
蓝山县 “帮您办” 平台融入电

商理念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入选

“２０１８ 年智慧中国年会” 第四

届 (２０１８) “互联网＋政务服

务” 优秀实践案例 ５０ 强ꎮ

【政务公开标准化、 规范化试

点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政

务服务中心完成全县所有县直

部门政务服务事项、 政务公开

事项和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的梳

理ꎬ 编制形成政务服务事项

４００９ 项ꎬ 政务公开事项 ２２７
项ꎬ 形成了标准化的政务服务

事项和政务公开事项清单列

表ꎮ 加强标准应用ꎮ 在办文办

会、 政策解读、 新闻发布会等

方面加强突破ꎬ 将政务公开纳

入 “五公开” 规范轨道ꎮ 丰富

公开方式ꎮ 完善建设 “互联网

＋监督” 平台ꎬ 发挥政府网站

信息公开第一平台作用ꎬ 利用

政务微信、 移动 ＡＰＰ 等政务新

媒体、 公开公示栏ꎬ 宣传推介

周等平台和场所ꎬ 多渠道发布

政务信息ꎬ 方便公众通过点击

查询或获取相关公开内容ꎬ 新

设计的政务服务指南能够支持

老百姓通过扫描二维码了解办

理该事项所需材料以及办理进

度ꎬ 依托村村响工程的基层触

角作用ꎬ 将政务公开有关政府

文件和回应解读等公开信息传

送到千家万户ꎮ
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全面

铺开ꎮ 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

务”ꎮ 制定出台 «蓝山县政务

服务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 和

«蓝山县推行 “最多跑一次”
改革实施方案»ꎬ 实现 ５ 个

“标准化” 即事项管理标准化、
中心建设标准化、 运行规范标

准化、 窗口管理标准化、 “互
联网＋政务服务” 平台标准化

和群众办事 “最多跑一次” 目

标ꎮ ３８ 个具有政务服务职能部

门事项内容在湖南省 “互联网

＋政务服务” 一体化平台上填

报完 成 率 和 发 布 率 都 达 到

１００％ꎮ 同 时ꎬ 事 项 填 报 由

“四办” 提升到 “五办”ꎬ 推

行四个 “减” 即减少审批权

限、 减少审批环节、 减少申请

材料、 减少审批时限ꎬ 进一步

优 化 审 批 流 程ꎬ 实 现 审 批

提速ꎮ

【线上线下办事大厅全面建成】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线下实体大厅

高标准建成: 政务服务中心大

楼于 ９ 月 ２６ 日投入使用ꎬ 集智

慧党建中心、 创客中心、 财政

评审中心、 智慧蓝山指挥中

心、 商贸中心、 政务服务中

心、 中介服务中心、 招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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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数据资源中心和现场勘

查中心于一体ꎬ 总面积 １ ２８
万平方米ꎬ 设 １７５ 个办事窗

口ꎬ ３６ 个部门 ５８２ 项政务服务

事项进驻大厅集中办公ꎮ 线上

网上大厅规范化投运ꎮ 将政务

服务与政务监督相结合、 政务

公开与政务服务相结合、 社会

服务与社会治理相结合ꎬ 推动

“智慧蓝山” 建设ꎮ 在所有乡

镇和 ４ 个试点村设立自助服务

区ꎬ 部署便民服务自助终端 ３２
台ꎬ 让群众通过终端机查询业

务、 提交资料、 进行审批、 办

理业务、 打印证件ꎬ 致力打造

“２４ 小时不下班政府”ꎬ “互联

网＋政务服务” 系统全面投入

运行ꎬ 网上办理率 ９０％ꎬ “最
多跑一次” 事项 ３７５ 项ꎮ 数据

资源统筹大力度推进ꎮ 构建人

口库、 法人库、 地理空间库、
宏观经济库及 １２ 个服务子库ꎬ
有 ４１ 个部门的政务数据资源

入驻 «蓝山县政务资源目录平

台»ꎬ 其中数据资源数 ５３４ 个、
指标数 ７８１５ 个ꎬ 对接数据总

量 １５６ ８ 万条ꎮ 窗口考核管理

进一步规范ꎮ 实行人性化与制

度化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ꎬ
继续执行 “一日一考勤、 一月

一通报、 一季一评比制ꎬ 窗口

单位领导办公例会制、 巡查通

报制、 首席代表制” 等工作

制度ꎮ

【政府网站建设】 　 完善网站

功能ꎬ 重点突出基本信息公

开、 政策解读回应、 办享服

务、 互动交流、 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专栏建设、 国务院省市重

要信息转载等ꎮ 优化网站内

容ꎮ 精心设计制作政务公开工

作要点专题、 饮用水源地环境

保护专栏、 基层政务公开规范

化标准化建设专题、 “湘江源

头在蓝山” 生态旅游专题、 投

资蓝山专题等专题专栏ꎮ

【政务服务模式创新】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推进 “帮您办”ꎬ
结合推进 “最多跑路一次” 改

革的实际需求ꎬ 依托 “互联网

＋政务服务” 平台开发 “帮您

办” 功能ꎬ 做到 “数据多跑

路、 群众少跑腿”ꎬ 初步建立

像网购一样便捷的政务服务模

式ꎬ “帮您办” 完成业务 １０９
件ꎬ 群众反响非常好ꎮ 推动

“并联办”ꎮ 为进一步提高办事

效率ꎬ 方便行政相对人办理行

政审批率先构建并联审批与容

缺后补机制ꎬ 计划成立行政审

批局ꎬ 按照 “局三中心” 的模

式运行ꎬ 实现一个章子管审

批ꎬ 力求实现 “一个窗口、 同

步办理” 和业务受理 “零材

料”ꎮ 推出 “精准办”ꎮ 为进一

步提升服务水平ꎬ 实现事项精

准办理ꎬ 通过打破部门信息壁

垒ꎬ 发挥大数据优势ꎬ 对比综

合全县居民身份信息ꎬ 精确制

导ꎬ 以微信、 政务 ＡＰＰ 等方式

为群众推送所需服务信息ꎬ 上

至 ６５ 岁人口的老年证ꎬ 下至 ６
岁儿童的就学ꎬ 都可以通过主

动推送数据信息ꎬ 办理相关事

项ꎬ 实 现 办 事 “ 零 跑 路 ”
目标ꎮ

民 族 宗 教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民

族宗教事务局落实党和国家的

民族宗教政策ꎬ 营造民族团

结、 宗教和睦、 社会和谐的良

好局面ꎬ 维护全县民族宗教稳

定大局ꎮ 是年ꎬ 全县接待少数

民族群众 １２６ 人次ꎬ 救助外来

少数民族群众 １１ 人次ꎻ 召开

在蓝山的少数民族群众座谈会

１ 次ꎻ 县民宗局牵头处理新疆

维吾尔族人占道经营小商品事

件 １ 件ꎬ 申报民族团结创建示

范乡镇、 示范学校示范村各 １
个ꎻ 组织宗教类学习培训 ５０
余人次ꎻ 县民宗局翻印和发放

新 «宗教事条例» １０００ 余册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全县有登

记备案的塔峰基督教教堂 １
处ꎬ 没有发现基督教私设聚会

点和未登记基督教组织情况ꎮ

【少数民族基本情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辖荆竹、 大桥、 紫

良、 浆洞、 汇源、 犁头 ６ 个少

数民族乡ꎬ 少数民族总人口

３ ２ 万人ꎬ 占全县总人口的

８ ４％ꎮ 全县 ６ 个民族乡有 ４１
个行政村ꎬ ２６７ 个村民小组ꎬ
散居民族村 ８ 个ꎬ 民族组 ３５
个ꎮ 少数民族以瑶族为主ꎬ 有

壮、 苗、 土家、 回、 藏、 满等

２１ 个少数民族ꎮ 全县处于民族

地区高寒山区的有 ６ 个民族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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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个行政村ꎬ 人口 ２５３７７ 人ꎮ

【民族政策落实】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贯彻落

实上级各部门有关民族宗教工

作会议精神ꎮ 市民族宗教工作

会后ꎬ 县民宗局向中共蓝山县

委、 县人民政府领导汇报ꎬ 把

会议精神传达到各民族乡、 宗

教活动场所ꎬ 争取各级各部门

对全县民族宗教工作的支持ꎬ
形成工作合力ꎮ 县委第 ２８ 次

常委会议专题研究民族工作ꎬ
对重点工作进行研究部署ꎮ 春

节期间ꎬ 县民宗局组织开展对

少数民族弱势群体慰问送温暖

活动ꎬ 送上政府对少数民族弱

势群体的关怀和温暖ꎮ 活动走

访慰问民族宗教户 ９８ 户ꎬ 慰

问资金 ４ 万余元ꎮ 做好 “两种

考生” 优惠加分审核工作ꎬ 审

核 ２０１８ 年两种考生资料ꎬ 让

少数民族考生及聚居区汉族考

生享受高考加分政策ꎻ 规范民

族成份的确定 (变更) 程序和

办理方法ꎬ 继续做好 “普通高

校招生民族优惠考生资格审

核” 工作ꎮ 是年ꎬ 县民宗局审

核 “两种考生” 优惠加分人员

１０５ 人、 审核更改民族成份 １
人次ꎮ 重视流动少数民族服务

管理工作ꎬ 成立 “来蓝少数民

族人员服务管理工作站”ꎬ 设

置专门服务工作组ꎬ 做到事初

有计划、 活动有方案、 年终有

总结、 具体任务有制度ꎬ 本着

尊重民俗、 真诚服务的原则做

好在蓝山的少数民族服务管理

工作ꎬ 参与处理在蓝山的少数

民族人员有关事务ꎮ 全年接待

少数民族群众 １２６ 人次ꎬ 救助

外来少数民族群众 １１ 人次ꎻ
召开在蓝山的少数民族群众座

谈会 １ 次ꎻ 由县民宗局牵头ꎬ
参与处理新疆维吾尔族人占道

经营小商品事件 １ 件ꎮ 申报民

族团结创建示范乡镇和学校ꎬ
上报市民族团结乡镇 １ 个 (浆
洞瑶族乡)、 民族团结示范学

校 １ 个 (县民族中学)、 民族

团结示范村 １ 个 (湘江源瑶族

乡坪源村)ꎮ 安排专人到点一

对一的督查指导ꎬ 要求创建单

位做到抓自身队伍建设ꎬ 巩固

好民族基础ꎻ 弘扬好民族文

化ꎬ 加强民族团结ꎻ 发展好民

族教育ꎬ 提高民族素质ꎻ 发展

好民族经济ꎬ 促进民族和谐ꎻ
创新工作机制ꎬ 维护民族稳ꎮ
申报单位相关基础设施达标和

资料准备齐全ꎮ

【民族项目申报】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相关负

责人联合民族乡项目管理人员

到基层开展调查研究ꎬ 加强对

项目的前期考察ꎬ 拟定申报项

目 ８ 个ꎮ 继续引导各民族村按

照 “一村一品” 的发展思路ꎬ
制定本村的优势产业ꎬ 发展特

色产业项目ꎮ 通过科学申报加

大对省、 市财政专项资金争取

力度ꎬ 争取 ２０１８ 年散居少数

民族地区发展资金 ８０ 万元ꎬ
用于蓝山县瑶族地区基础设施

建设、 文体活动、 民族教育等

工作的开展ꎻ 争取县级少数民

族扶贫资金 ２０ 万元ꎬ 用于 ６ 个

民族乡及部分散居民族村基础

设施ꎬ 促进民族经济稳步发

展ꎬ 为 少 数 民 族 群 众 提 供

服务ꎮ

【宗教信众情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境内有信教群众 ２ 万余

人ꎬ 占全县总人口的 ７ ６％ꎻ
有依法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

所 ７ 处ꎬ 有佛教、 基督教两大

宗教ꎬ 其中佛教有塔下寺、 夔

龙寺、 都垄寺、 万年寺、 东凌

寺、 佛寿寺等 ６ 处ꎬ 管理人员

６ 人、 教职人员 ８ 人ꎬ 有信教

群众 １７７５３ 人ꎬ 其中汉传佛教

有信教群众 １１５１６ 人ꎮ 基督教

有塔峰基督教堂 １ 处ꎬ 管理人

员 ３ 人、 教职人员 ５ 人ꎬ 有信

教群众 ２２８４ 人ꎬ 信教群众主

要分布在县城ꎬ 各乡镇都有零

星分布ꎮ

【完善宗教工作机制】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

府贯彻落实市宗教工作领导小

组 (扩大会议) 精神ꎬ 形成领

导挂帅、 部门协调、 上下联

动、 保障有力的宗教工作机

制ꎮ 县委、 县政府履行宗教工

作主体责任ꎬ 加强对宗教工作

的领导ꎬ 加大对宗教工作的投

入ꎬ 强化对宗教工作的督查检

查ꎻ 召开县委常委会议和政府

常务会议ꎬ 专题听取宗教工作

汇报ꎻ 主要负责人多次就宗教

工作作出批示ꎻ 分管负责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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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进行宗教领域安全隐患排

查ꎬ 到基层调研宗教工作ꎬ 破

解重点难点问题ꎮ

【夯实宗教基础】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成

立由县委副书记任组长ꎬ 县委

常委、 统战部部长任常务副组

长的宗教工作领导小组ꎻ 建立

县、 乡、 村三级宗教工作网络

和乡、 村两级宗教工作责任

制ꎬ 各乡镇明确分管责任人和

宗教工作助理员ꎬ 部分村配备

宗教工作协管员ꎬ 建立宗教工

作属地管理的原则ꎻ 进一步加

大宗教工作的宣传及保障力

度ꎬ 按照永州市委的 “三个明

确” 要求将宗教政策理论纳入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

容ꎬ 纳入县委党校干部培训内

容ꎻ 安排县政府办一名副主

任ꎬ 专抓宗教工作ꎻ 安排宗教

工作专项经费 ５ 万元ꎬ 并纳入

财政预算ꎮ

【宗教事务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根据国家、 省、 市宗教

政策、 法规及有关规定ꎬ 辖内

７ 个宗教场所均制定一系列有

关宗教场所、 教职人员和信教

群众的管理制度ꎮ 帮助爱国宗

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健全完

善内部规章制度ꎬ 定期检查各

项制度的落实情况ꎮ 以宗教场

所赋码及新 «宗教事务条例»
的颁布为契机ꎬ 围绕 “法制化

道路” 和 “中国化方向” 两个

主题ꎬ 每季度组织宗教教职人

员学习培训ꎮ 是年ꎬ 组织学习

培训 ５０ 余人次ꎬ 翻印和发放

新 «宗教事条例» １０００ 余册ꎬ
教育引导宗教教职人员及信教

群众认识和处理国法与教规、
公民与信徒的关系ꎬ 自觉维护

法律尊严ꎬ 维护民族团结ꎬ 维

护社会稳定ꎮ

【宗教关怀引导】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做好宗教工作的基本

方针ꎬ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

会相适应ꎬ 做好各宗教场所和

教职人员的生活保障ꎮ 参照企

业人员进社保方式ꎬ 为县内 ９
名宗教教职人员解决社保问题ꎮ
开展 “送温暖” 活动ꎬ 在中秋、
春节期间对困难教职人员进行

走访慰问ꎬ 全年走访困难教职

人员 ２０ 余人次ꎬ 慰问品计 １ 万

余元ꎮ ７ 月ꎬ 联系湖南省佛慈

基金会对全县受灾严重的毛俊

镇 ５ 个村开展慈善救助ꎬ 救助

金额 ７ 万余元ꎮ 春节前夕ꎬ 县

民族局配合宗教场所对信教群

众开展 “送温暖” 活动ꎬ 发放

物资 ２ 万余元ꎮ

【宗教领域安全隐患排查】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制定 «蓝山县

宗教领域安全稳定隐患排查工

作实施方案»ꎬ 发挥宗教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作用ꎬ 成立

由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

分管负责人任组长ꎬ 县委统战

部副部长ꎬ 县民宗局局长任副

组长ꎬ 各成员单位分管负责人

为成员的宗教领域安全稳定隐

患排查领导小组ꎬ 对全县宗教

寺庙、 教堂安全隐患进行排

查ꎮ 对排查出来的宗教场所安

全隐患问题ꎬ 县宗教工作领导

小组召开会议制定 «蓝山县宗

教领域安全稳定隐患排查整改

方案»ꎬ 落实每季度 “一单四

制” 报送制度ꎮ 针对塔下寺白

蚁啃食大殿三根柱、 电线线路

老化ꎬ 福寿寺、 大乘寺后山山

体滑坡影响等安全问题ꎬ 县政

府安排专项资金 ２０ 余万元予

以治理、 修复ꎮ 发挥宗教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动作用ꎬ
利用二月十九日、 六月十九

日、 九月十九日等佛教重大节

日机会及每季 １ 个礼拜日组织

县委统战部、 县民宗局、 县公

安局、 县安监局、 县消防大队

等部门对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

食品安全、 用火安全、 人身安

全的督促检查ꎬ 确保活动安全

举行ꎮ 针对基督教自由传道人

频繁活动及私设家庭聚会点问

题ꎬ 县民宗局、 县公安局国保

大队等部门利用元旦、 圣诞期

间基督教教徒聚会频繁的节

日ꎬ 采取 “集中整治与常年紧

抓相结合、 全面整治与重点处

理相结合、 教育转化和个别帮

教相结合” 的办法ꎬ 遏止非法

宗教组织的滋生蔓延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全县有登记备案

的塔峰基督教教堂 １ 处ꎬ 没有

发现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和未登

记基督教组织情况ꎮ

０８



蓝山县人民政府 蓝山年鉴 (２０１９)

机关事务服务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机

关事务服务中心按照 “综合服

务精细化、 日常事务规范化、
监督管理科学化” 目标要求ꎬ
提升 “综合协调、 服务保障、
监督管理、 团结共事” 四种能

力ꎬ 围绕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

民政府中心工作ꎬ 确保机关大

院各项工作正常有序ꎬ 较好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ꎮ 是年ꎬ 县机

关事务服务中心按照县编办相

关文件精神ꎬ 组建办公室、 财

务室、 保卫股、 公务用车平台

管理股和后勤股 ５ 个内设机

构ꎻ 完成各类占用公房户搬迁

２０ 户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领导班

子配备不全ꎬ 工作队伍力量薄

弱ꎻ 公车服务平台运行机制有

待完善ꎬ 车辆老化ꎬ 未建设固

定停车场所和行车定位系统ꎬ
司勤人员因编制问题未解决无

法选聘驾驶员ꎻ 机关大院房屋

建筑严重老化、 基础设施配套

不全、 功能严重老化ꎮ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按照中共

蓝山县委组织部要求新成立中

心机关党支部ꎬ 对标 “五化”
建设标准进行支部建设ꎮ 利用

“三会一课”、 周五政治日学习

等契机ꎬ 提升党员干部理论素

养ꎬ 坚持自学与集体学习相结

合ꎬ 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学习

相结合ꎬ 创建学习型机关ꎮ 组

织观看系列教育片和知识讲

座ꎬ 提高党员党性修养和业务

能力ꎬ 提升工作人员素质形

象ꎮ 按照县编办相关文件精

神ꎬ 组建中心办公室、 财务

室、 保卫股、 公务用车平台管

理股和后勤股 ５ 个内设机构ꎬ
并任命股室正副股长ꎬ 保证中

心各项工作责权分明、 正常

运转ꎮ

【办公业务用房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按照中央、 省市委等有关文件

要求ꎬ 在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

民政府统一安排下ꎬ 坚持 “排
查无遗漏ꎬ 整改无死角” 原

则ꎬ 开展全县党政机关办公用

房和业务用房全面回头看专项

清理ꎬ 杜绝办公用房超面积和

装修及办公设备超标准问题ꎮ
在清理基础上ꎬ 对全县行政、
事业单位办公用房、 服务用房

重新登记造册ꎬ 对闲置办公用

房进行台账式管理ꎮ

【政府大院提质改造】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做好大院公房清理工作ꎬ 制定

«蓝山县机关大院公房住户处

置方案»ꎬ 提请县政府常务会

议、 县委常委会议通过ꎮ 按照

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要

求ꎬ 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完成

各类占用公房户搬迁 ２０ 户ꎮ

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围绕 “依
法保障、 精细管理、 优质服

务” 宗旨ꎬ 对县委宣传部、 县

委网信办等单位办公用房进行

维修改造ꎬ 启动县委大楼、 四

合院、 人大办公大楼维修改造

工程ꎮ 对机关大院食堂进行扩

容提质ꎬ 建成标准化食堂ꎬ 改

善就餐环境ꎬ 提高内事接待服

务水平ꎮ 对政府大礼堂音响设

备进行更新改造ꎬ 搭建县委党

委视频会议室ꎬ 为县委常委会

议室、 政府常务会议室、 政府

大礼堂和县委党委视频会议室

５ 个会议室配置手机屏蔽柜及

手机信号屏蔽仪ꎮ 加强大院安

保工作ꎬ 坚持 “预防为主、 突

出重点” 工作方针ꎬ 改善机关

安保维稳工作环境ꎬ 加强技防

工作ꎬ 对机关大院监控系统进

行升级改造ꎬ 对政府大门增设

车辆行人道闸系统ꎬ 实现人车

分流ꎬ 以便外来人员、 车辆登

记管理ꎬ 做好机关安全保卫工

作ꎬ 加强人防技防ꎬ 实现盗窃

事故为零、 责任事故为零、 治

安事件为零的工作目标ꎬ 完善

信访接待、 突发事件工作流

程ꎬ 明确分工ꎬ 细化责任ꎬ 确

保机关大院各项工作正常运

转ꎮ 抓好美化、 绿化、 亮化管

理ꎬ 对部分供电供水及排污管

网进行改造ꎬ 对部分空坪隙

地、 绿化树木、 花圃、 草坪进

行精心养护及美化、 绿化、 亮

化ꎬ 组织力量清除机关大院内

种菜现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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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蓝山县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蓝山县委员会坚

持中共蓝山县委领导ꎬ 以中国

共产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ꎬ 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

题ꎬ 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重

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

用ꎬ 围绕县委、 县政府决策部

署ꎬ 履行政协职能ꎬ 开拓政协

工作新境界ꎬ 为助推 “创新开

放桥头堡、 产业承接首选地、
粤港澳的后花园、 生态文明示

范区、 安居乐业幸福城” 战略

做出贡献ꎮ 中共蓝山县委把政

协工作纳入党委工作总体布

局ꎬ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ꎬ 统一

研究、 统一部署ꎬ 推动政协工

作有效开展ꎮ 县政协常委会议

研究制定 «县政协工作要点»
并报县委常委会研究ꎬ 以县委

文件印发ꎬ 为政协开展工作、
履行职能明确方向和要求ꎮ 县

政协九届二次会议征集委员提

案 １３４ 件ꎬ 合并整理后交办提

案 １１７ 件ꎬ 分别交 ４０ 个承办单

位办理ꎻ “政协云” 全年参与

情况在全省排中上水平ꎻ 制作

的 “夺宝” 行动方案得到市政

协好评ꎬ 被推荐参加省 “政协

云” 运用大赛ꎬ 县政协获省

“政协云” 创新大赛组织奖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健全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实践有

待于进一步深化ꎻ 民主监督的

实效性有待于进一步强化ꎻ 参

政议政的成果有待于进一步转

化ꎻ 委员履职的积极性、 主动

性、 创 造 性 有 待 于 进 一 步

提高ꎮ

【政治素质提升】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蓝山县

委员会把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巩固共

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ꎬ 加强

理论学习ꎬ 不断增进思想共

识ꎬ 提升履职水平ꎮ 县政协全

会、 常委会和各界别工作组会

议通过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十九

大精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央省市关

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

设的有关文件精神等内容ꎬ 提

升政协队伍的政治把握能力ꎬ
引领履职实践ꎮ 针对九届政协

新委员人数较多、 政协领导班

子和委室负责人大部分为新任

的实际情况ꎬ 县政协组织政协

常委参加厦门大学举办的 “提

升政协履职能力培训班”ꎬ 邀

请相关领导和专家授课ꎮ 同

时ꎬ 以反面案件为镜鉴ꎬ 以先

进典型为标杆ꎬ 增强机关干部

党性修养和廉洁意识ꎬ 培育健

康向上的政治文化和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ꎮ

【民主协商】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蓝山县委员

会按照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

制度化发展的要求ꎬ 落实 «政
协蓝山县委员会 “专题协商”
规程»ꎮ 按照中共蓝山县委印

发的 «政协蓝山县委员会 ２０１８
年工作要点»ꎬ 县政协组织开

展对全县上半年经济形势专题

协商和关于实施 “乡村振兴”
战略专题协商ꎬ 发挥政协协商

民主重要渠道作用ꎬ 助推 “乡
村振兴” 战略实施ꎮ 在 “乡村

振兴” 战略专题协商工作中ꎬ
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

效、 生活富裕 ５ 个子课题进行

调研ꎬ 形成 ５ 个专题协商发言

材料和 «关于我县实施 “乡村

振兴” 战略向县委、 县政府的

建议案»ꎬ 召开县委、 县政府

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职能部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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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专题协商会ꎬ 协商建议得

到县委、 县政府肯定ꎮ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蓝山县委员

会突出问题导向ꎬ 围绕中共蓝

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重大决策

部署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关心

的热点难点问题ꎬ 选择具有全

局性、 前瞻性的课题开展视

察、 调研ꎮ 探索主席会议视

察、 常委会视察、 界别委员视

察与专题调研、 专题协商相结

合的机制ꎬ 推动视察协商成果

有效转化ꎮ 重点围绕毛俊水库

建设、 湘江源皮具城建设投产

运营、 县城饮用水源保护、 保

障性住房建设等工作开展视察

协商ꎬ 围绕养殖业转型升级、
推行 “河长制”、 做大做强全

县农业优势品牌产业、 招商引

资、 公立医院改革等课题开展

专题调研ꎬ 形成一批专题调研

报告ꎮ 各界别工作组发挥自身

优势ꎬ 开展视察调研ꎬ 形成一

批富有界别特色的调研材料ꎮ

【民主监督】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蓝山县委员

会把关注民本民生作为政协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ꎬ 抓住人

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教育、 住

房、 就业、 就医以及文化事业

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ꎬ 通过

提案、 社情民意信息、 视察调

研等途径ꎬ 反映群众需求ꎮ 围

绕中共蓝山县委主要负责人批

示的大会发言 «简政放权提高

办事效率» 交办件开展民主评

议ꎬ 组织召开相关职能部门参

加的 “简政放权ꎬ 提高办事效

率” 工作座谈会ꎬ 促进全县职

能部门行政效能和执行力水平

提高ꎻ 围绕推进 “六大战役”ꎬ
重点对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运

处理工作开展专项监督ꎬ 促进

全县农村环境治理工作水平提

升ꎻ 围绕城区学位建设工作开

展视察ꎬ 助推全县教育发展ꎮ

【提案办理】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蓝山县委员

会发挥提案在政协履职中的重

要渠道作用ꎬ 不断完善提案工

作制度ꎬ 提高提案质量ꎬ 增强

提案的针对性和科学性ꎻ 不断

创新提案办理机制ꎬ 加强提案

办理督查ꎬ 倡导精品意识ꎬ 注

重统筹协调ꎬ 增强提案办理合

力ꎮ 县政协九届二次会议提案

数量较往年明显增加ꎬ 征集委

员提案 １３４ 件ꎬ 经合并整理后

交办提案 １１７ 件ꎬ 按 “分级负

责、 归口办理” 的原则ꎬ 分别

交 ４０ 个承办单位办理ꎻ 通过

强化工作措施、 把握关键环

节、 创新督办机制ꎬ 提案质

量、 办理实效明显提升ꎬ 特别

是对重点提案办理ꎬ 采取主席

会议成员跟踪督办、 常委会议

集中评议的督办方式ꎬ 确保重

点提案办理取得实效ꎬ 增强政

协履职的影响力ꎮ

【重点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蓝山县委员

会按照中共蓝山县委提出的

“四个轮子” 一起转要求ꎬ 参

与全县重点项目建设ꎮ 是年ꎬ
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牵头负责

和参与的重点建设项目ꎬ 进展

均比较顺利ꎬ 湘粤北路整体开

发、 土地开发、 毛俊水库移民

安置点建设、 两江口水厂建

设、 湘九公路、 工业南路、 五

里南路及第三农贸市场等项目

都取得不同程度进展ꎬ 其中土

地开发项目完成 １７３ ３３ 公顷ꎬ
超额完成任务ꎻ 环境整治战役

工作落实力度不断加大ꎻ 由县

政协牵头引进的皮具产业园建

设项目建成投产ꎮ 县政协支持

委员创办领办企业ꎬ 政协委员

创办的三峰茶业、 鑫旺竹业、
蓝杉集团、 新顺农牧、 湘南木

业等一批企业ꎬ 对全县经济发

展起到较好带动作用ꎮ

【基层工作服务】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蓝山县

委员会按照中共蓝山县委工作

要求ꎬ 做好企业和重点项目帮

扶、 招商引资和 “三城同创”
等工作ꎬ 多次现场调研、 协调

推进ꎬ 督促工作落实ꎬ 化解矛

盾问题ꎮ 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

以 “三进三助” 聚力行动和

“三个一” 扶贫为契机ꎬ 围绕

推进村级组织建设、 开展扶贫

攻坚、 服务企业发展等中心工

作ꎬ 帮助联系的乡镇、 村和企

业谋划发展思路ꎬ 破解工作难

题ꎮ 在扶贫联系点毛俊镇沙坪

村ꎬ 县政协机关实行 “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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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或 “一帮二” 党员结对贫

困户的帮扶模式ꎬ 通过党员联

系政协委员、 企业主及爱心人

士共同帮扶结对贫困户实现脱

贫目标ꎮ 各界别委员主动开展

“三个一” 结对帮扶工作ꎬ 部

分企业家委员发挥自身优势ꎬ
在产业扶贫中发挥较好作为ꎮ

【合作基础巩固】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蓝山县

委员会为委员知情明政、 建言

献策创造条件ꎬ 为委员履职搭

建平台ꎮ 坚持政协领导与社会

各界人士的联系制度ꎬ 主动进

行交流联系ꎬ 听取意见建议ꎬ
形成互动、 合作的工作格局ꎮ
坚持政协领导走访委员制度ꎬ
听取委员对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和政协自身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ꎻ 走访委员企业ꎬ 帮助解决

实际问题ꎻ 引导支持委员创办

实业ꎬ 推动全民创业创新ꎮ 发

挥人民政协协调关系、 汇聚力

量、 建言献策、 服务大局的重

要作用和贴近基层、 渠道畅通

的优势ꎬ 协助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做好理顺情绪、 化

解矛盾、 增进共识的工作ꎮ

【对外联谊】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蓝山县委员

会注重拓展具有政协特色的工

作领域ꎬ 借助政协系统资源平

台ꎬ 促进蓝山与外界的联系与

交往ꎮ 加强与外地政协的联系

交往ꎬ 全年接待连州等地政协

到蓝山参观考察 １０ 余次ꎬ 推

介蓝山县城市建设、 生态建设

等工作成果ꎻ 配合市政协开展

养殖业转型升级、 医疗卫生体

制改革、 推行 “河长制” 等 ６
个重大课题调研ꎬ 做好调研前

期准备工作ꎬ 为市政协调研组

到蓝山开展课题调研做好协调

服务ꎮ 组织委员赴湘西、 岳

阳、 株洲等地的 １０ 余个县区

就相关课题交流经验ꎬ 拓宽视

野ꎬ 考察学习ꎮ

【自身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蓝山县委员

会以提升履职效能为重点ꎬ 推

进工作创新ꎬ 改进履职方式ꎬ
不断提升政协工作科学化水

平ꎮ 推进工作创新ꎬ 响应省市

县政协 “三级联动”ꎬ 把 “三
级联动” 作为县政协提高履职

水平和增强履职实效的新契

机ꎬ 打造履职新平台ꎮ 是年ꎬ
县政协分别在龙泉社区和南门

社区设立委员工作室ꎬ 为政协

委员了解民情、 反映民意、 广

集民智搭建平台ꎮ 按照市政协

开展 “三创三争三好” 主题活

动的要求ꎬ 制定工作方案ꎬ 规

范队伍管理ꎬ 强化履职考核ꎬ
落实奖惩措施ꎬ 确保政协队伍

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和工作状

态ꎮ 弘扬先进政协文化ꎬ 重视

和发挥政协在宣传和传承蓝山

历史文化方面的优势和作用ꎬ
由县政协文史委牵头ꎬ 组织成

立 “蓝山舜文化研究会”ꎬ 对

境内舜文化进行挖掘、 整理和

研究ꎬ 取得蓝山舜文化研究系

列成果ꎮ 推进政协工作的制度

化、 规范化、 程序化建设ꎬ 发

挥常委会在政治保障、 助推发

展、 维护和谐、 服务群众方面

的职能作用ꎮ 对机关党支部、
工会进行换届工作ꎬ 选举产生

新一届工作班子ꎮ 创新专委会

工作方式ꎬ 推进专委会之间、
专委会与党政部门之间的联系

协作ꎮ 完善各项规章制度ꎬ 实

行上下班打卡ꎬ 按月通报ꎮ 支

持政协委员在促进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 推动民生改善、 维护

社会稳定中发挥作用ꎮ 发挥

“政协云” 功能ꎬ 加快推进政

协云建设和运营ꎬ 成立蓝山县

政协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ꎬ 实行副主席分管、 委室主

任专抓、 专干具体负责落实、
全体委员积极参与的工作机

制ꎬ “政协云” 全年参与情况

在全省排中上水平ꎮ 制作的

“夺宝” 行动方案得到市政协

好评ꎬ 被推荐参评省 “政协

云” 运用大赛ꎬ 县政协获省

“政协云” 创新大赛组织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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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团 体

县总工会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总

工会坚持 “三个贴近” 工作思

路ꎬ 服务蓝山经济社会建设大

局ꎬ 加强工会自身建设ꎬ 推进

基层工会组织规范化建设ꎬ 服

务基层、 服务职工群众ꎬ 稳步

推进工会改革各项工作ꎮ 是

年ꎬ 县总工会安排各类帮扶资

金 ５８ 万元ꎬ 实名制帮扶困难

职工 ５６８ 名ꎻ 全县建会 １００ 人

以上非公企业单独建制率 ８０％
以上ꎻ 县环卫局工业园垃圾中

转站被湖南省总工会授予 “湖
南省模范职工小家” 称号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个别工

会干部创新意识不强ꎬ 思想观

念陈旧ꎻ 工会宣传力度不够ꎬ
工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不大ꎬ
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ꎻ 工会维

权服务的实效性与职工群众的

期盼还有较大差距ꎻ 工会组织

在非公经济领域覆盖不足ꎮ

【凝聚职工智慧力量】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总工会把学习贯彻

落实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精

神、 强化工会系统意识形态领

域工作列入工会干部年终考核

的主要内容ꎮ 坚持中国共产党

领导ꎬ 发挥工会桥梁和纽带作

用ꎬ 承担引导职工群众听党

话、 跟党走的政治责任ꎮ 开展

“中国梦劳动美” 主题教育

活动和 “最美劳动者” “最美

班组” 等评选活动ꎬ 加强对职

工群众的思想引导ꎮ 开展弘扬

劳模精神和工人阶级宣传月系

列活动ꎬ 发挥劳模的示范带动

作用ꎮ

【职工岗位建功立业活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总工会通过不

断提高竞赛覆盖面、 技术含金

量、 职工参与度ꎬ 探索在外

资、 民营企业等非公经济组织

中开展竞赛的形式和载体ꎬ 开

展毛俊水库工程等重点工程劳

动竞赛活动和 “工人先锋号”
评选活动ꎬ 推进班组建设规范

化、 制度化ꎻ 开展女职工 “芙
蓉杯” 素质达标竞赛ꎬ 引领广

大女职工立新功、 创伟业ꎻ 组

织开展节能减排达标竞赛活

动ꎬ 促进职工学习节能降耗新

技术、 研发节能降耗新工艺ꎬ
引导职工增强节约意识、 环保

意识、 生态意识ꎬ 合理消费、

勤 俭 节 约ꎬ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设ꎮ

【职工素质提升工程】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总工会开展提合理

化建议、 技术革新、 节能减

排、 发明创造等系列经济技术

创新活动ꎬ 选树培育 “永州工

匠”ꎬ 为小康蓝山建设提供人

才支撑ꎻ 整合工会和社会教育

培训资源ꎬ 与就业部门联合开

展职工技术等级培训、 岗位技

能培训ꎻ 与县禁毒委员会联合

开展工会禁毒宣传教育活动ꎬ
把禁毒、 戒毒宣传教育贯穿职

工教育和素质提升的全过程ꎬ
提高职工群众拒毒抗毒能力ꎮ

【群众文体活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总工会联合县文体广新

局、 县疾控中心、 县毽球协

会、 县棋类协会、 县羽毛球协

会、 县乒乓球协会、 县冬泳协

会等部门和民间组织开展以

“劳动美” “文明蓝山” 为主

旋律的户外健步走、 职工戏

剧、 羽毛球、 乒乓球、 毽球、
冬泳及棋类等健康愉悦、 生动

活泼、 形式多样的群众文体活

动ꎬ 在全县构建积极有为、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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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明的社会氛围ꎮ

【品牌帮扶工程】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总工会继续做实做细

“春送岗位” “夏送清凉” “金
秋助学” “冬送温暖” 等 “四
季送” 工会品牌帮扶工程ꎮ 逐

步拓宽工会服务内容和服务范

围ꎬ 重点拓展环卫工人帮扶、
大病救助、 女职工特殊疾病保

障等普惠服务项目ꎬ 为职工群

众解决实际困难ꎮ 全年安排各

类帮扶资金 ５８ 万元ꎬ 帮扶困

难职工 ５６８ 名ꎮ

【普惠服务项目】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总工会拓宽工会服务内

容和服务范围ꎬ 重点拓展助学

帮扶、 医疗救助、 心理健康咨

询、 法律援助等普惠服务项

目ꎬ 形成集 “困难帮扶、 权益

维护、 生活服务、 人文关怀”
为一体的帮扶服务体系ꎬ 实现

由帮扶困难职工的特惠服务向

服务会员职工的普惠服务转

变ꎻ 指导成立蓝山县心理健康

协会并定期为其提供工作经

费ꎮ 依托县心理健康协会为职

工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活

动ꎬ 加强对职工的人文关怀和

心理疏导ꎮ

【劳动关系维护】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总工会围绕国有集体企

业改制推进情况、 农民工待遇

落实情况、 环卫工人权益维护

状况、 工会劳动争议调处工作

等重点课题ꎬ 加强调查研究ꎬ

提出对策建议ꎻ 配合人社局等

政府部门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

专项行动ꎬ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

益ꎻ 健全工会与政府联席会议

制度ꎬ 提升劳动关系三方机制

实效ꎬ 参与党委、 人大、 政府

有关职工切身利益的文件、 方

案的制定与监督实施ꎻ 配合市

总工会及上级有关部门做好相

关制度执行情况的调研ꎬ 依法

推进企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

商合同签订工作ꎬ 重点推进区

域性、 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ꎮ
继续联合县安监局、 县人社局

等职能部门开展劳动保护专项

督查ꎬ 加强劳动保护监督检查

和职业病防治工作ꎻ 举办 “安
康杯” 竞赛活动ꎬ 帮助职工提

高安全健康意识和能力ꎻ 做好

女职工特殊保护工作ꎬ 组织推

进 “关爱行动月” 活动ꎮ 加大

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和谐工业园

区创建力度ꎬ 指导湘威公司、
万和科技等企业开展和谐企业

创建活动ꎬ 推动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ꎮ 做好舆论引导和弘扬主

旋律工作ꎬ 发展先进企业文化

和职工文化ꎬ 加强对职工的人

文关怀和心理疏导ꎬ 维护好职

工队伍和社会稳定ꎮ

【厂务公开民主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总工会推进职工代

表大会制度、 厂务公开民主管

理制度规范化工作ꎬ 全县建会

１００ 人以上非公企业单独建制

率 ８０％以上ꎻ 分类指导推进企

事业单位、 改制企业、 非公有

制企业、 公司制企业民主管理

工作ꎬ 推动 “公开解难题、 民

主促发展” 主题活动重心下

移ꎻ 开展基层工会负责人 “双
亮双比双创” 活动ꎮ 逐步推动

建立会员评家、 委员述职机

制ꎬ 改进职工群众对工会工作

评价监督机制ꎬ 吸引职工群众

参与工会工作ꎮ

【工会体制改革】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总工会围绕强 “三性”、
去 “四化” 的要求ꎬ 做好工会

改革工作ꎮ ４ 月—６ 月ꎬ 进行

工会改革的动员和部署ꎻ ７ 月ꎬ
与中共蓝山县委组织部、 县编

办、 县深改办等部门进行衔接

沟通ꎬ 完成内设机构整合、 编

制核实等工作ꎻ ８ 月初ꎬ 出台

县总工会深化改革实施方案ꎮ
工会改革的各项工作依法有序

推进ꎮ

【工会组织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总工会做好基层工会成

立和换届选举的指导工作ꎬ 取

得良好效果ꎬ 全县基层工会组

织机构健全、 运行规范ꎻ 建立

健全乡镇工会组织机构ꎬ 推进

乡镇工会工作正常化ꎻ 加强对

基层工会负责人业务培训ꎬ 提

升基层工会组织战斗力ꎻ 抓好

“模范职工之家” 创建工作ꎬ
规范评选程序ꎬ 落实评选责

任ꎬ 提高 “职工之家” 公信力

和影响力ꎮ 是年ꎬ 县环卫局工

业园垃圾中转站被省总工会授

予 “湖南省模范职工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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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号ꎮ

【工会自身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总工会加强作风建设ꎬ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ꎬ 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ꎬ 坚持

纠正 “四风”ꎬ 联系和服务职

工群众ꎮ ４ 月起ꎬ 开展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突出问题自查自纠

和专项清理活动ꎬ 对违规配置

办公用房问题和 ２０１３ 年以来

公务接待费中的违规同城接

待、 住宿接待、 违规用烟用

酒、 违规收受土特产红包礼金

问题进行清理ꎬ 并做好整改落

实ꎮ 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 公

务接待、 办公设施购置、 公车

使用等系列规章制度ꎬ 加强作

风建设和效能建设ꎬ 优化经济

环境ꎬ 提升工会干部队伍的执

行力和战斗力ꎮ 落实从严管党

治党责任ꎮ 进一步规范党内组

织生活ꎬ 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和

党建月卡清单制度ꎬ 结合实际

开展党员主题活动ꎬ 严抓党员

教育管理ꎻ 进一步增强政治意

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

齐意识ꎬ 坚定正确政治方向ꎻ
强化党员宗旨观念ꎬ 亮身份、
践承诺、 比奉献ꎬ 在全会形成

尊崇党章、 遵守党规的清明政

治生态环境ꎮ ８ 月ꎬ 完成县总

工会机关党支部换届工作ꎮ 加

强工会基础保障建设ꎬ 指导有

条件的基层工会开设工会银行

账户ꎬ 逐步推进基层工会经费

单独核算工作ꎻ 加强对基层工

会的财务指导和经费监管ꎬ 使

工会经费最大限度地发挥服务

职工群众的作用ꎬ 确保工会经

费管理规范、 使用合理、 运作

安全ꎮ 加强学习培训ꎬ 利用参

加上级培训班、 自行组织培训

班、 网上讲解等形式ꎬ 组织县

总工会机关干部和基层工会负

责人开展学习培训活动ꎬ 提升

全县工会工作人员的业务综合

素质ꎬ 提高处理新形势下工会

工作的能力和水平ꎮ

【参与中心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总工会做好社会管理创

新工作ꎬ 利用工会组织在社会

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和优势ꎬ 加

强综合治理、 治安夜巡、 信访

维稳、 劳动争议调解、 防范邪

教、 禁毒宣传教育、 扫黑除

恶、 法制平安蓝山建设、 青少

年教育、 人民防空和计划生育

等工作ꎻ 配合相关部门抓好劳

动关系矛盾排查、 预防预警和

应急处置工作ꎬ 促进企业和职

工队伍和谐稳定ꎮ 做好三城同

创工作ꎬ 发挥工会职能作用和

新建东路三城同创牵头单位作

用ꎬ 加大投入ꎬ 确保县总工会

大院、 新建东路及三城同创责

任村 (花果村) 的三创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ꎻ 加强内部软环境

建设ꎬ 强化文明创建ꎬ 继续推

进爱国卫生、 控烟和健康教育

工作ꎬ 巩固县级文明标兵单位

和市级无烟单位创建成果ꎬ 提

升文明指数ꎻ 完善院内硬件设

施ꎬ 绿化、 亮化、 美化院内环

境ꎬ 创建文明和谐、 环境优美

的园林式工会ꎮ 做好楠市镇塘

泉村的精准扶贫工作ꎬ 原党组

书记陈龙江任精准扶贫工作队

长ꎬ 与县农业开发办组成精准

扶贫工作队ꎬ 继续进驻该村开

展精准扶贫工作ꎮ 县总工会 ２
名班子成员及 ３ 名干部职工联

系困难户 １３ 户ꎬ 帮助解决一

些实际问题ꎮ 该村整体脱贫效

果巩固良好ꎬ 没有出现返贫

现象ꎮ

共青团蓝山县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共青团蓝

山县委遵照党的十九大对推进

群团改革、 加强群团工作的重

要论述ꎬ 开创新时代引领凝聚

青年、 组织动员青年、 联系服

务青年的新局面ꎮ 是年ꎬ 团县

委发动团干部和爱心单位捐款

等形式筹集善款 １０ 万余元ꎻ
开展募捐和资助活动ꎬ 资助专

科、 本科、 职高、 高中学生 ８４
人ꎬ 金额 １８ ３ 万余元ꎻ 组织

全县中小学生参加 “永州市少

儿才艺大赛”ꎬ 获得 “优秀组

织奖”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层组

织覆盖面还不够广ꎬ 部分县直

单位、 非公企业还未建立团组

织ꎻ 团的组织基础不够牢固ꎬ
特别是在农村ꎬ 部分团组织带

头作用发挥不明显ꎻ 团的活动

创新力度不高ꎬ 与县委中心工

作结合程度也有待进一步提

高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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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思想引领】 　 ２０１８ 年ꎬ
共青团蓝山县委强化政治引

领ꎬ 以实施 “青年大学习” 行

动为载体ꎬ 按照学懂弄通做实

的要求ꎬ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共青

团十八大精神ꎮ 强化思想引

领ꎬ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ꎬ 组织开展重走红

军长征路、 红色主题队日等活

动ꎬ 组织动员全县青少年参加

中共蓝山县委举行的 “纪念改

革开放 ４０ 周年” 系列活动ꎮ
强化道德引领ꎬ 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开展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教活动ꎬ 与

宣传部门合作开展非物质文化

遗产进校园行动ꎬ 引导青少年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争当 “向上向善好青年”ꎬ 共

建 “乡风文明” 新农村ꎮ

【共青团组织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共青团蓝山县委推进改革

攻坚ꎬ 改革方案经中共蓝山县

委审定印发ꎬ 提出重点 ４ 项、
重要改革举措 １５ 项ꎮ 建实建

强基层组织ꎬ 以实施 “网上共

青团智慧团建” 工作为契

机ꎬ 按照摸清底子、 激活存

量、 做优增量的思路ꎬ 在县直

单位、 “两新” 组织、 村 (社
区) 建实建强团支部ꎬ 选优配

强团支部干部队伍ꎬ 做好 “青
年之家” 建设ꎬ 丰富服务青

年、 凝聚青年的平台ꎮ 加强深

化团教协作ꎬ 多次与县教育局

党组协调对接ꎬ 进一步增强县

教育团工委工作力度强度ꎬ 整

合优化教职工团支部 ３５ 个、
教职工团员 ６５３ 人ꎬ 为加强教

育战线团的建设ꎬ 发挥广大团

员青年在学校教育中的示范引

领作用ꎬ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ꎬ
促进青少年学生成长成才产生

积极的影响ꎮ

【青年服务】 　 ２０１８ 年ꎬ 共青

团蓝山县委关心青少年现实需

求ꎬ 开展各项服务青年群体活

动ꎬ 提升青少年素质ꎮ 先后开

展 “弘扬雷锋精神ꎬ 青年志愿

者与你同行” 志愿帮扶活动、
“６２６” 国际禁毒日大型宣传

活动、 中高考减压和暑期青少

年自护教育活动、 全县中学生

篮球赛、 中小学生才艺大赛等

主题活动ꎮ 组织全县中小学生

参加 “永州市少儿才艺大赛”ꎬ
获得 “优秀组织奖”ꎮ 关注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ꎬ 为青少年保

驾护航ꎻ 建立联席会议、 联合

执法等多种协调联动、 齐抓共

管机制ꎻ 建立青少年法制教育

基地ꎬ 强化宣传教育ꎬ 不断增

强青少年法制观念ꎻ 开展青少

年自我保护教育ꎬ 向广大青少

年普及法律知识ꎬ 传授意外伤

害自救技能等ꎻ 与县检察院未

检科协调沟通ꎬ 建立健全和落

实保护未成年人的相关法律制

度ꎮ 关怀困难青少年群体ꎬ 持

续开展 “善心善行、 助力圆

梦” 等关爱贫困青少年、 留守

儿童活动ꎬ 通过开展 “希望工

程 １ 元捐”、 向上争取助学资

金ꎬ 发动团干部和爱心单位捐

款等形式筹集善款 １０ 万余元ꎬ
解决一批困难青少年的困难ꎻ
开展募捐和资助活动ꎬ 资助寒

门学子圆其 “大学梦”ꎬ 资助

专科、 本科、 职高、 高中学生

８４ 人ꎬ 金额 １８ ３ 万余元ꎮ

【服务党政大局】 　 ２０１８ 年ꎬ
共青团蓝山县委聚焦 “三城同

创”ꎬ 助力城镇提质环境整治ꎮ
组织青少年、 志愿者开展 “学
雷锋共创卫生城” 活动ꎬ 发

挥团组织的组织优势、 阵地优

势、 网络优势ꎬ 借助新媒体平

台ꎬ 强化宣传教育ꎬ 提升全县

团员青年的文明素质ꎮ 组织全

县青年志愿者开展植树活动ꎬ
种植 “共青林”ꎬ 引导广大青

年为建设 “生态蓝山” 助势添

力ꎮ 开展旅游志愿服务ꎬ 在节

假日ꎬ 组织志愿者到湘江源景

区、 塔下寺、 花果庄园、 云冰

山等景区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

务 活 动ꎮ 整 合 各 方 人、 财、
物ꎬ 通过对贫困户进行政策宣

讲、 技术指导ꎬ 借助社会扶贫

网公共平台针对性地开展扶贫

工作ꎬ 帮助贫困户脱贫ꎮ 鼓励

创新创业ꎬ 引导青年进一步解

放思想ꎬ 对接有关部门为创业

者提供便利和帮助ꎬ 营造创新

创业的氛围ꎻ 联合县就业局举

办电子商务专题培训ꎬ 提高创

业者的 “电商素养”ꎻ 推荐多

人加入永州市农村青年致富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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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人协会 (其中 ２ 人成为协会

副会长)ꎻ 在春节期间与多个

部门协作举行 “迎老乡、 回故

乡、 建家乡” 春风行动暨就业

扶贫大型招聘会 １２ 场ꎬ 吸引

２ ７ 万名求职者前往ꎬ ３５６１ 人

现场达成在蓝山工业园区就业

意向ꎮ

【从严治团】 　 ２０１８ 年ꎬ 共青

团蓝山县委按照 “党建带团

建” 工作要求ꎬ 落实从严治团

主体责任ꎬ 把全面从严治团的

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传导到

位、 压实到位ꎬ 确保责任落实

到位、 制度执行到位ꎮ 规范入

团程序ꎬ 发展团员坚持高标

准ꎬ 把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吸收

到团组织中来ꎮ 加强团干部管

理ꎬ 落实 “４＋１” “１＋１００” 等

团干部直接联系服务青年制

度ꎬ 进一步修改完善团县委各

项工作制度ꎬ 做到按制度办

事ꎬ 用制度管人ꎮ

县妇女联合会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妇

女联合会按照省市县群团工作

改革的统一部署和省、 市妇联

改革方案的要求ꎬ 开展各项工

作ꎬ 取得一定成效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蓝山

县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 » 实施还有一些薄

弱环节ꎻ 对农村社区儿童之家

投入资金不够ꎮ

【妇联改革】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委落实省市群团工作改

革的统一部署和省、 市妇联改

革方案的要求ꎬ 多次听取妇联

改革思路汇报ꎮ 县妇联多次召

开专门会议ꎬ 到全县各个乡镇

进行调研ꎬ 对改革方案思路进

行梳理汇总ꎬ 草拟 «蓝山县妇

联改革方案»ꎮ ７ 月 ３１ 日ꎬ 县

委常委会研究并通过 «蓝山县

妇联改革方案»ꎮ 开展乡镇妇

联组织区域化建设工作ꎮ ５ 月

开始ꎬ 对全县 １４ 个乡镇的妇

联工作进行调研ꎮ 在县委党校

召开全县乡镇、 村 (社区) 妇

联主席培训班暨妇联组织区域

化建设工作会议ꎮ 市妇联副主

席周爱萍到会指导工作ꎬ 全县

１４ 个乡镇、 ２２３ 个村 (社区)
妇联主席参会ꎮ 发动区域内各

行政事业单位、 企业、 社会组

织参与到妇联区域化建设之

中ꎬ 根据实际情况ꎬ 有针对性

制定贯彻落实办法ꎬ 明确责任

分工ꎬ 强化责 任 落 实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全县 １４ 个乡镇妇联主席

均由乡镇班子成员女性兼任ꎬ
配备妇联主席 １４ 人ꎬ 专 (兼)
职副主席 ４２ 人、 执委 ３４８ 人ꎮ
全县 ２０９ 个行政村、 ６ 个社区、
８ 个居委会ꎬ 选出村 (社区)
妇联正副主席 ９６２ 名、 执委

３３４５ 名ꎮ １４ 个乡镇建成 “网

上妇女之家群” ２４ 个ꎬ 县直单

位建妇女工作群 １０８ 个ꎬ 其中

有县妇联执委群、 县妇联系统

工作群、 女企业家群等ꎬ 共有

群成员 １ ０６ 万人ꎮ

【妇女儿童权益维护】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妇女联合会开展

“三八” 维权周宣传活动ꎮ 在

“三八” 国际劳动节期间ꎬ 县

妇联与县妇儿工委成员单位联

合ꎬ 在县城商业街、 三蓝广场

等人流集中地段ꎬ 以咨询、 法

律讲座、 发放宣传资料等形

式ꎬ 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

庭暴力法»、 新修订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等与妇女

儿童相关的法律知识进行宣

传ꎬ 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３０００
余册ꎬ 开设宣传展台ꎬ 接待群

众咨询 ２８０ 余人次ꎮ 开展 “６
２６” 禁毒宣传系列活动ꎬ 县

妇联以 “远离毒品ꎬ 关爱生

命” 为主题ꎬ 开展寻找 “最美

家庭” “文明家庭” “平安家

庭” 活动ꎬ 在全县家庭中开展

“不让毒品进我家” 活动ꎮ 与

县禁毒委、 禁毒协会等单位在

土市镇、 祠堂圩镇联合开展系

列 “珍爱生命ꎬ 远离毒品” 宣

传活动ꎬ 发放各类禁毒宣传资

料 ２２００ 余份ꎬ 发放禁毒宣传

帽和蓝结行动标志———蓝结

４００ 个ꎬ 接待群众现场咨询

５００ 余人次ꎬ 招募禁毒妈妈志

愿者近 ３００ 名ꎮ

【妇女儿童关爱帮扶活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妇女联合会开

展 “献爱心、 送温暖” 活动ꎬ
县妇联通过春节、 三八节、 母

亲节、 六一儿童节等节日契

机ꎬ 整合社会资源ꎬ 开展对困

难留守妇女、 贫困儿童、 空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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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庭关爱帮扶活动ꎮ 是

年ꎬ 县妇联发放贫困帮扶资金

３ ５ 万元ꎮ “陈师傅金店” 贫

困生奖学金继续在县二中发

放ꎬ 发放贫困生奖学金 ３ 万

元ꎬ 帮 助 学 生 ３０ 名ꎮ 开 展

“春风送岗位” 活动ꎬ 三八节

期间ꎬ 与县人社局在全县范围

内联合开展 “春风行动” 暨

“返乡创业、 在家就业” 服务

活动ꎮ 春节前后ꎬ 组织湘威、
昇悦、 高信等 １３ 家用工需求

量大的外资企业ꎬ 分别在县城

和毛俊、 楠市、 所城等乡镇举

办现场招聘会 １０ 场次ꎮ 继续

加大妇女创业就业培训ꎬ 与县

人社局联合举办月嫂培训班 １
期ꎬ 培训人数 ５０ 人ꎮ 推进小

额担保贷款项目ꎬ 发放小额担

保贷款 １４８ 笔、 １５５０ 万元ꎬ 其

中女性贷款 ４６ 笔、 ４２８ 万元ꎬ
女性获贷率 ２８％ꎮ 继续在全县

开展女性安康保险工作ꎬ 进一

步加大宣传力度ꎬ 扩大投保范

围和人数ꎬ 县直各妇委会和乡

镇妇联积极行动ꎬ 全县 ３６４３
名妇女参保ꎬ 缴纳保费近 ３０
万元ꎮ 湘女关爱保投保 １１５０
元、 投保 ２３ 人ꎮ 加大农村免

费 “两癌” 检查宣传和工作力

度ꎮ ３ 月 ５ 日ꎬ 召开全县农村

适龄妇女 “两癌” 免费检查项

目启动工作会议ꎮ 县妇联领导

坚持全程带队、 现场解决问题

和困难ꎬ 做好检查人员的协调

和督促工作ꎬ 坚持优先贫困人

口、 优先贫困地区原则ꎬ 完成

“两癌” 免费检查 ５１２５ 例ꎬ 超

任务数 １２５ 例ꎮ 全年为 ２６ 名贫

困母亲争取 ２６ ６ 万元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ꎮ 为 ４８ 名农村

适龄妇女 “两癌” 患者资料进

行审核把关录入全国妇联农村

妇女两癌免费检查统计系统ꎮ

【妇女儿童健康发展活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妇女联合会在

县电视台开辟 «巾帼心向党ꎬ
建功新时代» 电视专栏ꎮ 对全

县各行业工作出色、 获得表彰

的 “全国巾帼文明岗” 和 “三
八红旗手” 等先进典型进行宣

传报道ꎮ 召开庆 “三八” 国际

妇女节表彰大会ꎬ 对获得省市

妇女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及县 “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三八红旗手” “最美家庭”
和 “最美创业” 等 １２８ 个先进

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ꎮ 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大合

唱比赛ꎬ 县人大、 中共蓝山县

纪委、 中共蓝山县委组织部系

统、 县住建局、 所城镇、 社区

联队 等 ２４ 个 队 参 赛ꎮ 开 展

“六一” 关爱活动ꎬ 蓝山县委

书记秦志军、 县委副书记李劲

涛到福利院看望慰问孤残儿

童ꎻ 组织蓝山县阳光雨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到犁头、 土市、 洪

观、 大麻 ４ 个乡镇开展关爱贫

困儿童 “暧心行动”ꎬ 捐赠物

资和资金近 ２ 万元ꎮ 组织县女

企业家协会到三蓝学校古城小

学ꎬ 开展欢庆 “六一” 与爱同

行送温暖活动ꎬ 为三蓝学校古

城小学 ４０ 名贫困留守儿童现

场捐助资金ꎬ 捐赠物资和资金

２ 万余元ꎮ 联合县中心医院、
县住房公积金中心、 县人寿保

险公司开展 “温暖微行动”
“彩虹行公益活动”ꎬ 为祠堂圩

中心小学、 虎溪小学贫困留守

儿童发放彩虹包裹 ７５ 个、 价

值 ７５００ 元ꎮ 争取省妇女儿童

基金会 “春蕾计划” 项目ꎬ 由

县阳光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

办ꎬ 为蓝山 ７５ 名二中和职业

中专贫困高中女生提供每人

１８００ 元资助ꎮ １０ 月ꎬ 湖南省

妇联、 永州市妇联发起的 “温
暖微行动ꎬ 舞蹈百校公益行”
活动到蓝山县开展活动ꎮ 县妇

联和蓝山小雅单色拉丁舞学校

具体承办ꎬ 确定县一完小、 湘

威人文实验学校做为项目学

校ꎬ 留守儿童每个学期免费学

习舞蹈课 １２ 节、 每课时 ９０ 分

钟ꎮ 争取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在

民族中学、 三蓝学校等 １０ 所

中小学校开展 “关爱雏鹰ꎬ 呵

护健康” 预防儿童意外伤害知

识公益讲座ꎬ 为家长和儿童提

供健康学习平台ꎮ

【家庭文明道德建设活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妇女联合会继

续开展寻找 “最美家庭” “最
美创业” “最美湘女” 活动ꎮ
推荐颜新佳家庭参与永州市

“最美家庭” 的评选ꎬ 荆竹瑶

族乡杨珍参与永州市 “最美湘

女” 的评选ꎮ 组织雷小英参与

县 “十佳创业明星” 评选活

动ꎬ “文明家庭” 推荐评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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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进入网络评选阶段ꎮ 开展

“全民阅读进家庭”、 创建 “廉
洁家庭”ꎬ 常态化开展 “好家

风好家训” “好妈好爸好家风”
宣传展示等活动ꎮ 与县关工委

组织评选 “最美孝心少年”ꎮ
继续关爱留守儿童ꎬ 推进楠市

中心小学 “知心屋” 项目ꎮ ７
月 ２０ 日下午ꎬ 举办 “父母成

长计划” 家庭教育精品课程讲

座ꎬ 该课程由湖南省 “父母成

长计划” 暨家庭教育精品课程

宣讲团成员徐军主讲ꎮ

县科学技术协会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科

学技术协会以推进贯彻实施国

务院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纲要»、 全面推进公民科学素

质建设为抓手ꎬ 按照四个服务

的职责定位ꎬ 在推进党建、 脱

贫攻坚、 内部管理、 科普工作

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各种学

会发挥作用不明显ꎻ 规模企业

科协组织建设和农村专业技术

协会等经济联合体发展壮大还

有待加强ꎮ

【党组织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

山县科学技术协会制定党建工

作责任制、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 党员量化积分管理方案

等ꎬ 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ꎮ
每月初党组、 党支部委员会召

开党建工作专题会ꎬ 根据直工

委下发的 “党建月卡清单”ꎬ

结合本单位实际ꎬ 讨论研究当

月党建工作ꎬ 将各项工作分解

到人ꎬ 落实阶段性工作任务ꎮ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ꎬ 采取落实

“三会一课” 制度、 规范主题

党日活动、 组织周五政治学习

日学习等措施ꎬ 强化支部政治

理论学习ꎬ 抓好党员干部学习

教育和培训ꎮ 加强党支部建

设ꎬ 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ꎬ 开展党支部 “五化” 建

设ꎬ 县科协党组、 党支部制定

«科协党支部 “五化” 建设的

实施方案»ꎬ 党建工作在全县

三季度党建工作考核中取得新

进展ꎮ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科学技术协会党组、 党支部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ꎬ 安排部署

扶贫工作ꎮ 成立科协扶贫攻坚

工作领导小组ꎬ 每月召开调研

会ꎮ 安排专人驻村制定精准扶

贫实施方案和发展计划ꎮ 按照

规定在 ２０１８ 年扶贫联系点精

准识别贫困户ꎬ 登记每个贫困

户的精准扶贫手册ꎬ 为每个贫

困户讲解扶贫政策、 制定帮扶

计划ꎮ 组织贫困户技能培训ꎮ
多次组织党员到扶贫村ꎬ 配合

市县镇村开展脱贫攻坚工作ꎬ
单位扶贫联系点舜源村年内实

现整体脱贫ꎮ

【参与中心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科学技术协会加强内部

管理ꎬ 增强干部职工的责任意

识、 忧患意识、 带头意识ꎬ 杜

绝 “吃空饷、 无故脱岗、 擅自

离岗” 等现象发生ꎬ 印发 «关
于进一步加强工作纪律的通

知»ꎬ 对相关问题进行清理ꎮ
加强机关效能建设ꎬ 转变工作

作风ꎬ 提高工作效率ꎬ 制订岗

位职责、 领导班子成员党风廉

政建设职责和行政管理制度等

１３ 个规章制度ꎮ 较好地完成中

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安排

的创文、 创卫、 计划生育、 综

治维 稳 和 安 全 生 产 等 工 作

任务ꎮ

【绩效考核目标任务落实】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科学技术协会

加强领导ꎬ 明确目标任务ꎬ 确

保完成省、 市科协绩效评估各

项目标任务ꎬ 成立科协绩效评

估工作领导小组ꎬ 主席谭剑琳

任组长ꎬ 副主席王米任副组

长ꎬ 姚珍兰、 廖奇跃为领导小

组成员ꎬ 廖奇跃兼办公室主

任ꎮ 县科协绩效评估工作领导

小组研究制定工作方案ꎬ 明确

各项重点工作ꎬ 争取中共蓝山

县委对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

工作的重视ꎮ 书面请示报县考

核办ꎬ 请求将全民科学素质工

作纳入全县目标管理综合考核

范畴ꎬ 对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纲要实施方案所列牵头部

门、 责任单位进行目标管理考

核ꎬ 推进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计划纲要» 实施工作ꎮ

【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程】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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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 党支部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ꎬ 安排部署扶贫工作ꎮ 成立

科协扶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ꎬ
将扶贫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

程ꎬ 每月召开调研会ꎮ 组织县

香芋协会、 县香菇种植协会、
鸿运生态牛科普示范基地、 明

春种养专业合作社等协会专家

对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技

术服务、 技能培训和产业扶

贫ꎬ 带动 １７１ 户贫困户增收ꎮ
扶贫 “土专家” 邱世国被评为

市科协先进农村科普带头人ꎮ

【全民科学素质提高工程】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科学技术协会

组织参加全国农民科学素质网

络知识竞赛和第二届全省科学

素质大赛网络竞赛活动ꎬ 在全

国农民科学素质网络知识竞赛

完成答题 ２９５８５ 人次ꎬ 全国县

区排第 ３３ 名、 全省排第 ７ 名ꎮ
２０１８ 年ꎬ 第二届全省科学素质

大赛网络竞赛完成 ２９７１ 人次ꎮ
推进科普工作信息化ꎬ 实施

“科普中国百城千校万村”
行动ꎮ 安排资金 ３ ６ 万元ꎬ 在

蓝山一中建起中国科普校园 Ｅ
站 １ 个ꎬ 在三蓝社区建起中国

科普社区 Ｅ 站 １ 个ꎬ 实现全县

科普 Ｅ 站建设零的突破ꎮ 与县

电视台签订 “科普中国” 电视

栏目播放协议ꎬ 播放 “科普中

国” 电视栏目 ４８ 期ꎬ 提升市

民科学素质ꎮ 同时ꎬ 利用微信

号公众号等新媒体传播科技知

识ꎮ 加强部门协作ꎬ 牵头及参

与开展全国科普日、 双创活动

周、 三下乡、 防灾减灾日、 科

技活动周等主题活动ꎬ 发挥科

协科普工作主力军作用ꎮ １ 月ꎬ
与中共蓝山县委宣传部、 县扶

贫办、 县国税局、 县文联、 蓝

山农商银行、 县书法家协会、
县中心医院等单位和部门ꎬ 先

后到毛俊、 楠市、 大桥等乡镇

开展大型送文艺、 送春联、 送

科技、 送服务活动ꎬ 举行文艺

演出、 现场书写春联、 现场义

诊、 现场科技咨询、 现场发放

科普资料等活动ꎬ 惠及 ２ 万余

人ꎮ ３ 月 １８ 日ꎬ 蓝山县乡村旅

游节系列活动举行ꎬ 县科协组

织农学会、 统计学会、 医药卫

生学会、 畜牧水产学会、 安监

局、 环保局、 气象局、 花果庄

园等所属学会和相关部门ꎬ 到

开幕式现场开展科普宣传活

动ꎮ 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ꎬ 利

用科普大篷车车载资源先后到

县一完小、 大桥瑶族乡中心学

校、 县一中等 ９ 个学校开展科

普进校园活动ꎮ 参与组织 “科
技活动周”ꎮ 争取教育部门和

扶贫联系村的重视ꎬ 按照上级

相关文件要求反复摸底筛选ꎬ
推荐 ５ 名优秀贫困生ꎬ 申报参

加湖南省中南大学 ２０１８ 年青

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ꎮ ６ 月 １５
日ꎬ 配合市科协开展青少年高

校科学营活动营前培训ꎮ 实施

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ꎬ 贯彻

落实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纲要»ꎬ 将三蓝社区上报中国

科协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ꎬ
三蓝社区被评为 ２０１８ 年中国

科协 “基层科普行动计划” 支

持项目ꎬ 县香芋协会等 ７ 个优

秀协会、 基地、 社区和科普带

头人ꎬ 被评为 ２０１８ 年永州市

先进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农村

科普示范基地、 科普示范社

区、 农村科普带头人ꎮ 首次实

施县级基层科普行动计划ꎬ 对

科普性、 示范性、 带动性作用

具佳的协会、 基地、 社区和科

普带头人纳入县级表彰奖励范

围ꎮ 制定 «蓝山县科技创新大

赛奖励暂行办法»ꎬ 组织全县

４５ 所中小学参加 “蓝山县首届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活动”ꎮ ９
月 １４ 日ꎬ 中共蓝山县委、 县

人民政府主办ꎬ 县全民科学素

质工作领导小组承办ꎬ 县委宣

传部、 县科协、 国家有机产品

认证示范县创建办公室、 县农

业委、 县科商粮经委、 县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 塔峰镇科

协、 湖南三峰茶业有限公司、
郁葱林业有限公司、 永州神农

有机农牧科研有限公司、 舜耕

源有机稻有限公司、 蓝山县顺

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博亿农

业科普示范基地等单位在县塔

峰路开展 “有机产品科普知识

行动”ꎮ 县科协、 县教育局、
县农业委、 县司法局、 县卫计

委、 县财政局等单位和企业ꎬ
通过设置宣传咨询点、 悬挂横

幅等形式开展 “科普联合行

动”ꎬ 为群众免费发放科普资

料和进行义诊ꎬ 普及科学发展

理念ꎬ 倡导创新创造创业、 科

学生活方式以及有机产品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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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科普知识ꎬ 活动展出科普

展板 ４０ 余块ꎬ 发放各类宣传

资料 ６０００ 余份ꎬ 义诊 ２００ 余人

次ꎬ 接受咨询和参观群众近千

人ꎬ 活动为老百姓参与科普、
了解科普、 支持科普搭建良好

的学习平台ꎮ 开展 “科普校园

行动”ꎬ 在县一中举办 “２０１８
年全国科普日启动仪式暨主场

活动”ꎬ 省科协、 县科协、 县

委宣传部、 县教育局及县一中

的相关领导及教师、 学生参加

科普ꎮ 县委常委、 县委宣传部

部长李勇出席活动并致辞ꎬ 参

加活动的领导为县一中 “中国

科普校园 ｅ 站” 揭幕ꎮ

【庆祝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活动】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下旬ꎬ 蓝

山县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各学会

和单位开展庆祝第二个 “全国

科技工作者日” 活动ꎬ 进一步

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使命

责任ꎬ 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的联

系和服务ꎬ 在全社会营造关心

科技工作者、 尊重科技工作

者ꎬ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良

好社会氛围ꎮ 活动书写横幅和

宣传标语 ２０ 余条ꎬ 在全县范

围内组织开展系列活动ꎬ 以实

际行动共同庆祝科技工作者自

己的节日ꎮ

县归侨侨眷联合会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归

侨侨眷联合会围绕全县发展大

局ꎬ 发挥 “侨” 的优势ꎬ 开拓

侨务工作新局面ꎮ 湖南省华侨

同心产业园 (蓝山) 被中共湖

南省委统战部授予 “省级同心

园区” 称号ꎮ ７ 月 ２５ 日ꎬ 县归

侨侨眷联合会在全省侨联基层

组织建设工作大会上作经验交

流发言ꎬ “以党建带侨建ꎬ 夯

实基层基础ꎬ 构建上下联动富

于活力的蓝山新侨联” 的 “蓝
山经验” 在全省获得肯定与推

广ꎮ “侨心亲情中华文化行

动” 作为全市统战工作实践创

新成果被市委统战部立项ꎬ 上

报省委统战部ꎮ 涉侨信息宣传

调研工作排全市第一位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工作量

增加较大ꎬ 人手紧缺的局面比

较严重ꎻ 未能按照五年一届的

要求及时换届ꎬ 本届已历 ９
年ꎻ 经费紧缺ꎬ 业务经费标准

起点低ꎬ 没有专项经费ꎮ

【归侨侨眷服务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归侨侨眷联合会坚

持 “侨胞的需求ꎬ 就是我们的

追求” 工作理念ꎬ 服务侨胞ꎮ
通过元旦、 中秋、 春节等传统

节日慰问、 年初开工走访调

研、 贫困归侨侨眷精准扶贫

等ꎬ 逐步形成 “线上 ＋线下”
的常态预警宣传ꎬ 组建 “国内

＋国外” 领保工作队伍ꎬ 构建

“应急＋日常” 的关怀领保机

制ꎬ 解决华侨华人子女入学就

读、 华侨老人养老等实际问

题ꎬ 让华侨老人放心回国、 舒

心养老ꎮ ９ 月 ２５ 日ꎬ 侨联主要

负责人到侨企华发城市客运有

限公司调研ꎬ 与企业负责人座

谈ꎬ 了解并协调解决公司运营

中存在的问题ꎮ

【侨力资源推动经济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归侨侨眷联合

会坚持把侨力资源作为推动县

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资源ꎬ
引导侨商回归、 侨资回流ꎮ 配

合相关部门多次组织招商小分

队到珠三角和江西龙南县等地

区考察引进企业到蓝投资ꎬ 华

侨同心产业园完成项目对接 １３
个ꎬ 重点引进项目为香港 ３８
集团的不锈钢粉末冶金生产项

目及标准厂房项目ꎮ 建立各级

领导挂钩联系侨资企业制度ꎬ
推行侨商投资项目全程无偿代

办ꎬ 开展 “侨资企业服务月”、
党员志愿者进侨企活动ꎬ 为侨

企排忧解难ꎻ 挖掘侨乡特色文

化ꎬ 结合特色城镇和美丽乡村

建设ꎬ 打造侨乡雷家岭村旅

游ꎬ 推动生态旅游业发展ꎮ

【侨务文化宣传和文化交流】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归侨侨眷联合

会利用国内外侨务资源ꎬ 调动

各方力量ꎬ 开展侨务文化宣传

和文化交流活动ꎬ 打造 “蓝山

传统文化” 等品牌ꎬ 推动传统

文化走出国门ꎮ 组织开展侨界

“寻根之旅” 活动ꎬ 举办港澳

台两岸三地青少年夏令营活

动ꎮ １１ 月 １８ 日ꎬ 协助港商李

霖在嘉禾县举办 “金迷金学

研讨会”ꎬ 协助他在嘉禾县铁

艺小镇兴办 “１９５８ 文创园”ꎮ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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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心文化打造】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归侨侨眷联合会以创作

传统文化为载体ꎬ 融入社会ꎬ
宣传侨心文化ꎮ 编辑出版 «百
叠岭» «乡情» «走进台湾»
«雷氏同源» «蓝山抗日英雄

谱» «蓝山传统文化集锦» 等

中华传统文化读物ꎬ 送到海外

华人华侨手中ꎬ 在华侨群体中

传承蓝山历史文化ꎮ 县侨联获

邀参加中国瑶族文化传承与发

展论坛暨第四届湘漓文化研讨

会和永州瑶族文化研讨会ꎬ 撰

写的论文 «浅述瑶歌 ‹三峒

歌› » 在永州市瑶族文化促进

会 ２０１８ 年学术会上获三等奖ꎬ
２０１８ 中国瑶族文化传承与发展

论坛暨第四届湘漓文化研讨会

上获 “入围奖”ꎮ 撰写的论文

«浅述蓝山瑶族» «重塑神话再

叙盘瓠» 被 ２０１８ 中国瑶族文

化传承与发展论坛暨第四届湘

漓文化研讨会作为重点文献

收存ꎮ

【省级华侨产业园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强化组织领

导ꎬ 推进产业园建设ꎮ 中共蓝

山县委成立由县委书记秦志军

总揽ꎬ 县委常委、 县委统战部

部长赵忠辉任指挥长ꎬ 其他相

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任成员的领

导班子ꎮ 县 “两会” 上的政府

工作报告ꎬ 首次将加快湖南省

华侨同心产业园建设列入全年

政府重要工作内容之一ꎮ 侨界

委员撰写的 «关于进一步加快

湖南省华侨产业园建设的提

案» 被列为政协重点提案ꎬ 华

侨产业园工作引起有关领导及

部门高度重视ꎮ

【乡情联谊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归侨侨眷联合会按照

“侨联联侨团、 侨团联侨胞”
的工作要求ꎬ 加强与海外华人

华侨等社团组织联系ꎬ 实施

“网上侨联” 建设工程ꎮ 通过

微信、 ＱＱ 群ꎬ 建好网上 “侨

胞之家”ꎬ 与蓝籍海外华人华

侨港澳同胞建立密切联系ꎮ 中

共蓝山县委响应中共湖南省委

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

毫 “迎老乡、 回故乡、 建家

乡” 的号召ꎬ 在华侨产业园区

内 “筑巢引凤”ꎬ 打造 “皮具

产业航母”ꎬ 为蓝山籍在海外

从事电子商、 皮具的能人志士

提供发展机遇ꎮ 该项目规划建

设用地 ２０ 公顷ꎬ 总投资 １０ 亿

元ꎬ 厂房建筑面积 ２０ 万平方

米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建成标准厂房 ６
幢ꎬ 近 ５ 万平方米ꎬ 引进企业

７０ 多家ꎮ

【侨资企业招商引资】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中旬ꎬ 蓝山县归侨侨眷

联合会到港资企业深圳市鑫鸿

华太阳能有限公司调研ꎬ 与公

司负责人商谈在蓝山华侨产业

园投资事宜ꎮ ３ 月 ２４ 日ꎬ 应肖

增武之邀请到江西龙南县进行

商务考察ꎬ 该县投资人杨湛有

意到蓝山投资ꎮ ４ 月ꎬ 中共蓝

山县委常委、 县委统战部部长

赵忠辉带队赴侨企进行调研ꎬ

听取基层侨联工作情况汇报ꎬ
了解归侨侨眷生产生活情况ꎮ
协助侨商封建志把企业做强做

大ꎬ 为其产品的规范设计出谋

划策ꎮ 是年ꎬ 县归侨侨眷联合

会促成总投资 １０００ 万美金的

香港维利玩具公司在产业园开

业投产ꎮ 华侨产业园规划总投

资 １２ 亿元ꎬ 新建标准厂房 ２０
余万平方米ꎬ 星月玩具、 龙昌

国际、 湘威鞋、 湘江源皮具产

业园、 高信电子等 ７６ 家企业

落户园区ꎮ 全年完成税收 １ ５
亿元ꎬ 安排就业 ７０００ 余人ꎬ
为 １２００ 余名建档贫困户安排

就业岗位ꎮ

【侨企维权服务】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归侨侨眷联合会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关于

“群团组织要建好用好基层服

务站点ꎬ 让群众愿意来ꎬ 能经

常来ꎬ 使之成为群团凝聚改革

的有形阵地” 的讲话精神ꎬ 上

门服务ꎬ 与侨资企业高层管理

人员沟通ꎬ 帮助侨资企业解决

有关问题ꎮ ４ 月ꎬ 县归侨侨眷

联合会为在深圳务工的侨属彭

俊诚提供法律帮助ꎮ

【归侨侨眷走访慰问】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归侨侨眷联合会开

展 “四必访”ꎬ 关心侨界民生ꎮ
春节前夕ꎬ 中共蓝山县委常

委、 县委统战部部长赵忠辉带

队慰问归侨侨眷、 侨属ꎮ 举办

迎春团拜会ꎬ ２０１８ 年迎春团拜

会有归侨侨眷和港澳眷属的代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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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０ 多人参加ꎮ 制作贺年视

频ꎬ 加强与海内外朋友联谊ꎬ
引导迪拜、 香港老乡制作向永

州人民贺年视频ꎬ 加深与海内

外朋友联谊ꎮ ４ 月ꎬ 走访慰问

新世纪华侨学校贫困学生 ２
名ꎮ ５ 月ꎬ 赵忠辉接待到蓝山

探亲的香港梅州同乡会会长李

乃英一行ꎮ 是年ꎬ 先后接待香

港梅州联谊会会长李乃英、 阿

联酋永州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尹

海军、 广州利君实业集团确山

利君药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荣

忠、 道县侨联主席唐初明等一

行到 蓝 山 调 研 华 侨 产 业 园

项目ꎮ

【重点归侨侨眷服务】 　 ２０１８
年年初ꎬ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

扬超回乡探亲ꎬ 中共蓝山县委

书记秦志军接见陈扬超教授及

夫人ꎮ 县归侨侨眷联合会重点

做好美国侨领陈小江ꎬ 香港李

泽湘、 李仁溪ꎬ 加拿大彭良

健ꎬ 阿联酋商人雷小蓉、 陈学

军、 曾凡飞等蓝山籍重点海外

人士和社团的工作ꎮ 通过电

话、 邮件、 微信等形式提供家

乡发展信息ꎬ 宣传党和国家的

侨务政策ꎬ 扩大对外联谊的覆

盖面ꎬ 支持曾凡飞竞选迪拜同

乡会副会长ꎮ 开展维护侨益活

动ꎬ 做好已故侨联干部黄国荣

母亲反映婆媳关系的调解工

作ꎻ 支持侨属彭忠胜之子在深

圳务工意外受伤的维权行动ꎻ
协同有关部门处理侨属胡邦桐

与胡忠林因建房地基界线不清

引起的邻里纠纷ꎻ 协调县农业

委解决侨商曾凡辉亲戚种植 ４０
公顷香芋的贷款问题ꎮ 配合市

侨联ꎬ 促成全美湖南同乡会主

席、 华人科学家黄厚斌ꎬ 顾问

于海燕到蓝山县举办公益励志

报告会ꎮ 黄厚斌教授、 于海燕

女士分别以 «人生励志» «从
相信自己到实现飞越» 为主

题ꎬ 与全县 １０００ 余名师生分

享个人奋斗历程ꎮ

【侨务信息宣传】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归侨侨眷联合会在国家

级网站发表涉侨文章 ３ 篇ꎬ 在

省侨联网站发表涉侨信息稿件

２１ 条 (篇)ꎬ 市级发表涉侨信

息稿件近 １７ 条 (篇)ꎬ «永州

日报» 发表 １ 篇ꎬ 蓝山新闻网

发表 １５ 条ꎮ 加大侨务知识宣

传ꎬ 第一次将侨务知识和侨法

列入中共蓝山县委党校教程ꎮ
做好湖南省侨联调研组在蓝山

的调研工作ꎮ ４ 月 １３ 日ꎬ 省侨

联党组成员罗碧野一行到蓝山

县调研侨联基层组织建设及

«基层侨联组织工作条例 (试
行) » 出台后产生的影响和当

前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工作ꎬ 县

侨联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湖南省

侨联调研组在蓝山的调研工

作ꎮ 开展 “侨心行动”ꎬ 县政

协副主席李松旺ꎬ 县人大、 县

政协、 县侨联相关人员参加

活动ꎮ

【中心工作落实】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 蓝山县归侨侨眷联合会脱

贫攻坚帮扶联系浆洞瑶族乡茶

源村ꎬ 共 １２ 户贫困户ꎮ 县侨

联联系毛俊镇尚屏村ꎬ 与该村

刘先际等 ６ 位困难群众开展结

对帮扶活动ꎮ 发挥香港同乡

会、 海外联谊会、 迪拜同乡

会、 海南万宁兴隆华侨同乡会

等社团联系广泛、 资源丰富的

优势ꎬ 推动港澳及海外人士到

蓝观光考察交流ꎬ 助力县域经

济发展ꎮ 完善海外人才库建

设ꎮ 配合省市侨联组建 “海外

人士智囊团”ꎬ 吸纳蓝山籍国

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ꎮ 深化海

外人才智力援乡行动ꎬ 通过建

立 “海外专家服务团” 等方

式ꎬ 打造蓝山籍海外人才服务

家乡发展的平台ꎬ 得到中共蓝

山县委主要负责人肯定ꎮ 引导

侨界委员代表参政议政ꎬ 一名

委员撰写的 «规范管理单位借

调人员的建议» 提案引起县委

重视ꎬ 以县委名义下发文件ꎬ
落实相关建议ꎮ

县工商业联合会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工

商业联合会融入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战略部署ꎬ 推动蓝

山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民营

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ꎮ 坚持县

委统战部和市工商联领导ꎬ 与

民营企业建立沟通渠道ꎬ 引导

民营企业家同各级党委和政府

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ꎬ 支持蓝

山经济社会发展ꎮ 是年ꎬ 蓝山

县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 ９２ ２ 亿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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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同期增长 ８ ７％ꎻ
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实现

５５ １６ 亿元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同期增

长 １４ ８％ꎻ 民营经济实缴税金

３６４２８ １１ 万元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同期

增长 ２６ ９１％点ꎮ

【政商关系建立】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 工 商 业 联 合 会 建 立

“亲” “清” 新型政商关系制

度平台ꎬ 制定 «蓝山县民营经

济发展环境联席会议制度»
«蓝山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

境 “两个清单” » 等制度ꎬ 在

县政府网站建立 “非公经济

( 工 商 联 ) ” 专 栏ꎮ 建 立

“亲” “清” 新型政商关系沟

通平台ꎬ 通过座谈、 走访等形

式ꎬ 听取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

士的意见和诉求ꎬ 形成问题清

单ꎬ 为非公有制经济排忧解

难ꎮ 协调解决问题ꎬ 对非公有

制经济代表人士反映的制约企

业发展的融资、 用地、 供电、
供水、 用工等生产要素问题ꎬ
以及非公有制企业在员工培

训、 劳动保障、 子女教育等方

面的困难和问题ꎬ 协调县相关

职能部门加以解决ꎮ 全年帮助

蓝山昇悦玩具有限公司、 蓝山

锵铖电子有限公司、 蓝山鼎力

家具有限公司等协调解决在村

庄兴办车间的房屋租赁、 水电

安装、 车间改造等问题ꎬ 协调

解决昇悦玩具有限公司在毛俊

镇毛俊村的扶贫车间的改造资

金 ４０ 多万元ꎮ

【精准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工商业联合会组织和引导民

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参加 “万
企帮万村” 行动ꎮ ９ 月 ９ 日ꎬ
“蓝山县 ‘万企帮万村’ 精准

扶贫行动村企结对帮扶” 集中

签约仪式在湖南三峰茶业有限

公司举行ꎬ ３２ 家民营企业与

２４ 个省级贫困村精准对接ꎬ 现

场签订 «村企结对帮扶协议

书» ２４ 份ꎮ 蓝山县郁葱林业有

限责任公司在 ７ 个贫困村以林

业产业带动贫困户和贫困人口

建立长效脱贫机制ꎬ 投入资金

１５０ 多万元ꎬ 与 ２７ 户贫困户、
８７ 个贫困人口合作造林ꎮ 湖南

三峰茶业有限公司以生态旅游

产业带动贫困户和贫困人口建

立长效脱贫机制ꎬ 投入资金

８０００ 多万元ꎬ 使百叠岭村的 ５
户贫困户 ２０ 个贫困人口长期

受益ꎮ 蓝山昇悦玩具有限公

司、 蓝山锵铖电子有限公司、
蓝山鼎力家具有限公司将扶贫

车间建到贫困村ꎬ 帮助贫困户

就业脱贫ꎮ 蓝山昇悦玩具有限

公司在毛俊镇毛俊村建立扶贫

车间ꎬ 解决 １３０ 人就业问题ꎬ
解决 ４０ 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的就业脱贫问题ꎮ 是年ꎬ ５０ 余

家企业开展公益帮扶行动ꎬ 捐

款捐物折合价值 ６０ 多万元ꎮ ６
月 ３０ 日ꎬ 驻东莞市企业联合

党委组织 ６ 个支部 １６０ 多名党

员为浆洞瑶族乡枫木山村的精

准扶贫进行捐款ꎬ 现场筹集到

扶贫款 ２５ １９ 万元ꎮ

【民营经济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

９２ ２ 亿元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同期增

长 ８ ７ 个百分点ꎻ 民营经济固

定资产投资实现 ５５ １６ 亿元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同期增长 １４ ８ 个百

分 点ꎻ 民 营 经 济 实 缴 税 金

３６４２８ １１ 万元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同

期增长 ２６ ９１ 个百分点ꎮ 按县

区统一战线工作目标管理考核

内容及计分办法计算ꎬ 实现民

营经济发展增长 １４ ７８ 个百分

点ꎮ 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

府打造蓝山湘江源皮具产业

园ꎬ 为蓝山籍在广东狮岭从事

电子商务、 专门经营皮具产品

的民营经济人士到蓝山发展搭

建平台ꎮ

县红十字会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红

十字会带领全县各级红十字工

作者和广大志愿者ꎬ 围绕全县

社会经济发展思路和定位ꎬ 弘

扬 “人道、 博爱、 奉献” 的红

十字精神ꎬ 较好地履行红十字

会各项工作职责ꎬ 保持蓝山县

红十字事业的良好发展态势ꎮ
是年ꎬ 蓝山县参加无偿献血总

１３７４ 人次ꎬ 采血量 ５０ ６７ 万毫

升ꎻ 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血样

入库 ３４ 人ꎻ 开展应急技能救

护培训 ２ 期ꎬ 培训总数 １０００ 余

人ꎮ 没有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或

失误ꎬ 没有发生群体性事件、
安全责任事故或意外事件ꎬ 无

“黄赌毒” 等违法违纪现象ꎻ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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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为 “安全生产先进单位”ꎻ
蓝山县被永州市无偿献血工作

领导小组评为无偿献血工作先

进县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社会公

信力、 影响力和公众知晓率有

待进一步提升ꎻ 备灾救灾实力

有待增强ꎬ 募集各类捐赠款物

渠道较为单一ꎻ 基层红十字会

组织建设仍需继续巩固和提

高ꎬ 红十字会专职干部的整体

素质和综合能力还不能适应新

形势发展需要ꎮ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红十字会推进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ꎬ 领

会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的重大意义ꎬ 把握目

标要求ꎬ 突出重点任务ꎬ 以上

率下ꎬ 层层推进工作落实ꎬ 推

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 抓在经

常ꎮ 开展 “讲政治、 重规矩、
作表率” 专题教育ꎮ 贯彻中国

共产党的十九大精神ꎬ 贯彻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ꎮ 开展 “严纪律、
转作风、 提效能、 促服务” 活

动ꎬ 梳理查摆问题ꎬ 制定整改

措施ꎬ 根治影响红十字事业发

展的旧疾顽疾ꎬ 进一步加强干

部职工思想纪律作风建设ꎬ 提

升服务效能ꎬ 弘扬 “人道、 博

爱、 奉献” 的红十字精神ꎮ 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ꎮ
落实 “两个责任” 和领导干部

“一岗双责”ꎻ 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ꎬ 推进作风建设ꎻ 增强组织

观念ꎬ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ꎻ 加

强教育监督ꎬ 规范权力运行ꎮ
对 ２０１８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主要工作任务进行分解ꎬ
同干部职工层层签订责任状ꎮ

【参与中心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红十字会开展扶贫脱贫

攻坚帮扶工作ꎬ 与蓝山县湘江

源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派出帮

扶工作队进驻湘江源瑶族乡坪

源村ꎮ 全会 ６ 名工作人员负责

１０ 户、 ４０ 口人的脱贫任务ꎬ
在巩固往年脱贫户 (９ 户) 的

同时ꎬ 做好 １ 户 ２ 贫困人口的

脱贫工作ꎮ 帮扶人员每月至少

１ 次到贫困户家中走访看望ꎬ
全年发放慰问金 ２０００ 元ꎬ 慰

问品价值 ３０００ 元ꎮ 和湘江源

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ꎬ 争取各

类帮扶资金 (物) ２０ 余万元ꎬ
支持坪源村脱贫攻坚工作ꎬ 主

要用于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 基础设施建设、 人居环境

改善、 贫困户发展产业以及日

常工作经费保障等ꎮ 全村 ５５
户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ꎬ
其中 ３２ 户申报自主发展产业ꎮ
无劳动力在家的 ２３ 户帮助参

加坪源村良源黑山羊养殖合作

社ꎬ 所有贫困户得到国家给予

产业奖补帮扶资金 ３０００ 元 /
户ꎮ 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

大ꎬ 良源黑山羊合作社收入 ５
万元ꎻ 光伏发电收入 ５ 万元ꎻ
场地租金年收入 ２ 万元ꎮ 投资

７０ 余万元完成鸭婆洞至庙冲 ２

千米白改黑项目ꎻ 完成田浪自

然村的河道护砌ꎻ 总投资 ４８
万元的 ５０ 千瓦村级光伏发电

项目投产使用ꎬ 坪源村每年增

加集体收益 ５ 万元以上ꎮ 贫困

户对扶贫队的工作满意度均为

１００％ꎬ 如期完成 ２０１８ 年的脱

贫攻坚工作任务ꎮ

【 “三创” 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红十字会对照县创建国

家卫生县城、 省文明县城、 省

园林县城创建工作要求ꎬ 贯彻

落实 “三创” 工作会议精神ꎬ
深化大众健康教育为基础ꎬ 开

展创建活动ꎬ 强化卫生管理ꎬ
完善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及爱卫

制度ꎬ 机关卫生、 绿化美化、
亮化净化工作得到改善ꎬ 全民

健康教育得到巩固ꎬ 卫生管理

工作实现经常化、 规范化、 制

度化ꎮ 开展安全生产省级示范

县创建工作ꎬ 坚持 “安全第

一、 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 的

方针ꎬ 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机

制ꎬ 加强基础工作ꎬ 突出重

点、 落实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

任制ꎬ 全年没有发生安全生产

事故或失误ꎮ

【 “三献工作” 志愿服务活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红十字会以提

高人们对遗体、 器官捐献工作

科学性、 重要性的认识为重

点ꎬ 加大对 “三献” 工作的宣

传力度ꎮ 全年发放造血干细胞

捐献、 遗体捐献、 食品安全、
健康知识等各类宣传资料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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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份ꎬ 省器官捐献员参与蓝山

１ 例、 宁远 ２ 例、 道县 １ 例的

器官捐献协调工作ꎮ 全年参加

无偿献血总 １３７４ 人次ꎬ 采血

量 ５０ ６７ 万毫升ꎮ 造血干细胞

志愿捐献血样入库 ３４ 人ꎮ

【 “红十字会法” 宣传普及】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红十字会宣传

“红十字会法”ꎮ 召开纪念 “红
十字会法” 颁布十一周年会

议ꎬ 形 成 学 习、 宣 传、 普 及

“红十字会法” 的氛围ꎮ 宣传

无偿献血和预防艾滋病知识ꎬ
红十字会参与无偿献血的宣传

和推动工作ꎻ 重视宣传预防艾

滋病知识和关爱艾滋病人的工

作ꎬ 重视世界艾滋病日宣传

活动ꎮ

【应急救护技能培训】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红十字会在各社区

居民中进行培训ꎬ 邀请县红十

字会专家采用看录像、 人体模

型操作和理论讲解等方式方

法ꎬ 使学员了解和掌握心肺复

苏、 创伤四项技术等常规知

识ꎬ 为实践运用打下基础ꎮ 分

别在悦昇和星月玩具有限公司

企业员工进行心肺复苏、 意外

伤害处理等常见意外事故的急

救技能培训ꎮ 全年开展培训 ２
期ꎬ 培训 １０００ 余人ꎮ

【人道救助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红十字会坚持 “救死扶

伤、 扶危济困、 敬老助残、 助

人为乐” 方针ꎬ 开展帮困工

作ꎮ ２ 月 ９ 日ꎬ 县红十字会到

精准扶贫联系村荆竹江源村看

望慰问 ５０ 名贫困户ꎬ 送去裤

子、 棉衣、 Ｔ 恤各 ５０ 件ꎬ 米

５０ 袋ꎬ 价值 １ 万余元ꎮ ２ 月 １０
日ꎬ 陪同分管县级领导周晓芬

到汇源瑶族乡走访困难家庭 ４３
户ꎬ 发放衣服 ８８ 件、 裤子 ６５
件、 大米 ４３ 袋ꎬ 价值 １０００ 余

元ꎻ ２ 月 １１ 日ꎬ 到县妇幼保健

院及各乡镇医院ꎬ 看望慰问医

病患者ꎬ 送去退热贴 １８０ 盒、
棉被 ３０ 余床、 大米 ２５ 袋、 衣

裤 １００ 余件等ꎬ 价值 １ 万余元ꎮ
端午节期间ꎬ 县红十字会到脱

贫攻坚帮扶村为 １０ 户困难群

众发放大米 １０ 袋、 植物油 １０
桶ꎻ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走访慰问艾

滋病患者 ５ 名ꎬ 发放棉被 ５
床ꎻ １２ 月初ꎬ 发放各类物资折

合人民币约 ３ ２ 万元ꎮ 协助 ３２
余名白血病患儿、 心脏病人和

其他大病患者申请国家彩票公

益金 “小天使” “天使阳光”
项目和大病救助基金ꎬ 其中 ３
名白血病和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成功申请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资

助金 ３ 万元ꎬ ８ 名大病患者成

功申请救助金 ４ 万元ꎮ 全年发

放大病救助金、 助学助困救助

金、 “红十字博爱送万家” 慰

问品等各类救助物质计 １３ 万

余元ꎮ

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围绕中共蓝山

县委、 县人民政府工作大局ꎬ
发挥团结联络职能ꎬ 组织全县

文艺工作者开展文艺活动ꎮ 是

年ꎬ 在中共永州市委宣传部举

办的 “学习十九大精神” 微宣

讲比赛中ꎬ «我也要上春晚»
获三等奖ꎻ 在永州市第五届京

剧票友艺术节演出中ꎬ 样板戏

«沙家浜» 第七场 “斥敌” 在

全市排第一位ꎮ 组织作品参加

省市各级比赛ꎬ 梁辉隆的书法

作品获市二等奖ꎬ 刘佳雯的书

法作品获市三等奖ꎻ 唐基造的

摄影作品 «龙抬头» 获市一等

奖ꎬ 肖丽芳的摄影作品 «桃李

争春» 获省、 市一等奖ꎻ 唐基

造的 « 春 耕 时 节 » 获 市 三

等奖ꎮ

【文艺惠民活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

书法家开展送春联下乡慰问活

动ꎬ １ 月 １８ 日—２ 月 １３ 日ꎬ 到

全县部分乡镇和部分省级贫困

村书写和赠送春联ꎬ 先后到楠

市、 土市等 ９ 个大镇ꎬ 县公安

局机关ꎬ 湘江源瑶族乡高源

村、 平源村等省级贫困村开展

送春联送图书活动ꎬ 为贫困村

群众书写春联 ４０００ 多副ꎮ 县

文联牵头ꎬ 组织戏剧、 音乐、
舞蹈等协会会员ꎬ 举行送戏剧

下乡演出慰问活动ꎮ 蓝山在广

东务工经商人员近 ８ 万人ꎬ 县

文联按照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

民政府安排ꎬ 组织文艺工作者

到蓝山驻广东花都支部进行文

艺演出ꎬ 演出受到驻粤蓝山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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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和打工人员欢迎ꎮ １ 月 ２６
日开始的冰雪天气期间ꎬ 组织

文艺工作者到南风坳抗冰现场

大家举行慰问演出ꎮ 在送戏剧

下乡活动中ꎬ 全县 １２０ 余名文

艺工作者参加ꎬ 演出戏剧 ７
场ꎬ 观众 １ 万余人次ꎬ 送图书

１５００ 余册ꎮ １ 月 ２４ 日ꎬ 组织

开展 “文艺惠民” 到蓝山毛俊

村举办活动ꎬ 市文联党组书

记、 主席蒋蒲英ꎬ 党组成员、
副主席熊爱华等参加ꎬ 中共蓝

山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何江

鸿主持开幕仪式ꎬ 县委常委、
县委宣传部部长李勇致欢迎

词ꎬ 选送歌伴舞 «我在湘江

源» 和花灯戏 «田嫂» 两个节

目参加演出ꎮ 在活动现场ꎬ 县

书法协会开展送春联ꎬ 县作家

协会开展送图书、 送科技等

活动ꎮ

【艺术作品创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参加中共永州市委宣传部

举办的 “学习十九大精神” 微

宣讲比赛ꎬ 县文联提供的作品

«我也要上春晚» 获三等奖ꎮ
县京剧协会在永州市第五届京

剧票友艺术节演出中选送样榜

戏 « 沙 家 浜 » 第 七 场 “ 斥

敌”ꎬ 在全市排第一位ꎮ «湘江

源头在蓝山» 一书由团结出版

社出版ꎬ 该书共 ３７０ 页 ２２ 万多

字ꎮ 全书分为 “ 湘 江 探 源 ”
“湘江源瑶族风情” “湘江源古

村古迹” “湘江源乡村民俗”
“湘江源老城旧事” 五章ꎬ 对

湘江源头在蓝山的历史根源、

调研历程、 申报过程、 认定文

书、 民俗文化等ꎮ

【文艺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６ 日下午ꎬ 蓝山县召开文艺

工作座谈暨表彰会ꎬ 全县 ９５
名文艺工作者参加会议ꎬ 中

共蓝山县委常委、 县委宣传

部长李勇主持会议并讲话ꎮ
县政协副主席许旭阳宣读表

彰决定ꎬ 会上对 ２０１７ 年度成

绩优秀的 ２ 个文艺家协会、 ４８
名优秀文艺工作者、 ６ 部优秀

作品进行表彰奖励ꎮ 李勇作

«不忘初心ꎬ 牢记使命ꎬ 开创

我县文艺工作新局面» 的讲

话ꎮ 会 上ꎬ 县 文 联 主 席 对

２０１７ 年的工作进行总结ꎬ 对

２０１８ 年的工作进行布置ꎮ 县

委宣传部副部长聂艳群组织

学习习近平在全国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ꎬ 部分文艺

工作者代表结合工作实际ꎬ
就进一步繁荣蓝山文艺ꎬ 从

不同侧面、 不同角度交流体

会经验ꎬ 发表意见建议ꎮ

【文艺活动】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６
日ꎬ 蓝山县召开 “我的家风家

教故事” 征文表彰大会ꎮ “我
的家风家教故事” 正文活动由

中共蓝山县纪委、 县委宣传

部、 县文明办、 县教育局、 县

文体广新局、 县妇联、 县文

联、 县广播电视台联合开展ꎬ
活动历时 ３ 个月ꎬ 收到稿件

１８００ 余篇ꎬ 评选出成人组、 高

中组、 初中组、 小学组 ８３ 篇

优秀作品ꎬ 收录成 «蓝山县

“我的家风家教故事” 征文获

奖作品选»ꎮ 活动参赛人员涵

盖学校、 企业、 机关等多个行

业ꎬ 年纪最小的 １０ 岁ꎬ 年纪

最大的 ８０ 多岁ꎮ «蓝山县 “我
的家风家教故事” 征文获奖作

品选» 刊印 ３０００ 余册ꎬ 分送

机关 单 位、 乡 镇、 村 委、 社

区、 学校、 企业等ꎮ

【永州市 “欢乐潇湘品质活

力新永州” 群众美术、 书法、
摄影活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

按照中共永州市委宣传部、 市

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 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安排ꎬ 组织开展

“欢乐潇湘” 群众美术、 书法、
摄影展览活动ꎮ 中共蓝山县委

成立由县委副书记李劲涛任顾

问ꎬ 县委常委、 县委宣传部部

长李勇任总策划的领导小组ꎮ
活动从 ５ 月开始ꎬ 到 １０ 月结

束ꎬ 全县 １４ 个乡镇、 ５０ 余个

中小学、 ５００ 余名文艺爱好者

参加ꎬ 分别在楠市镇、 新圩

镇、 太坪镇等乡镇举办展览ꎮ
县里在三峰茶业公司二楼文化

室举办展览ꎮ 组织作品参加市

和省举办的展览ꎬ 其中梁辉隆

的书法作品获市二等奖ꎬ 刘佳

雯的书法作品获市三等奖ꎮ 唐

基造的摄影作品 «龙抬头» 获

市一等奖ꎬ 肖丽芳的摄影作品

«桃李争春» 获省、 市一等奖ꎮ
唐基造的 «春耕时节» 获市三

等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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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蓝山乡村文化旅游周征

文活动】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 蓝山

县举办以 “描写蓝山人文和自

然美景ꎬ 展现乡村建设新成

果ꎬ 唱响乡村文化旅游” 为主

题的征文活动ꎬ 进一步提高

“湘江源头在蓝山” 知名度ꎬ
促进乡村旅游和休闲观光农业

快速发展ꎬ 宣传蓝山乡村旅

游ꎮ 活动收到县内外文学爱好

者作品 １０００ 余篇ꎬ 通过评选

对优秀作品进行表彰ꎮ

【“中国作家行走湘江源” 大型

文学创作活动】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１９ 日ꎬ 蓝山县承办湖

南省 “中国梦文学梦湖南

篇章” 之 “作家行走湘江源”
文学创作活动ꎮ 参加启动仪式

的有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省

林业厅、 省作协、 市委宣传部、
市文联、 蓝山县、 市作协等各

级各部门的相关负责人ꎮ 省内

外的 ８０ 余名知名作家参加活

动ꎬ 从不同角度挖掘该县历史

文化、 用作品宣传推介蓝山ꎮ

【文联改革】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按照省、
市文联统一要求ꎬ 与省、 市文

联同步进行改革ꎮ ５ 月ꎬ 县文

联拟定改革方案ꎮ «方案» 出

台后ꎬ 报县里相关领导审定ꎬ
最后交市文联审核修改ꎬ 交县

委常委会研究通过ꎮ ８ 月 ３ 日ꎬ
中共蓝山县委办公室下发 «蓝
山县文联深化改革实施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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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事

人 民 武 装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

民武装部坚持以新时代强军目

标为牵引ꎬ 贯彻中央军委决策

指示ꎬ 坚持稳中求进、 固强补

弱、 克难攻坚、 正风肃纪ꎬ 人

武部建设水平实现整体跃升ꎬ
实现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创新发

展ꎮ 完成兵员征集任务ꎬ 未出

现退兵情况ꎮ 蓝山县人武部被

省军区确定为贯彻落实新条令

试点单位ꎬ 正规化建设与管理

经验做法被军委国防动员部向

全国省军区系统推广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民兵居

住比较分散ꎬ 到课率不高ꎬ 教

育形式比较单一ꎬ “学习宣讲

活动” 效果还不够理想ꎻ 专武

干部能力素质参差不齐ꎬ ４０ 名

专武干部ꎬ 大多没有从事武装

工作的经历ꎬ 军事素质偏低ꎬ
组训能力不强ꎻ 村级民兵营

“一室一家” 建设与上级要求

的标准差距较大ꎬ 民兵预备役

队伍建设与 “双应急” 要求还

有较大差距ꎮ

【思想政治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武装部采取 “五

微” 形式ꎬ 开展民兵 “学习宣

讲活动”ꎮ 建立 完 善 “ 微 课

堂”ꎬ 把基干民兵、 普通民兵

纳入微信群ꎬ 每天将中国共产

党的十九大精神、 习近平强军

思想转发至 “微课堂”ꎬ 组织

在线谈体会、 话感悟ꎮ 组织观

看 “微视频”ꎬ 集中组织观看

«窑洞里的读书人» 等系列

“微视频”ꎮ 搞好集中 “微辅

导”ꎬ 人武部和乡镇领导、 “草
根宣讲员” 结合各自工作实际

和民兵思想状况针对性进行

“微辅导”ꎬ 宣讲情况被 ６ 月 ６
日 «国防报» 刊载ꎮ 结合军分

区开展的 “学习贯彻强军思

想ꎬ 跟习主席学讲故事” 活

动ꎬ 将民兵纳入其中ꎬ 以 «习
近平讲故事» 为蓝本ꎬ 利用政

治教育、 军事训练等时机ꎬ 组

织讲好主席 “微故事”ꎮ 组织

民兵参与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大合唱比赛ꎬ 搞好宣誓等

仪式教育ꎮ 发挥蓝山县红军遗

址、 红军驻所等红色资源优

势ꎬ 组织民兵参观红六军团指

挥部旧址ꎬ 祭扫烈士墓ꎬ 听长

征见证者讲长征故事ꎮ 组织参

观红军驿站、 渡口、 驻所等ꎬ

引导干部、 民兵传承红色基

因、 赓续血脉传统ꎮ

【军事训练】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人民武装部把备战打仗作为

核心任务ꎬ 做到思想向使命聚

合、 精力向打仗聚焦、 资源向

训练聚集ꎮ 抓好日常战备落

地ꎬ 修订完善日常战备、 重点

目标防卫、 抗洪抢险、 扑火救

灾、 应急维稳等 “一总四专”
预案ꎬ 每周组织民兵应急分队

进行战备演练ꎬ 不定时组织拉

动ꎬ 提高应急战备水平ꎮ 落实

民兵整组ꎬ 加强国防动员需求

和遂行任务研判牵引战备方案

修订论证工作ꎬ 研究细化各乡

镇、 街道平时和战时担负任

务ꎬ 把地域范围、 遂行任务和

兵力投入等问题研究透ꎬ 促进

编组与应急应战相统一ꎮ 提高

实训水平ꎬ 按照 “应急、 专

业、 特殊” 的要求ꎬ 完成三期

２５６ 名基干民兵军事训练任务ꎮ
组织 ６ 个波次抗洪抢险专业训

练ꎬ 培训冲锋舟操作手技能方

法ꎮ 集中 １０ 天时间组织 ３０ 名

骨干力量进行强化训练ꎬ 抓住

抢险救灾的主动权ꎬ «国防教

育周刊» 进行宣传报道ꎮ 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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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扑火器材技能使用培训ꎬ
搞好扑救山火演练ꎬ 提高扑火

能力ꎮ １０ 月ꎬ 民兵应急分队在

夔龙山公园扑救山火中得到有

效检验ꎮ 提升实战能力ꎬ 筹划

组织 “湘江－２０１８” 演习ꎬ 通

信线路保障精细ꎬ 指挥控制系

统运转高效ꎬ 供电通畅ꎬ 安全

保密工作扎实ꎬ 指挥所搭建高

标准ꎬ 符合实战要求ꎮ

【党管武装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武装部坚持依法抓

建ꎬ 不断探索规律途径ꎬ 提高

党管武装的实际成效ꎮ 坚持依

法履职ꎬ 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

民政府传导党管武装依法履职

的意识ꎬ 把党管武装工作好不

好ꎬ 作为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

来考评ꎬ 把增强党管武装的政

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作为检

验个人党性的特殊尺子ꎮ 县

委、 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做到亲

自过问民兵预备役建设的重大

工作ꎬ 全程参与武装工作的重

大决策ꎬ 经常参加军事机关组

织的重大活动ꎮ 坚持党委统

筹ꎬ 通过议军会的形式把武装

工作纳入党委政府工作统一部

署ꎬ 用组织力量确保工作的连

续性ꎮ 把专武干部队伍纳入党

政干部管理统一使用ꎬ 落实军

事机关与组织部门共同考察、
考核、 推荐和任前谈话ꎬ 国动

委成员单位的一把手任职要征

求军事机关意见ꎬ 在全县树立

鲜明用人导向ꎮ 坚持把武装工

作纳入县委主要工作预安排ꎬ

重大军事活动文件在县委常委

会上传达学习ꎮ 坚持把武装工

作纳入县、 乡两级政府责任目

标统一考评ꎬ 并作为考核乡镇

党政领导班子政绩的重要内

容ꎮ 做好武装保障工作ꎬ 县

委、 县政府研究解决涉及武装

工作发展的重大问题ꎬ 帮助解

难题、 办实事、 办好事ꎮ 对涉

及国防动员、 民兵整组、 民兵

训练、 兵员征集、 基层建设、
经费保障、 拥军优属、 军转安

置等实际问题ꎬ 有政策规定的

按照政策落实ꎻ 没有出台政策

规定的ꎬ 根据国防后备力量建

设实际需要ꎬ 创造条件解决ꎮ

【助力经济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武装部坚持以参建

参治为平台ꎬ 发挥武装抓建对

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ꎮ 组织民

兵预备役人员ꎬ 参加地方经济

建设ꎬ 承担急难险重任务ꎬ 在

双带双促、 应急维稳、 抢险救

灾、 扶贫帮困和密切军政军民

关系中打头阵、 挑重担、 起作

用、 有作为ꎬ 受到驻地群众好

评ꎮ 引导退役军人成为矛盾纠

纷调解员、 民情民意信息员、
和谐村组治安员、 抢险救灾战

斗员、 政策法规宣讲员ꎬ 为经

济社会发展助力ꎮ 注重发挥脱

贫致富典型的示范带头作用ꎬ
以先进带后进ꎬ 促进 “双带双

促” 活动开展ꎮ 先后挖掘宣扬

退役军人致富能手、 野鸡饲养

专业户张修任ꎬ 黑山羊养殖户

赵远福等自主创业致富典型ꎬ

引领 ９０ 余名退役军人、 ３４０ 多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走上共同致

富道路ꎮ 落实政策帮扶ꎬ 中共

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对符合

安置条件的转业士官ꎬ 统一打

分排序ꎬ 优先安置到行政事业

单位ꎬ 实施 “阳光安置”ꎮ 全

年一次性拿出 １４ 个由县财政

拨款的事业单位岗位、 ３ 个央

企国企岗位供选择ꎬ 组织 １２
名退役士官公开依次选岗ꎮ 开

展军人再就业免费培训ꎮ 对因

病因灾导致生活困难的退役军

人ꎬ 一律纳入城乡低保ꎮ 在县

委统一安排下ꎬ 人武部挂点联

系贫困村ꎬ 主官挂点联系乡

镇ꎬ 参加地方重点项目建设ꎬ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ꎮ 做好涉军

维权和涉军群体性集访化解工

作ꎬ 接到军队来函 ４ 件ꎬ 走访

军烈属 ２１ 户ꎬ 接待军人军属

２３ 人次ꎬ 协调解决军地纠纷 ５
起ꎮ 主官参与县里接访日ꎬ 处

置群体性集访 ４ 次、 应急维稳

６ 次、 重大信访 ２ 次ꎬ 稳妥化

解矛盾ꎬ 得到县委、 县政府和

群众肯定ꎮ

【正规化建设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武装部以依法

治军、 从严治军要求为遵循ꎬ
实现部队正规化建设与管理水

平提升ꎮ 梳理体制机制、 条令

条例、 作风纪律、 训管融合、
重在基层、 安全发展等 ６ 个篇

章ꎬ 纳入年度个人自学内容ꎬ
每天交班围绕 １ 条论述集中学

习ꎬ 每周党日活动围绕 １ 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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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集中讨论ꎮ 结合实际学好用

好军委国防动员部 «安全稳定

工作手册» «血与泪的警示»
等教育素材ꎬ 注重用发生在身

边的事故案件开展经常性警示

教育ꎬ 对市、 县两级纪委情况

通报ꎬ 及时传达学习ꎬ 挑选典

型案例进行集中讨论ꎮ 向上对

标对表ꎬ 建立从标牌设置到营

院维护、 从值班值勤到应急出

动、 从一日生活到工作流程等

１７ 项具体规范ꎬ 在办公楼设置

公示展板ꎬ 定期查纠、 张榜公

布ꎮ 坚持制度规定全覆盖ꎬ 要

求地方人员落实进出营区、 安

全保密等相关规定ꎮ 坚持集体

行动整队列、 集合站队喊口

号、 站岗执勤严军姿、 重要活

动唱军歌、 日常作息响军号ꎬ
保持军事机关威武文明、 令行

禁止、 正规有序ꎮ 把抓作风纪

律建设向基干民兵队伍延伸拓

展ꎬ 从严规范战备、 训练和工

作秩序ꎬ 促进管理效能向战斗

力转化ꎮ 按照 “一岗一责、 一

事一责、 一物一责” 原则ꎬ 明

确细化人武部安全小组成员职

责分工ꎬ 制订人武部重要点位

安全管理责任清单ꎬ 将 １７ 个

重点要素的风险管控责任逐一

分解到人头ꎮ

【兵员征集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武装部坚持站在强

军兴军的高度ꎬ 开展征集优质

兵员工作ꎮ 调整征兵工作领导

小组ꎬ 形成合力ꎮ 三级征兵工

作会议后ꎬ 组织召开全县征兵

工作会议ꎬ 通报去年征兵工作

情况ꎬ 分析问题原因ꎬ 部署年

度征兵任务ꎮ 先后两次召开征

兵工作领导小组会议ꎬ 解决矛

盾问题ꎬ 统筹协调人员、 经费

到位ꎮ 通过开设微博、 微信公

众号、 群发短信等发布征兵政

策ꎬ 坚持悬挂横幅标语、 播放

大屏幕广告、 在电视台播放征

兵宣传片等搞好宣传鼓动ꎮ 坚

持把大学生征集作为重点突出

出来ꎬ 根据军分区 “三走遍、
三签字” 活动安排 (即: 走遍

大学毕业生、 走遍大学在校

生、 走遍高中应届毕业生ꎻ 适

龄青年、 家长、 走访人签字确

认)ꎬ 到适龄青年家中ꎬ 讲解

政策搞好宣传ꎮ 联合县卫计

委、 县中心医院抓好体检站开

设ꎮ 中共蓝山县委副书记、 县

人民政府县长魏和胜现场办

公ꎬ 确保各部门协调一致ꎬ 各

负其责ꎮ 按规定设置封闭体检

中心ꎬ 组织体检组和政审组人

员进行集中业务培训ꎬ 完善县

征兵体检站设置ꎮ 在体检上ꎬ
研究制定 “集中复检、 重点筛

检、 走访问检” 机制ꎬ 增强体

检工作科学性、 预见性ꎻ 在政

审上ꎬ 建立 “三审” 机制ꎻ 开

展实地调审ꎬ 坚持 “三走到”ꎻ
协调派出医务人员ꎬ 实施 ２４
小时伴随医疗保障ꎬ 建立早、
中、 晚巡视制度ꎬ 应对突发情

况ꎻ 与每个预定新兵逐个谈

心ꎬ 了解当兵意愿ꎬ 摸清思想

底数ꎻ 注重细致观察ꎬ 及时发

现隐性疾病ꎻ 按照 «关于着力

纠治基层征兵 “微腐败” 的通

知» 要求ꎬ 开展廉洁征兵调

查ꎬ 组织预定新兵及家长填写

«廉洁征兵问题排查表»ꎻ 坚持

科学施训、 依法施训ꎬ 提高兵

员适应军营的能力素质ꎮ 在

省、 市征兵工作会议的基础

上ꎬ 集中全县征兵工作人员ꎬ
召开廉洁征兵工作动员部署

会ꎬ 学习国防动员部 “十不

准”、 省 “十个严禁”ꎬ 筑牢廉

洁征兵的思想防线ꎮ 征兵工作

人员逐人签订廉洁征兵承诺

书ꎮ 在县、 乡镇 (街道)、 社

区 (村) 三级设立举报电话ꎬ
设置举报信箱ꎬ 开辟廉洁征兵

阳光台ꎬ 保证举报路径畅通ꎮ
落实廉洁征兵监督员制度ꎬ 从

全县范围内按县、 乡、 村三级

确定廉洁征兵监督员ꎮ 先后两

次组织廉洁征兵监督员业务培

训ꎬ 安排专项工作经费予以保

障ꎮ 组织各乡镇 (街道) 签订

«征兵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ꎬ
明确奖惩措施ꎮ

人 民 防 空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

民防空办公室围绕年初经济工

作会议目标任务ꎬ 各项工作稳

步推进ꎬ 取得较好成绩ꎮ 通信

设备完好率始终保持 １００％ꎬ
是年ꎬ 县人防办完成日常短波

电台训练和省、 市人防办下达

的联训 (演) 任务ꎻ 完成县城

城区 “ １１ １ 警报试鸣” 活

动ꎬ 实现县城警报音响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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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鸣响率 “两个 １００％”ꎻ 开展

重要经济目标防护试点ꎻ 投入

资金 ６０ 余万元的三蓝广场人

防宣教示范基地建成对外开

放ꎻ 审批人防易地建设项目 ４２
个ꎬ 办结率 １００％ꎬ 无投 诉、
无逾期件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机构改

革期间ꎬ 作为县政府工作部

门ꎬ 县人防办领导班子未配

齐ꎬ 专业技术型人才匮乏ꎻ 人

防宣传力度不够ꎬ 学校宣传教

育基地老化ꎬ 宣教形式、 内容

等有待更新ꎻ 人防宣传亮点不

多ꎬ 进社区、 进乡镇村推进力

度有待进一步加强ꎮ

【扶贫攻坚】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人民防空办公室脱贫攻坚联

系点由浆洞瑶族乡的甲背岭村

调整到塔峰镇南平片区湖叠

村ꎬ 由牵头单位调整为一般帮

扶单位ꎮ 县人防办派出扶贫工

作队队员驻村ꎬ 拨付资金 ３ 万

元用于该村基础设施建设ꎬ 拨

付 ５０００ 元工作队经费ꎮ 落实

“２４６８” 住村工作制度ꎬ 对单

位联系的贫困户ꎬ 做到底子

清、 情况明ꎬ 利用节假日、 党

员活动日走访慰问贫困户ꎬ 宣

讲精准扶贫政策ꎬ 帮助贫困户

找准脱贫路子ꎬ 增强脱贫致富

的信心和决心ꎬ 与贫困户建立

友谊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湖

叠村的贫困村退出和贫困户的

脱贫按程序推进ꎮ

【人防工程规划】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在

全市率先明确由县规划部门牵

头ꎬ 县人防部门参与ꎬ 聘请专

业机构对县城人防工程专项规

划进行修编ꎬ 完成县城人防工

程建设布局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

末ꎬ 人防工程专项规划进行修

编进行工作对接 ２ 次ꎮ

【人防工程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防空办公室抓实人

防指挥中心建设ꎮ 蓝山县人防

指挥中心是省人防办批准立项

的全县重点建设项目ꎬ 前期工

作进展顺利ꎬ 先后完成项目选

址、 项目可研、 报批立项、 地

质勘探、 征地拆迁、 规划设

计、 施工图送审和人防专业审

查、 施工预算编制和财政评审

等工作ꎮ 按照民用建筑修建防

空地下室的规定ꎬ 依法落实人

防 “结建” 项目ꎬ 根据规定审

批金盘蓝山城人防工程等地

的 “结建” 面积ꎮ

【指挥通信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防空办公室加强通

信警报建设ꎬ 动态编制城区警

报规划布局图ꎬ 建立落实警报

建设动态台账和警报器定期维

修制度ꎬ 加强机动指挥所车

辆、 通信设备维护和保养ꎬ 通

信设备完好率始终保持 １００％ꎬ
完成日常短波电台训练和省、
市人防办下达的联训 (演) 任

务ꎮ 完成县城城区 “１１１ 警

报试鸣” 活动ꎬ 实现县城警报

音响覆盖率和鸣响率 “两个

１００％”ꎮ 在民族中学进行防空

防灾应急疏散演练ꎬ 提高师生

的防灾避灾技能ꎮ 完成 «蓝山

县人民防空方案» 修订完善ꎮ
根据省、 市人防办的统一部

署ꎬ 由县政府、 县人武部组

织ꎬ 县人防办具体负责ꎬ 组织

县直相关部门ꎬ 对 ２０１４ 年修

编的 «蓝山县人民防空方案»
进行修订完善ꎮ 开展重要经济

目标防护试点ꎬ 为加强重要经

济目标防护研究ꎬ 经报请中共

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同意ꎬ
成立蓝山县重要经济目标防护

试点工作领导小组ꎬ 选取县自

来水公司开展重要经济目标防

护试点工作ꎬ 探索制定整体防

护方案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试点工作有序开展ꎮ

【人防宣传和依法行政】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防空办公

室先后开展人防宣传 “五进”、
“５１２ 防灾减灾日”、 全国科

普日、 “１１１ 警报试鸣日”
等活动ꎮ 投入资金 ６０ 余万元

的三蓝广场人防宣教示范基地

建成对外开放ꎮ 围绕 “产业项

目建设年”ꎬ 落实中共蓝山县

委、 县人民政府实施开放崛起

战略、 加快产业项目建设的各

项决策部署ꎬ 推动人防行政审

批提速ꎮ 推进 “互联网＋政务

服务” 改革ꎬ 县人防办派专人

进驻县政务服务中心人防窗

口ꎬ 一站式受理新建民用建筑

项目报建ꎬ 进一步优化审批流

程ꎬ 简化审批程序ꎬ 实行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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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窗口受理 “马上办”、 大

型项目提前对接 “跟踪办”ꎬ
让广大群众 “最多跑一次”ꎬ
以最快速度、 最短时限完成人

防报建项目审批ꎮ 是年ꎬ 审批

人防易地建设项目 ４２ 个ꎬ 办

结 率 １００％ꎬ 无 投 诉、 无 逾

期件ꎮ

【执行力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

山县人民防空办公室加强 “准
军事化” 机关建设ꎮ 开展 “执

行力提升年” 活动ꎬ 推行 “马
上办” “限时办” 工作制度ꎬ
落实市、 县的各项规定ꎬ 提升

执行力ꎬ 树立人防形象ꎬ 促进

人防事业发展ꎮ 成立人防办机

关党支部ꎬ 组建机关工会ꎬ 利

用党员活动日、 集中政治学习

日等活动ꎬ 组织干部职工开展

业务知识学习和专业知识学

习ꎬ 开展县级文明单位、 无烟

单位创建活动ꎬ 提高干部职工

的履职能力和职业素养ꎬ 提升

单位整体形象ꎮ 开展专项整治

活动ꎬ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ꎬ 把党风廉政建设纳入人

防整体工作布局ꎮ 加强干部职

工廉洁教育ꎬ 开展各项专项整

治活动ꎬ 提高干部职工的拒腐

防变能力ꎮ 解读县委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和省、 市人防工作会

议精神ꎬ 明确工作目标任务ꎬ
落实好省、 市人防办和县委、
县政 府 交 办 的 临 时 性 中 心

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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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政法综治维稳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政

法综治维稳部门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ꎬ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ꎬ 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变化ꎬ
加强风险防控ꎬ 推进平安建

设、 法治建设、 队伍建设ꎬ 人

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得到进

一步提升ꎬ 实现全县社会大局

持续稳定的良好局面ꎮ １０ 月

２８ 日—２９ 日ꎬ 中 央 政 法 委

“新时代枫桥经验” 采访团走

进蓝山ꎬ 宣传蓝山创新社会治

理的新方法、 新特色和新亮

点ꎬ 解读蓝山 “新时代 ‘枫桥

经验’ ”ꎮ １１ 月 １３ 日ꎬ 全市农

村辅警城区快警建设现场推进

会在蓝山县顺利召开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信访总

量持续走高ꎬ 利益群体活动频

繁ꎬ 化解稳控压力大ꎻ 综治基

层基础相对薄弱ꎬ 基层机构设

置、 力量配备、 条件保障等有

待进一步加强ꎬ 综治民调宣传

入户不到位ꎻ 治安防控体系建

设亟需加强ꎬ 城区网格化管理

没有实际运作ꎬ 网格事件联动

处置不足ꎬ 群防群治力量的社

会化、 职业化、 规范化建设有

待进一步加强ꎮ

【打击政治安全违法犯罪活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政法综治维稳

部门搜集各类情报信息ꎬ 完成

各级 “两会” 等重大会议、 敏

感期、 法定节假日、 “博鳌”
论坛、 青岛峰会、 “中非” 论

坛等特别防护期安保任务ꎬ 完

成交办的各项工作ꎮ 在 “４
１５” 国家安全日、 科技宣传周

等活动中ꎬ 在县城主要街道设

摊开展集中宣传教育活动ꎬ 通

过摆展板、 发资料、 讲法律等

方式向群众宣传反邪防邪知

识ꎮ 全年开展宣传活动 １０ 余

次ꎬ 向群众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２ 万余份ꎮ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政法综治维稳部门

排查信访举报及其他问题线索

８００ 余条ꎬ 查处涉及农村基层

党员案件 ４７ 件ꎬ 其中涉及村

支两委干部案件 ３１ 起、 ３１ 人ꎬ
刑事拘留 １ 人、 开除党籍 ２
人ꎮ 一审判决涉黑、 涉恶案件

各 １ 起ꎬ 判决 ４ 人ꎬ 财产刑金

额 ９ ５ 万元ꎻ 二审判决涉恶案

件 ２ 起ꎬ 判决 ８ 人 (其中重刑

４ 人)ꎬ 财产刑金额 ２４ 万元ꎮ ３
月 ２２ 日ꎬ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蓝山县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王某涉恶犯罪集团ꎬ 省高级人

民法院将蓝山县侦办的王某恶

势力团伙案作为扫黑除恶的典

型案例进行通报ꎮ ５ 月 ２２ 日ꎬ
市中院再次在县法院对黄某涉

黑组织案进行公开宣判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端掉陆某、 黄某

英、 黄某彬、 成某、 夏某其等

恶势力团伙 ５ 个ꎬ 破获案件 １４
起ꎬ 抓获并刑事拘留团伙成员

２６ 人ꎬ 批捕 １８ 人ꎬ 扣押财产

８ ５８ 万元ꎻ 起诉涉恶案件 ２ 起

８ 人ꎮ 落实挂牌督办案件ꎬ 陆

某恶势力团伙案有团伙成员 １４
人ꎬ 已刑拘 ９ 人、 批捕 ６ 人ꎬ
涉及聚众斗殴、 寻衅滋事、 非

法拘禁、 交通肇事、 容留他人

吸毒、 开设赌场等多起刑事案

件ꎬ 该案在全县影响恶劣ꎬ 县

扫黑办已将该团伙申请由上级

扫黑办进行挂牌督办ꎮ ７ 月 １７
日ꎬ 市扫黑除恶专刊第七期把

蓝山县陆某为首的恶势力团伙

案作典型案例进行通报ꎬ 此案

于 １０ 月 ２３ 日开庭审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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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打击整治】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政法综治维稳部门立刑

事案件 ８０６ 起ꎬ 破刑事案件

４４９ 起ꎬ 刑事拘留 ７２７ 人ꎮ 受

理行政案件 ９９８ 起ꎬ 行政处罚

８１８ 人ꎬ 缴获毒品 ５１５０ ９８ 克ꎮ
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审查逮捕案

件 ３４７ 件ꎬ 经审查批捕 ２０２ 件、
３０１ 人ꎬ 纠正漏捕 １１ 人ꎬ 公诉

部门受理各类移送起诉案件

５２５ 件ꎬ 经审查向法院提起公

诉 ４２４ 件、 ５６１ 人ꎮ 县人民法

院受理各类案件 ３４７５ 件ꎬ 审

执 结 案 件 ３００４ 件ꎬ 结 案

率 ８６ ４５％ꎮ

【经济发展环境整治】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政法综治维稳部门

持续开展整治 “三强” “三

非” “三堵” 等专项行动ꎬ 办

理三强三堵类刑事案件 １４ 起ꎬ
行政案件 ４４ 起ꎬ 刑事拘留 ４３
人ꎬ 行政拘留 １０２ 人ꎬ 严厉打

击强揽工程、 敲诈勒索、 阻工

滋事等违法犯罪ꎬ 护卫全县经

济发展ꎮ 对打击非访行为形成

高压态势ꎬ 教育训诫 ５７ 人ꎬ
行政处罚 ３３ 人ꎬ 刑事拘留 １４
人ꎬ １ 人被蓝山县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ꎮ

【健全调纠机制】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政法综治维稳部门按照

源头治理抓防范以及属地管辖

原则ꎬ 落实矛盾纠纷排查报送

制ꎬ 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

作ꎬ 镇、 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实行 “ １—２—３” 机制 ( １ 天

内调查、 ２ 天内调解ꎬ ３ 天内

有回应)ꎬ 组织 ２００ 余名 “两

代表一委员” 参与矛盾调处ꎬ
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１４２４ 件ꎬ
成功调处 １３８１ 件ꎬ 调解成功

率 ９６ ９％ꎻ 调处医疗纠纷案件

３４ 件ꎻ 防止民间纠纷引起自杀

１６ 件ꎬ 防止民转刑案件 ２７ 件ꎬ
防止群体性上访 ５２ 起ꎬ 防止

群体性械斗事件 ２７ 件ꎮ

【信访法治化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政法综治维稳部门

实现领导干部接访常态化ꎮ 是

年ꎬ 领导坐班接待来访群众

４２６ 批、 １３５６ 人次ꎬ 协调化解

初信初访问题 １２６ 件ꎮ 突出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ꎬ 全县排查出

各类矛盾纠纷 ４３２ 起ꎬ 化解 ６８
起ꎮ 强化领导包案化解ꎬ 排查

出信访积案和 “四大攻坚” 案

件 ４２ 件ꎬ 办结 ２６ 件ꎬ 化解 ６
件ꎻ 按期办结中央和省委巡视

组交办的信访件 ３２ 件ꎬ 其中

息访 ３ 件ꎻ 办结市委巡察组信

访交办件 ２５１ 件ꎬ 息访 ２５ 件ꎮ

【 “雪亮工程” 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建设村级视频监控

系统 ６２７ 个ꎬ 县小巷视频监控

系统 ６４ 个ꎬ 城市道路取证球

机监控系统 １６ 个ꎬ 超低照度

红外监控系统 ９ 个ꎬ 高清全景

网络监控系统 ４ 个ꎬ 智慧抓拍

单元系统 ６０ 个ꎬ 高清治安卡

口系统 １０ 个ꎬ 旧视频监控改

造系统 １９ 个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

末ꎬ 启动以人像识别为代表的

新一轮 “雪亮工程” 建设ꎬ 实

现农村所有行政村、 城市重点

部位和中小学校全覆盖ꎮ

【街面管控格局构建】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政法综治维稳部门

加强农村辅警建设ꎬ 在全市率

先为所有行政村配设辅警工作

站ꎮ 县财政安排年预算 １１００
万元ꎬ 保障工作经费及报酬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全县配备

农村辅警工作站长 ２０９ 名、 义

警 ７８５ 名ꎮ 全县农村辅警义警

协助调解矛盾纠纷 １７６０ 余起ꎬ
提供违法犯罪线索 １６０ 条ꎬ 协

助查破案件 ２９ 起ꎬ 配合派出

所抓获嫌疑人 １８ 名ꎬ 为群众

办实事 ２０００ 多件ꎮ 蓝山县的

农村辅警机制受到省、 市肯

定ꎬ 相关工作经验在全市推

介ꎮ 开展城区快警建设ꎬ 落实

“１０２９” 中共永州市委常委

会议精神ꎬ 结合县城重点部

位、 场所和治安警情分布等情

况ꎬ 投入 ６００ 万元在县委、 县

政府路段和市政广场建设城区

快警平台 ２ 个ꎬ 每个平台配备

指挥车 １ 台、 巡逻处警车 ２ 台、
“铁骑” 巡逻摩托车 ４ 台、 警

力 ３０ 名ꎮ 按照三班一运转模

式ꎬ ２４ 小时全天候驻守街面ꎬ
履行接警处警、 动态巡逻、 交

通管理、 纠纷化解、 服务咨询

等职能ꎮ 发挥治安防范、 矛盾

化解、 信访维稳、 便民服务等

作用ꎮ 开展干部巡逻ꎬ 连续 ８
年开展干部职工夜间徒步巡

逻ꎬ 中共蓝山县委书记、 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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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县长带队督查ꎬ 每晚 ６
支队伍、 每支队伍 ７ 人ꎬ 全年

１ 万余人次参与ꎬ 涌现段学月、
胡忠全等 ２ 名全县见义勇为先

进个人ꎮ

【社会治理水平提升】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政法综治维稳部门

依法严管重点领域ꎬ 推进实名

制ꎬ 完善落实寄递领域三个

１００％制度ꎬ 投入 ２０ 余万元设

立寄递物流安检中心ꎬ 安排 ２
名专职辅警对快递公司集中安

检ꎬ 安检情况实行一天一登

记ꎬ 一天一通报ꎬ 确保不安检

不出县ꎮ 依法严管网络空间ꎬ
开展 “净网” 专项行动ꎬ 加强

网络技术手段和管理力量建

设ꎬ 加大网站管控、 虚拟身份

管理和重要信息系统安全保

护ꎬ 对制造传播谣言、 散布恐

慌及煽动性信息的ꎬ 坚决落地

查人、 依法处置ꎮ 网络舆情

“三同步” 工作机制完善ꎬ 管

控处置 “７１” 涉军重大网络

舆情工作受到国家公安部肯

定ꎮ 依法严管特殊人群ꎬ 集中

开展稳定风险排查整改专项行

动ꎬ 排查出 “八类” 重点人员

９０７ 人ꎬ 对排查出来的人员按

照危险程度综合评估ꎬ 分为

“一般” “重点” “危险” 三个

等级分类登记ꎬ 一人一档ꎬ 建

立台账ꎬ 落实管控责任人ꎮ 中

共蓝山县委召开精神卫生大

会ꎬ 县综治委与各乡镇签订

«防控责任状»ꎮ 县政府对认真

履行监管责任的、 并在年度内

被监护人未发生肇事肇祸行为

的监护人ꎬ 奖励每月每人 ２００
元ꎬ 经费列入年县财政预算ꎬ
全年发放奖励资金 ４７ ５７ 万

元ꎻ 全县购买精神障碍患者肇

事肇祸责任险ꎮ

【“一体化平台” 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投入 ３０００ 余万元ꎬ
对标 “全国一流、 全省领先”ꎬ
建设 “综治中心＋网格化＋雪亮

工程” 一体化平台ꎬ 汇聚镇村

两级综治中心、 “雪亮工程”、
平安城市、 “两客一危” 及校

车 ＧＰＳ 管控平台等功能职责ꎬ
配备无人机、 单兵作战系统ꎬ
集成智能监控、 应急指挥、 视

频调度、 “１２３４５” 公共服务平

台、 网格化管理事件联动处置

等功能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完成内外装修正在调试ꎬ 形成

资源整合、 信息化支撑、 联网

应用、 工作联动的 “蓝山经

验”ꎬ 打造县级枢纽综治中心

的 “蓝山样板”ꎮ

【联动处置】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城区网格员全部配备到位并

实行社区岗位编制管理ꎬ 印发

«蓝山县网格化管理事件联动

处置办法»ꎮ ４ 月份以来ꎬ 登记

事件 ３９７２ 件、 办结 ３６１９ 件ꎬ
办结率 ９１ １％ꎮ ８ 月ꎬ 开发网

格管理 “帮你办” ＡＰＰꎬ 公共

服务事项实行居民 “网上点

单”、 网格员 “零秒抢单”ꎬ 相

关举措受到群众欢迎ꎬ 新华社

对该项工作进行专题采访ꎬ 向

全国推广ꎮ

【基层治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政法综治维稳部门着眼 “全
民参与、 全民表决、 全民告

知、 全民遵守”ꎬ 在全县所有

行政村推进 “立村规、 正家

风、 治陋习” 活动ꎬ 促进法

治、 德治、 自治相结合ꎮ 构建

心理服务体系ꎬ 成立以 ３８ 名

注册心理咨询师为骨干的心理

健康服务队伍ꎬ 到企业、 乡镇

和社区开展心理普查 ３ 次ꎬ 发

放宣传资料 １ 万余份ꎬ 针对心

理缺陷高危人员等举办各类专

题讲座 ５ 场ꎬ 挽救有在校自杀

倾向人员 １ 名ꎮ 依托官方微信

公众号等互联网手段ꎬ 开展平

安创建知识竞赛、 网络评选

活动ꎮ

【政法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政法综治维稳部门坚持

党的绝对领导ꎬ 把思想政治建

设摆在第一位ꎮ 中共蓝山县委

政法委在政法系统各单位建立

落实谈心谈话制度、 定期报告

制度、 重大案事件报告制度和

政法委议事规则等制度ꎮ 政法

各单位困难问题ꎬ 由政法委统

筹提交县委常委会议研究ꎬ 全

年提请解决重大事项 １６ 个ꎬ
为政法系统新增事业编制等各

类人员 ３３０ 名ꎬ 解决保障和建

设经费 ２５１０ 万元ꎮ 增强班子

建设ꎬ 县委明确县委政法委对

政法干部的协管流程、 范围权

限ꎬ 全年提拔、 调整政法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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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名ꎮ 改善工作作风ꎬ 重点对

上级交办的上级和县委交办的

案件、 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建

议提案中的案件、 涉法涉诉重

点案件等案件进行评查ꎬ 组建

２０ 人的案件评查专家库ꎬ 对评

查发现重大瑕疵的奖励 １０００
元ꎬ 启动追责程序的奖励 ４０００
元ꎻ 通过评查纠正瑕疵案件 １８
起ꎬ 下发督查通报 ３ 期、 通报

批评政法干警 １４ 名ꎮ 持续开

展坚决纠正涉法涉诉中损害群

众利益行为ꎬ 查处一批执法司

法问题ꎮ 加大帮扶救助的力

度ꎬ 县财政发放司法救助经费

１２ ８５ 万元ꎬ 实际救助案件 ６
起、 ６ 人ꎬ 发放省级国家司法

救助资金 ３２ 万元ꎬ 救助 １７ 件、
１７ 人ꎮ 完善辅警管理ꎬ 出台

«警务辅助人员管理若干规定

(试行) »ꎬ 辅警招录、 管理须

报县委政法委审批、 备案ꎬ 对

辅警管理混乱的政法单位进行

约谈、 限期整改ꎮ

公 安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

安局坚持围绕 “共建平安蓝

山ꎬ 共享蓝山平安” 主题ꎬ 贯

彻政治建警、 从严治警方针ꎬ
围绕省厅、 市局党委 “三个一

流” “两加强两提升” 警务战

略部署ꎬ 按照对党忠诚、 服务

人民、 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四

个标准ꎬ 做好各项公安工作ꎬ
实现刑事发案、 社会治安明显

好转ꎬ 确保全县政治、 治安、

社会稳定ꎮ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安局深入排查化

解矛盾纠纷ꎬ 严打违法犯罪活

动ꎬ 妥善处置由人民内部矛盾

引发的群体性的事件和突发事

件ꎬ 依法处理群众信访问题ꎬ
消除一大批不和谐、 不稳定因

素ꎮ 进一步加大对非法活动的

打击和防范力度ꎬ 开展基层基

础建设ꎬ 组织开展专案侦查和

专项打击行动ꎮ 开展矛盾纠纷

排查ꎬ 妥善处置群体性的事

件ꎬ 坚持将不稳定因素排查贯

穿公安工作全过程ꎬ 按照 “小
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 难事

不出县、 矛盾不上交” 原则ꎬ
将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ꎮ
全年搜集、 上报维稳、 涉外、
宗教等情报信息 ４００ 余条ꎬ 核

查反馈上级交办的维稳线索 ８１
条ꎮ 对全县涉军群体和其他信

访重点对象ꎬ 多次提前掌握预

警性、 行动性内幕信息ꎬ 为中

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决策

提供参考ꎮ 依法处理信访问

题ꎬ 推进公安信访工作规范化

建设ꎬ 完善局长接待日制度ꎬ
坚持 “一把手” 接访、 领导包

案、 全警联动的工作机制ꎬ 落

实初信初访制度、 强化信访事

项消融工作ꎬ 从源头上预防和

减少信访问题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年末ꎬ 全县教育训诫 ５７ 人、
行政处罚 ３３ 人、 刑事拘留 １４
人ꎬ １ 人被蓝山县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ꎮ 实现各敏感节点

群体类 “零上访、 零挂号” 目

标ꎮ 采取全面性排查、 主动性

化解、 针对性稳控、 快速性处

置等举措ꎬ 做好重大活动安保

工作ꎮ 围绕全国 “两会”、 省

市党代会、 北京 “中非合作”
高峰论坛、 东博 “环桂安保

圈” 社会面管控等重大活动ꎬ
以及 “元旦” “春节” “清明”
等敏感节点ꎬ 完成重大活动的

安全保卫任务ꎬ 确保全县社会

大局的稳定ꎮ

【严打整治斗争】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安局组织开展扫黑除

恶、 集打斗争、 社会治安环境

整治战役、 追逃、 “枪爆整治”
等专项行动ꎬ 推进严打整治工

作ꎬ 掌握社会治安主动权ꎮ 坚

持命案必破ꎬ 贯彻落实全国侦

破命案会议精神ꎬ 集中优势警

力攻坚命案ꎬ 做到快侦快破ꎬ
全年破获现行命案 ５ 起ꎬ 连续

１２ 年实现命案全破ꎮ 严惩黑恶

犯罪ꎬ 坚持 “黑恶必除、 除恶

务尽” “露头就打ꎬ 打早打小”
原则ꎬ 严打黑恶势力犯罪ꎬ 彻

底铲除街匪、 村霸及行业恶势

力ꎮ 全年打掉恶势力团伙 ７
个ꎬ 破获案件 １８ 起ꎬ 刑拘 ３０
人ꎬ 侦办的王某龙黑势力团伙

案被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典型

案例向社会通报ꎮ 严打侵财刑

事犯罪ꎬ 把握全县刑事发案的

规律和特点ꎬ 以 “破现案、 攻

积案、 打团伙” 为重点ꎬ 开展

针对性强、 见效快的区域性、
阶段性专项行动ꎮ 全年立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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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８０６ 起ꎬ 破刑事案件 ４４９
起ꎬ 刑事拘留 ７２７ 人ꎬ 追缴财

物损失 ２００ 余万元ꎮ 坚持逃犯

必追ꎬ 把经常性的追逃工作与

侦查破案、 治安防范、 基础业

务建设结合起来ꎬ 强化立足本

地抓全国逃犯的意识ꎮ 全年抓

获各类网上逃犯 ６２ 名ꎮ 打击

“三强三堵”ꎬ 全年办理 “三强

三堵” 类刑事案件 １４ 起ꎬ 行

政案件 ４４ 起ꎬ 刑事拘留 ４３ 人ꎬ
行政拘留 １０２ 人ꎮ 打击非法集

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ꎬ 运用现

有机制手段ꎬ 对全县当前突出

的、 典型的金融违法犯罪情况

进行摸底排查ꎬ 加大情报导侦

力度ꎬ 挖掘案源ꎮ 加强线索经

营ꎬ 提升打击效能ꎮ 通过及时

抓捕涉案人员ꎬ 及时固定相关

证据ꎬ 破获永星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ꎬ
查处涉案人员 ７ 人ꎮ

【警务体制机制改革】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安局落实省公安

厅、 市公安局 “派出所建设行

动计划”ꎬ 投入 ８００ 万元完成

公安派出所提质改造工程ꎬ 推

进公安业务用房、 “三所合

一”、 所城派出所建设ꎮ 推进

“雪亮工程” 建设ꎬ 全县新增

高清探头 ２５０ 个ꎬ 建设人脸识

别系统点位 １００ 路ꎮ 对接乡村

振兴战略ꎬ 结合实际全面实施

“１１３” 工程ꎮ 按照 “本村人管

本村人” 的思路ꎬ 在乡镇党委

政府的领导和考察推荐下ꎬ 派

出所对农村辅警队伍建设实行

统一领导、 统一招募、 统一培

训、 统一经费、 统一服装、 统

一考核 “六统一” 管理ꎬ 全年

在 ２０９ 个行政村配设 “农村辅

警” １７３ 名、 义警 ７８５ 名ꎮ 落

实 “１０２９” 中共永州市委常

委会议精神ꎬ 结合县城重点部

位、 场所和治安警情分布等情

况ꎬ 投入 ６００ 万元在县政府路

段和市政广场建设城区快警平

台 ２ 个ꎮ 平台配备 ６０ 名警力ꎬ
其中民警 １２ 名、 辅警 ４８ 名ꎮ
每个平台配备移动指挥车一

台、 巡逻处警车 ２ 台、 巡逻摩

托车 ４ 台、 警力 ３０ 名ꎮ １１ 月 ８
日ꎬ 平台正式运行ꎮ 整个平台

按照三班倒运转模式ꎬ 全天候

２４ 小时驻守街面ꎬ 履行接警处

警、 动态巡逻、 交通管理、 纠

纷化解、 服务咨询等职能ꎬ 在

治安防范、 矛盾化解、 信访维

稳、 便 民 服 务 等 方 面 发 挥

作用ꎮ

【队伍正规化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安局按照 “十六

字” 总要求ꎬ 推进 “五标准五

工程” 建设ꎬ 打造对党忠诚、
执法为民、 勇于担当、 能征善

战的公安队伍ꎮ 将党建工作摆

上重要议事日程ꎬ 加强党委和

机关党支部思想、 组织、 作

风、 制度建设ꎮ 党建工作责任

明确ꎬ “一岗双责” 制度落到

实处ꎬ 队伍建设不断增强ꎮ 推

行民警家庭联络建制度ꎬ 局领

导、 中层领导定期走访民警职

工家属ꎬ 邀请民警家属观看警

示教育片ꎻ 推动从严治警常态

化ꎬ 全力防控队伍管理风险ꎬ
坚持 “铁规管人、 铁面无私、
铁石心肠”ꎬ 深入查纠队伍突

出问题ꎮ 开展谈话提醒、 警示

教育活动ꎬ 建立队伍风险隐患

会商研判制度ꎬ 一对一的开展

帮扶教育ꎮ 上半年ꎬ 对违反队

伍日常管理制度的 ６３ 人次给

予通报批评ꎬ 提醒谈话 ３ 人ꎬ
告诫约谈 １ 人ꎬ 确定帮扶教育

对象 ７ 人ꎬ 禁闭 １ 人ꎬ 停止执

行职务 １ 人ꎮ 通过从严查处民

警违法违纪案件ꎬ 使民警受到

警示和教育ꎮ 在 ２０１８ 年上半

年的全省民调中ꎬ 该局队伍建

设排全省第 ２４ 名ꎬ 比 ２０１７ 年

上升 １８ 个名次ꎬ 公安机关工

作公众评价得分比 ２０１７ 年提

高 ０ ８５ 分ꎮ

消 防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消

防大队全体官兵围绕队伍建

设、 政治思想建设、 社会面防

火监督管理、 后勤保障等目标

任务开展各项工作ꎬ 开创蓝山

消防工作新局面ꎬ 为全县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消防

安全环境ꎮ

【消防目标责任落实】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建立完善规章各类

消防安全制度ꎮ 中共蓝山县

委、 县人民政府先后组织召开

各类消防专题会议ꎬ 县委书记

秦志军、 县长魏和胜、 县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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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书记杨康、 副县长秦波等多

次专题听取消防工作汇报ꎬ 多

次带队检查全县消防工作ꎻ 县

政府定期召开消防工作会议ꎬ
成立县消防安全委员会ꎬ 落实

目标责任ꎮ 坚持以考核促工作

落实ꎬ 将消防责任目标列入政

府责任目标考核内容ꎬ 各乡镇

按照县政府的总体要求ꎬ 逐级

签订 «消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

状»ꎬ 做到消防工作与经济社

会发展同安排、 同部署、 同检

查、 同考核ꎬ 确保消防目标责

任的落实到位ꎮ 县政府每季度

进行一次考核检查ꎬ 并将考核

结果纳入政府综合目标考核体

系ꎬ 作为考核领导干部工作业

绩的重要内容ꎬ 落实各项奖惩

措施ꎬ 调动各级各部门的工作

主动性和积极性ꎮ 落实消防规

划编制与实施ꎬ 完成全县 ７ 个

乡镇的消防专业规划编制工

作ꎬ 结合城市发展变化、 区划

调整合并等完成全县总体规划

的调整修订ꎬ 调整修订已编制

的消防规划ꎬ 督促各建制镇加

快消防规划的组织实施ꎮ

【队伍实战能力提高】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消防大队接处警 ８４
次ꎬ 出动警力 ９４１ 人次ꎬ 出动

车辆 １３８ 台次ꎬ 抢救人员 １７
人ꎬ 疏散被困群众 １１０ 余人ꎬ
抢救财产价值 ３００ 余万元ꎮ 修

订 ４７ 份预案ꎬ 开展 “六熟悉”
训练 ６５ 余次ꎬ 大、 中队开展

实战演练 ７０ 次ꎬ 夜间演练 １８
次ꎮ 在 “４１６” 二广高速锂

电池火灾事故中救援中ꎬ 采用

分割控火法处置险情ꎬ 抢救财

产价值近 ５００ 万元ꎮ ７ 月ꎬ 县

消防大队获永州市消防支队

“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ꎮ

【消防工作社会化进程】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消防大队强化

安全隐患排查整改ꎬ 提请中共

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及县公

安局主要领导开展人员密集场

所、 易燃易爆场所消防安全检

查ꎻ 联合公安、 安监、 教育、
民政、 卫生、 住建、 文物、 工

商等多部门开展密集型企业消

防安全专项整治、 春夏消防安

全检查、 易燃易爆危化场所消

防检查等专项行动ꎻ 组织召开

全县重点单位责任人春夏消防

安全管理会议和易燃易爆场所

负责人约谈会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年末ꎬ 大队检查单位 ３４８２ 家ꎬ
发现火灾隐患 ６１６４ 处ꎬ 整改

隐患 ６１６４ 处ꎬ 下发责令改正

通知书 ３３５７ 份ꎬ 下发行政处

罚决定书 ３２ 份ꎬ 罚款 ５ ３ 万

元ꎬ 下发临时查封决定书 ３５
份ꎬ 责令 “三停” 单位 １９ 家ꎮ
增强 “全民消防” 意识ꎬ 开展

“１１９” 消防宣传月、 安全生

产月、 全县法制宣传月等 ３ 项

专项宣传活动ꎻ 发放各类消防

教育读本 ４ 万多册ꎬ 发放其他

消防宣传品 ２ 万件ꎬ 到街道、
社区、 农村宣传 ２０ 余次ꎬ 开

展消防咨询活动 ３５ 余次ꎬ 发

放宣传资料 １０ 万余份ꎬ 消防

站共 开 放 １６ 次ꎬ 接 待 群 众

４０００ 余人次ꎬ 借助 “ 微 媒 ”
体平台ꎬ 推送消防安全知识

２０００ 余条ꎬ 解答群众提出的消

防问题 ４５ 个ꎮ

【农村火灾防控】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ꎬ 永州市农村辅警城

区快警建设现场推进会在蓝山

县召开ꎬ 铺开农村辅警、 义警

治安防控新格局ꎮ 县消防大队

借助此次机会将农村基层消防

工作纳入农村辅警、 义警工作

职责ꎮ 对农村辅警、 义警全面

进行消防培训ꎬ 建立健全农村

火灾防控制度ꎬ 建立毛俊镇微

型消防站等 ４ 个微型消防站ꎮ

交通安全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创新交管工作新

思维ꎬ 以 “全市公安交警系统

集打斗争 ‘冬春攻势’ 专项整

治行动” “全市农村道路交通

秩序百日整治行动” “三城同

创” “创建省级安全生产示范

县” 活动等专项工作为抓手ꎬ
强化交通安全宣传、 路面秩序

管控、 源头监管、 队伍管理等

工作ꎬ 优化城乡道路通行环

境ꎬ 辖区道路交通治安形势稳

定ꎮ 是年ꎬ 查纠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 ４６３７５ 起ꎬ 其中查处毒驾

５ 起、 酒驾 １８６ 起、 醉驾 １６９
起ꎬ 非客运车辆违法载人 １１０
起、 客运车辆超员 ６９ 起ꎬ 涉

牌涉证 １３５７ 起ꎬ 占道类违法

４８９９ 起ꎬ 现场查纠 １６３０５ 起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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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现场查纠 ３００７０ 起ꎮ 行政拘

留 ３８ 人、 刑事拘留 １７９ 起ꎮ 新

增机动车辆注册 ４３８１ 辆、 驾

驶人 １８９３ 人ꎮ 开展校车、 客

货运、 渣土车、 混凝土运输

车、 危险品运输车等重点车辆

源头监管ꎬ 排查整改各类交通

安全隐患 ８７ 处ꎮ 全县发生道

路交通事故 ２００９ 起、 死亡 ４４
人、 受伤 ６９９ 人、 财产损失

３９６ ５ 万元ꎬ 未发生一次死亡

３ 人以上重特大事故ꎬ 未发生

因交 通 事 故 引 发 的 群 体 性

事件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道

路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有待加

强ꎬ 全年排查事故隐患点段 １２
处ꎬ 整改工作未落实ꎻ 道路交

通安全社会管理未真正落到实

处ꎬ 未落实县乡村三级梯级管

理ꎬ 未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列

入政府绩效目标考核ꎬ 道路交

通事故居高不下ꎮ

【交警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贯彻上

级公安机关部署和要求ꎬ 制定

大队政治建警工作责任分解ꎬ
逐项确立责任人ꎬ 建立政治建

警责任体系ꎬ 明确领导干部与

民警的工作职责与工作要求ꎬ
规范建立政治建警工作台账ꎮ
建立考核激励机制ꎬ 把政治建

警工作的成效纳入机关绩效考

核内容ꎬ 与干部考核管理挂

钩ꎬ 作为评价领导班子、 领导

干部的重要指标ꎮ 开展政治建

警系列活动ꎬ 通过召开政治建

警工作动员大会、 家属动员

会、 观看警示教育片、 宣讲党

课、 自查自纠、 撰写心得体会

等形式ꎬ 调动大队工作人员的

自觉参与意识ꎬ 营造政治建警

氛围ꎮ

【春运交管】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在上级公安

机关统一部署下ꎬ 围绕 “情满

旅途、 交警同行” 的爱民主

题ꎬ 抓实抓细春运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工作ꎮ 制定并实施 «蓝
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春运期间

恶劣天气下道路交通管理应急

预案»ꎬ 加强恶劣天气条件下

的道路交通管理ꎬ 坚决遏制重

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ꎮ １
月 ２６ 日晚上开始ꎬ 蓝山县辖

区迎来雨雪冰冻天气ꎬ 大队及

时向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

府汇报ꎬ 争取支持ꎬ 协调公

路、 交通、 消防、 医疗等有关

单位协勤联动ꎬ 全体民警、 交

通协管员放弃休息ꎬ 坚守岗

位ꎬ 保障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通

行秩序ꎮ 春运期间ꎬ 大队出动

警力 ６５８９ 人次ꎬ 出动警车 ７００
余辆次ꎬ 启动春运检查服务站

１ 个ꎬ 设置临时执勤点 ３ 个ꎬ
检查长途客车 ２０００ 多辆ꎻ 结

合全市公安交警系统集打斗争

“冬春攻势” 专项整治行动ꎬ
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３０００ 多起ꎬ
其中超速行驶 ８７ 起、 超员 ７
起、 饮酒驾驶 ６８ 起、 醉酒驾

驶 ２３ 起、 涉牌涉证 １２４ 起ꎻ 破

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２ 起ꎬ 刑

事拘留 ２５ 人、 行政拘留 ９ 人ꎻ
开展主题宣传 ３ 次ꎬ 发放宣传

资料 ５０００ 多份ꎬ 利用 ＬＥＤ 屏

幕滚动播放春运宣传标语 ６０
余条ꎬ 张贴宣传画 ３０ 多幅ꎬ
发布宣传提示短信及路况信息

４００ 余条ꎻ 启动恶劣天气应急

预案 １ 次ꎮ 全县未发生重特大

道路交通事故和涉车涉路违法

案件ꎬ 道路交通治安形势整体

稳定ꎬ 获 ２０１８ 年全省公安机

关春运交通安保工作成绩突出

集体ꎮ

【 “三城同创” 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按

照县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 年 “三城

同创” 工作的总体部署ꎬ 根据

县创建办的工作安排ꎬ 调整勤

务ꎬ 安排城区警力ꎬ 确保城区

交通秩序整治常态化ꎮ 通过网

上征求意见ꎬ 报请县政府批

准ꎬ 规范非机动车停放ꎬ 优化

城区主要路口交通信号灯配

时ꎬ 完善禁停设施和标志牌ꎬ
新增指路、 禁停、 禁鸣标志

牌ꎬ 施划临时停车泊位ꎮ 其

中ꎬ 会同县教育局完善城区学

校周边道路基础设施ꎬ 强化护

学岗建设ꎬ 维护学生上下学期

间校园周边交通秩序ꎬ 保障学

生安全ꎬ 其中县第一完全小学

护学岗被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评

为 “湖南省文明交通优秀护学

岗”ꎻ 落实学校学生交通安全

教育主体责任ꎬ 共同开展学生

不闯红灯、 不非法驾驶机动

车、 不走反道等交通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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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ꎬ 推行学生遵守交通法规

“登记” 制度ꎮ 落实 “三定一

包”ꎬ 组织机关民警参与路面

高峰执勤ꎬ 加大对于行人非机

动车闯红灯、 机动车违反禁令

标志、 乱停乱放等不文明交通

行为的整治力度ꎬ 加强渣土

车、 混凝土运输车管理ꎬ 严惩

机动车 “酒毒驾” “涉牌涉

证”、 闯红灯等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ꎻ 借助交通、 公路、 城管

等部门力量ꎬ 集中开展 “两超

一违停” 专项整治行动ꎬ 推进

城市道路交通综合整治工作向

纵深发展ꎮ 是年ꎬ 累计查纠城

区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１ ９６ 万

余起ꎬ 其中醉驾 ２７７ 起、 酒驾

３００ 起、 毒驾 ７ 起ꎬ 抓拍机动

车违法停车 １ ２ 万余起ꎬ 强制

拖移 ２２６ 辆次ꎮ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维护】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开展 “创建省级安全生产示

范县攻坚战”、 农村道路交通

秩序集中整治工作 “百日大会

战” “农村交通安全集中攻坚

行动” 等专项行动ꎬ 强化农村

道路交通秩序整治和风险源管

控ꎮ 联合安监、 交通、 农机等

职能部门在农村群众出行集中

的省道、 县乡道ꎬ 针对摩托

车、 短途客车、 校车、 面包车

以及低速载货汽车、 三轮车、
拖拉机等开展未戴头盔、 超员

载客、 违法载人、 人货混装、
无牌无证、 酒后驾驶、 醉酒驾

驶等重点违法行为地查处整

治ꎮ 整治行动累计查处人货混

装 １３ 起、 涉牌涉证 ４３２ 起ꎬ 未

戴头盔 ４１９ 起ꎬ 违法载人 ２７
起ꎬ 行政拘留 ５ 人ꎬ 刑事拘留

３０ 余人人ꎮ 强化校车、 客货企

业和危爆运输企业的管控力

度ꎬ 每个月由大队领导牵头ꎬ
组织相关队室人员开展企业安

全大检查ꎬ 建立领导干部带队

检查台次ꎬ 将安全隐患消灭在

萌芽之中ꎮ 结合农村道路交通

秩序整治工作对全县农村道路

交通安全隐患点段进行排查ꎬ
排查 ６４ 处隐患点段呈报县安

委会督促相关部门进行整改ꎬ
并督促各乡镇党委政府加强农

村交通 “两站两员” 工作的开

展ꎬ 对农用车、 三轮车、 低速

货车等非客运车辆载人及其他

违法行为出村上路进行劝止ꎮ

【科技交通、 智能交通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投资 ６０ 余万元ꎬ 升级改造

道路治超管控监控中心ꎬ 成立

超限超载治理中队ꎬ 与县公路

局路政大队集中办公ꎮ 升级完

善城区 “智能交通” 管理体

系ꎬ 整合县公安局治安监控及

大队自建卡口抓拍设备ꎬ 提高

交通违法行为抓拍及治安卡口

管理效能ꎬ 打造科技交通、 智

能交通ꎮ 在 ２０１７ 年首次在县

城主要街道设置十处电子抓拍

系统并投入使用的基础上ꎬ 利

用 “雪亮工程” 建设契机ꎬ 新

增的 １６ 个交通违法电子抓拍

点投入建设ꎬ 对农行路口、 总

市介头、 新圩出县的卡口进行

升级改造ꎬ 优化现有红绿灯路

口车辆通行效率ꎬ 提升智能化

管理水平ꎮ 道路交通违法处罚

中心实现智能化高效管理模

式ꎮ １０ 月ꎬ 大队道路交通违法

处罚中心按照县政务中心的统

一安排ꎬ 迁入政务中心大楼集

中办公ꎬ 实现智能化规范化的

高效能集中处理模式ꎮ

森 林 公 安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森

林公安局坚持围绕县委、 县政

府和森林公安中心工作ꎬ 加强

民警的政治思想教育ꎬ 推进执

法规范化和队伍正规化建设ꎬ
打击森林违法犯罪行为ꎬ 各项

工作取得一定成效ꎮ 全年办理

各类案件 ４７ 起ꎬ 其中林业行

政案件 ２６ 起ꎬ 办理 ６ 起ꎻ 行政

案件 ６ 起ꎬ 办结 ６ 起ꎻ 森林刑

事案件 １５ 起ꎬ 办结 ７ 起ꎬ 刑事

拘留 ９ 人ꎻ 向蓝山县人民检察

院提请批准逮捕 ８ 起ꎬ 批捕 ３
人ꎬ 起诉 ５ 起ꎻ 取保候审 ４ 起、
６ 人ꎬ 监视居住 ４ 人ꎮ 县森林

公安局被市森林公安局提名记

“集体三等功”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警力严

重不足ꎬ 民警年龄结构老化ꎬ
政治编制占用情况严重ꎬ 办案

部门办案民警少ꎬ 辖区范围

广、 跨度大ꎬ 火灾案件高发期

无法及时查处案件ꎻ 森林公安

局机关面临整体搬迁ꎬ 办案现

场受限ꎬ 无执法办案区ꎬ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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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对 县 森 林 公 安 工 作 的

考评ꎮ

【干部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森林公安局以创造基层

党建示范点为契机ꎬ 继续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制度常

态化ꎬ 组织民警学习贯彻中国

共产党的十九大精神ꎬ 并撰写

读后感、 心得体会ꎮ 学习 «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
«内务条令» «廉政准则» 以

及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 等法律法规规章ꎮ 提高民

警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党性党纪

意识ꎮ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ꎬ 组织召开 ２０１８ 年度党风

廉政建设部署会ꎬ 签订目标管

理责任书和承诺书ꎬ 定期召开

党风廉政工作会议ꎬ 加强各种

节日期间的作风督查ꎮ 按照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和 «中央湖南

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

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

出问题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的

通知»ꎬ 在全局开展 “吃空饷”
问题专项治理工作ꎮ 推进党风

廉政风险防控体质建设工作ꎬ
坚持 “标本兼治ꎬ 综合治理ꎬ
惩防并举ꎬ 注重预防” 方针ꎬ
坚持 “一岗双责”ꎬ 落实领导

班子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ꎮ 坚

持 “三会一课” 制度和周五

“学习日制度”ꎬ 开展党日活

动ꎬ 党支部党员大会每季度召

开 １ 次ꎬ 支部委员会每月 １

次ꎬ 党小组每月至少召开 １ 次

会议ꎬ 每季度至少上 １ 次党

课ꎬ 每周五的下午为党员学习

日ꎬ 组织支部党员到祁阳陶铸

纪念馆参观学习、 雷家岭义务

植树、 湘江源头扶贫及献爱

心、 民警进社区等党日活动ꎮ
“七一” 期间ꎬ 召开 “不忘初

心ꎬ 牢记党恩” 组织生活会ꎮ
重视教育培训工作ꎬ 注重素质

培养ꎮ 结合工作实际和队伍建

设的要求ꎬ 组织参加全省森林

公安机关法制及政工培训等培

训工作ꎬ ３ 人到常德市警察学

校参加培训ꎮ

【精准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森林公安局继续派驻 ２ 名干

部职工为扶贫工作队员到荆竹

瑶族乡湘江源村开展精准扶贫

工作ꎮ 按照 “万名干部下基

层ꎬ 进村入户攻脱贫” 决策部

署ꎬ 各股所室负责人分别下到

荆竹瑶族乡江源村各自联系的

贫困户家中进行帮扶ꎬ 每人每

月至少下乡 １ 次进行帮扶ꎮ 荆

竹乡江源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４３ 户、 １８０ 人ꎬ 未 脱 贫 户 ５
户ꎬ 低保护 １ 户、 ２ 人ꎬ ２０１８
年脱贫 １ 户、 ２ 人ꎮ

【涉林犯罪打击】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森林公安局发挥职能作

用ꎬ 打击涉林违法犯罪活动ꎬ
维护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安

全ꎮ 执照省、 市森林公安要

求ꎬ 开展 “春雷 ２０１８” “飓风

２０１８” “绿剑 ２０１８” “火案专

项行动” “扫黑除恶” 等专项

行动ꎬ 成立以局长为组长ꎬ 政

委和副局长为副组长ꎬ 各股所

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专项行动领

导小组ꎮ 针对全县高发的未经

批准非法占用林地、 擅自改变

林地用途、 滥伐林木、 非法收

购林木和非法猎捕、 经营野生

动物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

行 为ꎬ 打 击 一 批 涉 林 违 法

犯罪ꎮ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督办回复】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森林公安局加

大督查督办及落实力度ꎬ 坚持

以人为本ꎬ 依法维护信访秩

序ꎬ 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重

心下移ꎬ 解决群众反映的热

点、 难点问题ꎬ 全局民警统一

思想ꎬ 树立 “大信访” 观众ꎬ
做好涉法涉诉信访工作ꎮ 局主

要领导每月定时参加由县政法

牵头的公、 检、 法统一集中接

访活动ꎮ 领导班子成员在按制

度坐班接待群众来访的同时ꎬ
不定期下访和约访ꎬ 督促重点

信访事项的办理ꎮ 对待群众来

访ꎬ 均给予明确答复ꎬ 并建立

相关台账ꎮ 对群众举报的案

件ꎬ 逐一给予回复ꎮ 全年回复

涉林信访案件 ８ 起ꎬ 问题均在

基层解决ꎬ 促进社会政治大局

稳定ꎮ 县森林公安局被市森林

公安局提名记 “集体三等功”ꎮ

【执法质量案件考评】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森林公安局开展全

年执法质量案件考评ꎬ 成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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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任组长的蓝山县森林公安

局 «执法办案考评小组»ꎬ 解

决案件受、 立案后不及时调查

取证ꎬ 调查后不及时处理ꎬ 案

件材料不及时上传ꎬ 案件超期

不延期等问题进行重点整改ꎮ
要求各办案部门对照不合格案

件ꎬ 整改出现的问题ꎻ 完善刑

事案件办理与公安内网警务平

台的同步录入ꎬ 两法衔接平

台ꎬ 林业行政案件统计分析报

表系统接受上级公安警务监

管ꎬ 做到一案一卷ꎮ 实施案件

法律审核ꎬ 确保案件质量ꎬ 严

把案件事实关、 证据关、 时限

关、 法律适用关和裁量关ꎬ 严

格各项法律审核ꎮ １１ 月ꎬ 在全

省执法质量考评中ꎬ 县森林公

安局执法考评工作得到省市领

导一致肯定ꎮ 加大对候鸟及野

生动物的保护力度ꎬ 召开湘粤

两省候鸟保护协作会ꎬ 联合相

关职能部门对候鸟集中分布的

重点地区和交界地带进行周密

巡查ꎬ 联合执法ꎬ 对非法猎

捕、 经营野生动物的行为加大

打击ꎬ 惩处力度ꎮ

【森林防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发生森林火灾 ３ 起ꎬ 与 ２０１７
年同期相比ꎬ 实现火灾次数、
过火面积、 受害森林面积 “三
个大幅下降”ꎮ 在清明期间实

现森林 “零” 火灾ꎬ 所有坟

地、 荒草、 小火均半小时内扑

灭ꎬ 是历史上 “森林火灾最

少ꎬ 防火成绩最好” 的年份

之一ꎮ

【森林保护宣传】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森林公安局抓住宣传工

作不放松ꎬ 利用广播、 电视、
微信、 新闻媒体开展宣传ꎮ 通

过街道设点ꎬ 开展各类宣传 ６
次ꎬ 发表各类文章信息 １４ 条ꎬ
发挥警车下乡宣传作用ꎬ 在林

区重点区域和林业案件多发的

乡镇开展法制宣传ꎬ 宣传林业

法规ꎬ 提高林区群众法制意

识ꎮ 县森林防火做到多种形式

宣传 “四个每天”: 防火宣传

车每天跑ꎬ 防火村村响每天

播、 防火短信每天发ꎬ 护林人

员每天巡ꎮ 全县发放宣传资料

１０ 万余份ꎬ 致学生家长一封信

１０ 万余封ꎬ 制作大型户外广告

宣传牌 ３０ 块、 小型宣传警示

牌 １０００ 余块、 横幅 ３００ 余条、
标语 ２ 万余条、 短 信 ２０ 万

余条ꎮ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森林公安局配合业

务部门加大对公共安全隐患、
矛盾纠纷、 社会治安等问题的

排查整治ꎬ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

九大期间和节假日对辖区进行

２４ 小时轮班巡查ꎬ 消除各类安

全隐患ꎮ 配合创建省级文明卫

生县城、 省级园林县城ꎬ 开展

三城同创ꎬ 成立三创工作领导

小组ꎬ 采取相关措施ꎬ 做好防

蝇防鼠工作以及传染病的防治

工作ꎬ 利用网络、 电子屏幕等

媒介进行健康知识ꎬ 控烟知识

和疾病预防知识宣传ꎬ 组织开

展卫生宣传ꎬ 促进文明习惯的

养成ꎻ 加强周边环境卫生整

理ꎬ 落实 “门前四包” 责任

制ꎬ 做 好 绿 化、 亮 化、 美 化

工作ꎮ

检 察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

民检察院坚持把握党和政府对

检察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ꎬ 接

受人大及社会各界监督ꎬ 强化

法律监督ꎬ 深化司法改革ꎬ 各

项检察工作展现新面貌ꎮ 民行

科办理督促环保部门对中央环

保督察组交办的蓝山县新圩镇

上清涵村非法选矿厂污染环境

的案件履行监管职责一案ꎬ 被

评为全省民事行政检察十大优

秀案件之一ꎬ 入选为全国检察

机关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三大典

型案例之一ꎮ 环检科办理的蓝

山县饮用水水源地污水排放公

益诉讼案被评为全省检察机关

生态资源环境检察优秀案件ꎮ
９ 月ꎬ 在全县年度经济工作综

合表彰大会上获得全县目标管

理综合考核优秀单位ꎬ 党风廉

政建设、 党建工作、 信访工

作、 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创建

工作、 民调工作、 政务环境工

作等多项工作获得先进单位

称号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业务素

能急需提升ꎬ 部分检察人员对

新修改的法律法规学习不够深

入ꎬ 专业化水平不高ꎻ 现有人

员增编机制与案件增长幅度不

匹配ꎻ 司法改革后行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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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办案人员待遇落差较大ꎬ
部分干警对自身前途感到焦

虑ꎻ 旧的硬件设施不能满足新

形势下检察智能信息化建设的

发展需要ꎬ 统一业务系统、 网

络配置等方面需要不断更新和

改善ꎮ

【刑事犯罪打击】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检察院依法严惩影

响社会大局稳定和人民群众安

全感的故意杀人、 强奸、 涉枪

涉爆、 盗抢骗、 制贩毒品等犯

罪ꎮ 是年ꎬ 侦监部门受理审查

逮捕案件 ３４７ 件ꎬ 经审查批捕

２０２ 件、 ３００ 人ꎬ 纠正漏捕 １１
人ꎬ 公诉部门受理各类移送起

诉案件 ５２５ 件ꎬ 经审查向法院

提起公诉 ４２４ 件、 ５６１ 人ꎬ 受

理 “两抢一盗” 案件 ５８ 件、
６９ 人ꎬ 依法从重从快起诉故意

杀人、 抢劫、 强奸等严重暴力

犯罪 ７ 件、 ８ 人、 毒品犯罪 ４６
件、 ８３ 人ꎮ

【社会矛盾风险化解防范】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检察院严

把涉检信访案件入口ꎬ 开展释

法 说 理 工 作ꎬ 挂 牌 运 行

“１２３０９ 检察服务中心”ꎬ 通过

整合电话受理、 网络受理、 信

函受理和接访受理渠道ꎬ 帮助

信访人通过正确的受理渠道反

映正当诉求ꎮ 全年受理来信来

访 １００ 余件ꎬ 检察长参加接待

１５ 次ꎬ 发放宣传资料 １ 万余

份ꎬ 妥善处理群众告急访案 １
件、 １ 人ꎬ 办理刑事不服不诉

案 １ 件ꎬ 回访 ２ 件、 ２ 人ꎮ

【未成年人关爱保护】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检察院对未成

年案件实行专人专办ꎬ 注重对

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ꎬ 批捕率

相比 ２０１７ 年下降 ６０％ꎮ 与县

司法局、 县教育局、 县民政

局、 团县委和县关工委等部门

制定联合文件ꎬ “检校” “检
企” “检行” 共同发力预防未

成年犯罪、 完善创新涉罪未成

年人帮教载体、 关爱受害和弱

势群体ꎬ 保障未成年人成长环

境ꎬ 形成多部门联动、 齐抓共

管的长效机制ꎮ 举办以 “关爱

祖国未来、 擦亮未检品牌” 为

主题的公众开放日活动ꎬ 以案

释法ꎬ 为在校学生讲解如何应

对校园欺凌、 如何加强自我保

护ꎬ 引导青少年正当学习、 正

确生活ꎮ

【案件执法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检察院依托统一业

务应用系统运行ꎬ 落实员额检

察官办案情况通报ꎬ 提升案件

管理工作质效ꎮ 通过统一业务

平台录入案件 １２４２ 件ꎬ 接待

律师阅卷 ８０ 余次ꎬ 制作电子

卷宗 ７０７ 件ꎮ 发起流程监控 ４０
次ꎬ 全年评查各类案件 ２６４ 件

次ꎮ 深化检务公开ꎬ 依法及时

公开执法司法依据、 程序、 流

程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公开

程序性信息 １１６２ 条、 法律文

书 ４０９ 份、 发布重要信息 ９
件次ꎮ

【法律监督和监所检察】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检察院加

强立案监督和诉讼监督ꎬ 监督

立案 ６ 件、 ６ 人ꎬ 监督撤案 １１
件、 １１ 人ꎬ 对重大案件介入侦

查、 引导取证 ５ 件ꎬ 改变公安

机关案件定性错误 ８ 件ꎬ 纠正

移送起诉遗漏罪行 １５ 人ꎬ 纠

正遗漏同案犯 １４ 人ꎬ 书面提

出纠正 １３ 件次ꎬ 检察建议 ７
份ꎮ 开展社区服刑人员脱管、
漏管专项检察活动ꎬ 强化社区

矫正工作ꎬ 对本地区现有的社

区服刑人员刑罚变更执行情况

进行核查ꎬ 逐人、 逐项记录台

账ꎬ 开展监管执法检查活动ꎬ
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 １６
件ꎬ 预防监管场所重大事故ꎮ

【检察工作安全保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检察院做好法

警安全保障工作ꎬ 向辅助性、
服务性、 监督性职能转变ꎬ 加

强组织管理、 素能培训和工作

机制创新ꎬ 法警大队依法履职

２５７ 件 /次ꎬ 维护信访秩序和院

内工作安全ꎬ 利用办案工作区

开展讯问、 询问工作ꎬ 协助民

行检察开展公益诉讼活动ꎬ 保

护公诉人出庭ꎬ 为检察机关整

体工作的顺利开展作出应有的

贡献ꎮ 做好综合服务保障工

作ꎬ 办公室工作抓制度、 抓管

理、 抓综合信息材料ꎬ 为业务

办案做好后勤保障ꎬ 加强机要

通道管理和档案归档ꎬ 并做好

全院干警保密教育、 检查、 培

训工作ꎻ 有针对性开展中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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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作ꎬ 开展扶贫帮扶、 “三
城同创”、 环境整治等工作ꎬ
工作实绩得到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肯定和群众认可ꎮ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检察院贯彻落

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

署ꎬ 成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ꎬ 制定实施方案ꎬ 开展

法制宣传ꎬ 摸排线索ꎬ 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ꎮ 加强提前介

入、 引导侦查取证等工作力

度ꎬ 把好案件事实关、 证据

关、 程序关和法律关ꎮ 依法办

案ꎬ 审核案件证据ꎬ 活动期

间ꎬ 办理涉恶案件 １ 件、 ７ 人ꎬ
涉黑案件 １ 件、 １ 人ꎬ 相关案

件 ３ 件、 １４ 人ꎬ 并成功追诉涉

恶犯罪嫌疑人 １ 人ꎮ

【司法改革责任落实】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蓝山县人民检察

院有员额检察官 １２ 名ꎬ 所有

员额检察官均采取统一业务系

统自动分案的模式进行案件分

配和办理ꎬ 明确办案组的组

建、 运行和案件终身责任制ꎬ
提高办案效率ꎬ 提升案件质

量ꎬ 院领导带头办理疑难复杂

案件ꎬ 所办案件占总案件数的

三分之一ꎬ 超过规定设置的轮

案比例ꎮ 推进监委移送案件办

理工作ꎬ 出台 «检察机关与监

察委员会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衔

接办法 (试行) »ꎬ 学习贯彻

新出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ꎬ 建立与监察委之间双

向衔接协调机制ꎬ 对接打击职

务犯罪工作ꎮ

【轻案快办机制运行】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检察院完善

“轻案快办” 运行办法ꎬ 实行

繁简分流ꎬ 结合快办案件特

点ꎬ 通过适当简化流程和文书

制作ꎬ 提高办案效率ꎬ 凸显轻

快案件特点ꎮ 运行 “轻案快

办” 机制以来ꎬ 办理案件 ５１
件、 ５２ 人ꎬ 平均案件办理时间

为 ５ ２ 天ꎬ 缩短轻微刑事案件

诉讼周期ꎬ 提高诉讼效率ꎬ 节

约司法资源ꎬ 法律效果良好ꎮ

【公益诉讼】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人民检察院落实中央环保督

查组交办转办环境案件线索ꎬ
介入查办新圩上清涵环境污染

案ꎬ 打击破坏环境犯罪ꎬ 取得

良好法治效果ꎻ 办理的异省垃

圾倾倒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ꎬ 中央、 省级媒体集中报

道ꎬ 警示企业、 个人注重生态

环境保护ꎬ 提醒公民做保护环

境的参与者、 建设者和监督

者ꎬ 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ꎮ 摸

排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３０ 余条ꎬ
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２９ 件ꎬ
占全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案件

的 １４ ４３％ꎮ 成立全市首个检

察机关派驻河长办检察联络

室ꎬ 立足本地湘江源头的生态

实际ꎬ 实行环检和民行部门合

署办公ꎬ 创新工作机制ꎬ 增强

办理公益诉讼力度ꎮ 开展 “６
５ 世界环境日” 公益诉讼宣

传活动ꎮ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人民检察院接受巡视ꎬ 落实

政治巡视任务ꎬ 加强纪律作风

建设ꎮ 召开 “抓好巡视整改ꎬ
净化政治生态” 组织生活会ꎬ
专项整治ꎬ 提升整体工作效率

和水平ꎬ 推进各项检察工作ꎮ
规范公务接待工作ꎬ 控制经费

开支ꎬ 反对铺张浪费ꎮ 加强作

风督查ꎬ 腾退超标办公用房、
清理超标办公用品ꎮ 实行请假

报批制度ꎬ 纪检组、 政工科不

定期不定时开展作风督查ꎬ 全

年进行督查 ５０ 余次ꎮ 持续加

强机关党建工作ꎬ 树立 “一切

工作到支部” 的导向ꎬ 将党风

廉政建设常态化ꎬ 通过 “周五

学习日” 等形式抓好队伍的自

身建设ꎮ 运用教育培训、 岗位

练兵、 技能竞赛、 开庭评审、
优秀文书评比等措施ꎬ 开展

“讲政治、 顾大局、 谋发展、
重自强” 学习调研实践活动ꎮ
加强学习型机关建设和学习型

干部培养ꎬ 开展岗位技能练

兵、 主题党日参观学习、 开庭

评审、 优秀文书评比等活动ꎮ
邀请专家、 领导来院开设各类

讲座ꎬ 组织干警参加省市培训

６０ 余人次ꎮ 在全市检察机关春

节联欢晚会上选送节目 «以人

民的名义»ꎬ 获一等奖ꎮ

法 院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

７１１



蓝山年鉴 (２０１９) 法　 　 治

民法院围绕 “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 的工作目标ꎬ 坚持

“司法为民ꎬ 公正司法” 工作

主线ꎬ “抓党建带队建促审

判”ꎬ 强化执法办案第一要务ꎬ
为蓝山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

谐稳定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ꎮ
是年ꎬ 县人民法院被湖南省爱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授予 ２０１７
年度 “省文明卫生单位”ꎻ 先

后获得 “全市优秀基层人民法

院” “全市法院党风廉政建设

先进单位” “全市法院党建工

作先进单位” “全市法院立案

信访先进单位” “永州市维护

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 等称

号ꎻ 涌现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度

全省法院先进 个 人 ” 黄 飚、
“全省 ‘三调联动解纠纷、 防

控风险促发展’ 专项调解活动

先进个人” 龙建军等一批先进

模范人物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案多

人少” 矛盾仍然存在ꎬ 干警办

案力量严重匮乏ꎬ 人难招难留

难管ꎻ 干警成长缓慢ꎬ 干警职

级待遇解决不好ꎻ 物质装备和

信息化建设任务特别压头ꎻ 协

警队伍流动性较强ꎬ 培训困难

较大ꎮ

【刑事犯罪打击】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法院受理各类案件

３５５８ 件ꎬ 审执结案件 ３２４８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１ ２９％ꎮ 受理各类

刑事案件 (含旧存) ５４０ 件ꎬ
审 结 ４８７ 件ꎬ 结 案 率 为

９０ １９％ꎮ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

署ꎬ 开展 “扫黑除恶” 专项斗

争ꎬ 加大对涉黑涉恶案件惩处

力度ꎬ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ꎮ 根

据省高院统一部署ꎬ 参与两次

涉黑涉恶案件集中宣判活动ꎬ
其中对参加黑社会组织的黄安

玉以故意伤人、 故意伤害、 寻

衅滋事、 敲诈勒索等数罪并罚

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ꎬ 并处罚

金 １ ５ 万元ꎬ 受到省委和市委

表扬ꎬ 央视对该案进行专门

报道ꎮ

【民事纠纷化解】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法院受理民商事案

件 １６６２ 件ꎬ 审结 １５１９ 件ꎮ 审

结婚姻家庭、 赡养、 抚养、 继

承等纠纷 ２８６ 件ꎬ 保护妇女、
儿童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ꎻ 妥

善审理劳动争议、 人身损害赔

偿等涉民生案件 ３０ 件ꎬ 依法

维护 “农民工” 等弱势群体的

合法权益ꎻ 依法审结买卖、 金

融借款、 民间借贷等合同纠纷

案件 １０６４ 件ꎬ 维护市场交易

秩序ꎬ 制裁违约失信行为ꎮ 坚

持 “案结事了”ꎬ 把调解工作

贯穿审判全过程ꎬ 全年调解撤

诉案件率 ５２ ７７％ꎮ

【 “执行难” 破解】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法院党组落实执行

工作 “一把手” 工程ꎬ 兑现

“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

行难” 承诺ꎬ 院长每周召开执

行工作调度会ꎬ 重点把握未结

案件ꎬ 狠抓案件执结率ꎬ 针对

大案、 要案、 难案亲自部署ꎬ
制定工作方案ꎬ 督促逐项工作

落实ꎮ 三名副院长带领执行团

队办案ꎬ 从业务庭室抽调 ２ 名

业务骨干办理执行案件ꎬ 紧盯

“三个 ９０％、 一个 ８０％” 的目

标要求ꎮ 是年ꎬ 受理执行案件

１２２４ 件ꎬ 结案 １１１３ 件ꎬ 结案

率 ９０ ９３％ꎮ 实际执行到位金

额 ３９３９ 万元ꎬ 实结案件占结

案数比例为 ２７ ２５％ꎮ 与 ２０１７
年同期相比ꎬ 收案数量上升

１９ ５３％ꎬ 结 案 数 量 上 升

２０ １９％ꎮ 加强执行终本案卷整

改工作ꎬ 从各庭室抽调 ２０ 余

名精干力量ꎬ 对执行终本案件

案卷进行整改ꎬ 终本案件线上

合格率 １００％ꎮ 依法用足用活

执行强制措施ꎬ 联合使用失信

惩戒措施ꎬ 促使被执行人自动

履行ꎮ 将 １４４ 名失信被执行人

员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黑名

单”ꎬ 限制出境、 限制乘坐高

铁飞机、 限制高消费等ꎮ 加大

对拒执行为打击力度ꎬ 依法从

重打击拒不执行法院裁判的

“老赖”ꎬ 全年以拒执罪判刑 ５
件、 ５ 人ꎮ 通过以案释法、 发

布督促令等形式促使部分被执

行人自动履行生效判决ꎮ

【司法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法院完善诉讼

服务中心建设ꎬ 开通网上立案

平台ꎬ 实 现 导 诉、 受 理、 缴

费、 立案 “一站式” 服务ꎮ 对

行动不便的当事人ꎬ 采取巡回

审判等方式ꎬ 把法庭设在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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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中ꎬ 方便当事人诉讼ꎬ 将

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ꎮ 落实司

法救助制度ꎬ 为经济困难的当

事人依法缓、 减、 免诉讼费 ３０
余万元ꎬ 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当

事人解决司法救助款 ２０ 余万

元ꎮ 运用庭审直播系统ꎬ 对庭

审过程全程录音、 录像ꎬ 规范

法官庭审言行ꎮ 运用执法记录

仪、 执行单兵和车载系统全程

记录案件执行ꎬ 让执行更规

范ꎮ 推行运用淘宝等网络平台

进行司法拍卖ꎬ 让司法拍卖

“零成本”ꎮ 通过官方网站、 微

博、 微信、 １２３６８ 诉讼服务热

线ꎬ 畅通民意沟通渠道ꎮ

【涉诉信访案件化解】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法院完善来信

来访处访规程ꎬ 制订化解涉诉

信访责任制ꎬ 建立院长、 分管

院领导、 庭长、 信访责任人分

级包干负责的信访包案化解机

制ꎮ 坚持关键节点随时调度ꎬ
重点人物时时调度ꎬ 信访工作

定期调度ꎬ 把督促检查落实放

在工作首位ꎬ 加强与有关单位

部门的沟通协调ꎬ 形成全面化

解涉诉信访案件的工作合力ꎬ
无非正常上访或因信访办理不

及时造成越级上访或群体性事

件发生ꎮ

【司法宣传】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人民法院在 «人民法院报»
«法制周报» «永州日报»、 红

网、 三湘综治网等主流媒体、
刊物上发表宣传稿件 ７０ 余篇ꎬ

利用官方网站、 微信、 微博等

新媒体发布法院动态ꎮ 联系电

视台等媒体宣传报道重大案件

的审理和宣判ꎬ 其中央视 «新
闻直播间» 对蓝山县人民法院

审理的黄传友等人污染环境案

进行报道ꎬ 取得良好的社会效

果ꎮ 开展集中送法下乡ꎬ 采取

张贴展板、 发放宣传资料、 现

场法律咨询等方式ꎬ 发布典型

案例ꎬ 以案讲法ꎬ 以案释法ꎬ
现场调解邻里纠纷和家庭矛

盾ꎬ 教 育 群 众 知 法、 懂 法、
守法ꎮ

【服务全县工作大局】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法院围绕 “三
大攻坚战”ꎬ 为环境污染防治ꎬ
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司法保障ꎮ
通过对黄传友等 ８ 人非法倾倒

垃圾污染环境案的公开审理和

当庭宣判ꎬ 形成打击声势ꎬ 助

力环境保护工作ꎮ 派驻 １ 名干

警长期驻扎扶贫村ꎬ 院长带队

到扶贫村ꎬ 了解扶贫工作情

况ꎬ 走访慰问贫困户ꎬ 向当地

村干部了解具体困难和实际需

求ꎬ 帮助脱贫致富ꎬ 关注扶贫

村 已 脱 贫 群 众 动 态ꎬ 防 止

返贫ꎮ

【审判运行机制构建】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法院组建专业

化审判团队ꎬ 坚持以法官为核

心、 以审判业务需求为导向ꎬ
推动人员专业化分工、 类案专

业化办理ꎮ 根据案件类型、 特

点等组建民事、 刑事执行专业

化团队ꎮ 建立专业法官会议制

度ꎬ 提高案件审判质量和效

率ꎬ 研究解决审判工作在统一

裁判尺度及法律适用方面遇到

的难点问题和疑难案件ꎬ 加强

对审判工作的管理与监督ꎬ 提

高法官的业务素质ꎮ 推动以向

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聘用书记

员ꎬ 缓解人案矛盾ꎮ 推进以审

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

革ꎬ 按照裁判的标准和要求ꎬ
夯实案件事实证据基础ꎬ 完善

程序审查把关机制ꎬ 健全防错

识错纠错机制ꎻ 全面规范取证

制度ꎬ 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

则ꎬ 落实疑罪从无原则ꎬ 加强

人权司法保障ꎻ 推进庭审实质

化ꎬ 完善出庭作证制度、 法庭

审理规程ꎬ 确保推进以审判为

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取得

实效ꎮ 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

制ꎬ 构建全院全员全过程的监

督管理机制ꎬ 放权不放任、 用

权受监督ꎮ 加强审判管理ꎬ 强

化审判委员会制度、 专业法官

会议制度ꎮ 依托信息化建设ꎬ
对立案、 分案、 审理、 执行、
结案以及归档等审判流程节点

精准监控ꎮ 实现审判流程、 裁

判文书、 执行信息、 庭审直播

全公开ꎬ 满足人民群众知情

权ꎬ 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ꎮ

【司法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法院抓纪律作风建

设ꎬ 规范干警行为ꎬ 以省高院

“作风建设年” 活动为契机ꎬ
规范干警纪律作风ꎬ 着力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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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硬法院队伍ꎮ 抓好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的落实ꎬ 杜绝工作生

活中存在的松、 散、 懒、 慢、
庸、 奢、 傲、 虚、 乱等不良风

气ꎮ 坚持院领导以身作则ꎬ 带

头引领ꎬ 管理全院干警上下班

纪律作风ꎬ 每周由一名院领导

带队进行督查ꎬ 并对督查结果

进行通报ꎬ 奖惩分明ꎮ 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

任ꎬ 开展廉洁司法警示教育活

动 ２０ 场次ꎮ 纪检组长到执行

办案一线ꎬ 现场监督执法办案

中不作为乱作为现象ꎬ 建设长

效机制ꎮ 随案发放廉政监督

卡ꎬ 加强对重点岗位、 重点环

节的监督ꎮ 开通举报网站和举

报电话ꎬ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ꎮ
抓政治业务建设ꎬ 提高干警素

质ꎮ 坚持重大事项向中共蓝山

县委和上级法院党组报告制

度ꎬ 落实县委决策部署ꎬ 开展

机关党建工作规范化建设ꎬ 加

强队伍建设和党支部建设ꎬ 增

强党员干部政治意识、 大局意

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ꎬ 加

强学习型法院建设ꎬ 先后开展

党的十九大理论知识集中学

习、 集中测试等活动ꎬ 开展院

长上党课、 道德讲堂等活动ꎮ

【法院工作监督】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法院主动接受监

督ꎬ 确保司法公正ꎮ 强化人

大、 政协监督意识ꎬ 执行向人

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制度ꎮ
办理人大交办案件ꎬ 做到件件

有回音ꎬ 事事有结果ꎮ 邀请人

大代表、 政协委员参加法院公

众开放日活动ꎮ 邀请全国人大

代表廖仁旺、 湖南省人大代表

盘晓红等 ２０ 余人到院视察执

行工作、 旁听庭审ꎬ 听取代

表、 委员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建

议ꎬ 接受社会监督ꎮ 加强内外

监督ꎬ 保障廉政办案ꎮ 案件立

案时将廉政监督卡与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一并发放给当事

人ꎬ 结案后由当事人如实填写

廉政监督卡附卷备查ꎬ 纪检组

监察室定期回访通报ꎮ 设立举

报信箱ꎬ 公开举报电话ꎬ 公布

举报邮箱ꎬ 加强对法院干警八

小时外的监督和管理ꎮ 完善陪

审员制度ꎬ 做好人民陪审员选

任、 培训和管理工作ꎬ 选任陪

审员 ４９ 名ꎮ 加强与检察机关

的沟通交流ꎬ 对重大案件邀请

检察长列席审委会ꎬ 参与讨论

案件重大案件ꎮ

司 法 行 政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司

法局围绕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

民政府中心工作ꎬ 以 “科学立

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

民守法” 为指导ꎬ 发挥司法行

政机关职能优势ꎬ 推进司法行

政工作有效开展ꎬ 为维护社会

稳定、 构建法治蓝山ꎬ 彰显司

法行政职能ꎬ 促进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县法律援助中心接待群众

１０００ 余人次ꎬ 免费提供法律咨

询 １０００ 余人次ꎻ 办理公证案

件 ５５５ 件ꎬ 其中涉外公证 ４２
件、 涉港澳台公证 ２０ 件ꎮ 全

年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１４２４ 件ꎬ
成功调处 １３８１ 件ꎬ 调解成功

率 ９６ ９％ꎻ 调处医疗纠纷案件

３４ 件ꎻ 防止民间纠纷引起自杀

１６ 件ꎬ 防止民转刑案件 ２７ 件ꎬ
防止群体性上访 ５２ 起ꎬ 防止

群体性械斗事件 ２７ 件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ꎬ 缺乏必

要的经费保障ꎬ 制约律师和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人员参与

法律援助工作的积极性ꎻ 专职

调解员工资待遇低ꎬ 人员流动

快ꎬ 业务不精ꎬ 调解员队伍素

质有待于提高ꎻ 创新意识不

强ꎬ 缺乏总结提炼水平ꎻ 基层

司法所对工作重视程度不够ꎮ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司法局利用理论中心组学

习、 支部主题党日、 周五学习

日等形式ꎬ 组织党员干部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理

论知识ꎬ 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

修养ꎮ ６ 月 ２７ 日上午ꎬ 县司法

局全体党员干部到土市新村红

军渡口与永州市司法局联合开

展 “不忘初心、 牢记党恩” 主

题党日活动ꎬ 进一步增强党员

干部的凝聚力ꎮ 加强廉政建设

领导责任制ꎬ 强化考核运用ꎬ
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等责任

状ꎮ 查找风险点ꎬ 公开风险

点ꎬ 制定风险防范措施ꎬ 在全

体党员干部中形成自律与他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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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 组织监督与群众监督

相结合的局面ꎮ 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ꎬ 提高政治站位ꎬ 加

强思想警惕性ꎬ 严格按照各项

规定制度办公办事ꎮ

【法治宣传教育】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司法局在全县范围内组

织开展宪法宣传、 禁毒宣传、
“三八” 妇女维权周、 青年普

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等法

治宣传活动ꎮ ４ 月—５ 月ꎬ ９ 月

—１０ 月ꎬ 由中共蓝山县委政法

委牵头ꎬ 县司法局联合县综治

办、 县公安局等政法单位组成

“送法下乡” 普法小分队ꎬ 借

助乡镇赶圩日向广大村民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活动ꎮ 通过法律

咨询、 普法便民服务、 散发宣

传资料、 悬挂条幅标语等方

式ꎬ 发放法律宣传手册ꎮ 全年

接受群众法律咨询千余人次ꎬ
发放各种宣传资料及法治文化

产品 １０ 万余份ꎮ 强化国家工

作人员法治理念ꎬ 坚持中心组

学法制度ꎮ １１ 月 ２２ 日ꎬ 邀请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刘丹

教授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

十四次集中学习上ꎬ 作题为

«增强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
的专题讲座ꎮ 推进领导干部和

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ꎬ
全县有 ７２９１ 名国家工作人员

参加 “如法网” 学法用法考

试ꎬ 通过率 ９８ ９４％ꎮ

【法律服务】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司法局推进民生实事的办

理ꎬ 司法行政和法律服务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ꎬ 涌现湖南省新

时代 “最美法律援助人” ———
黄中子等在全省具有影响的先

进典型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县法律援助中心接待群众 １０００
余人次ꎬ 免费提供法律咨询

１０００ 余人次ꎻ 办理公证案件

５５５ 件ꎬ 其中涉外公证 ４２ 件、
涉港澳台公证 ２０ 件ꎮ 推进公

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ꎬ 全县建

设法律服务站 １６ 个、 法律服

务点 ２１５ 个ꎬ 实现公共法律服

务站 (点) 全覆盖ꎮ 全县律师

担任社区、 乡村义务法律顾问

２１６ 家ꎬ 代写法律文书 １００ 余

件ꎬ 解答法律咨询 １０００ 余人

次ꎮ 服务重点项目建设ꎬ 引导

律师及法律工作者参与重大项

目建设、 控违拆违等中心工

作ꎬ 为项目建设提供法律服

务ꎮ ７ 月 ２８ 日ꎬ 组织召开全县

律师、 法律服务工作者座谈

会ꎬ 引导法律服务人员面向基

层、 面向社会、 面向弱势群

体ꎬ 履行法律援助义务ꎬ 为农

民工、 困难群众等弱势群体提

供法律服务ꎮ

【完善排查调处机制】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司法局加强人民调

解业务培训ꎬ 多种渠道、 多种

方式举办人民调解员培训会ꎬ
召集各乡镇、 各行业、 村级调

委会参加全国举办的 “枫桥经

验” 等电视电话会议ꎬ 组织司

法鉴定行业进行 «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 专题学习培训ꎮ 加

强调解组织建设ꎬ 建立 “四

级” 调解网ꎬ 进一步健全县乡

村组 “四级” 调解网ꎬ 全县有

乡镇 人 民 调 委 会 １６ 个、 村

(社区) 人民调解委员会 ２１３
个、 专 职 调 委 会 １１ 个、 村

(社区) 人民调解员 １０６５ 人ꎬ
全县在册人民调解员 １７２１ 人、
组级纠纷信息员 １５００ 余人ꎬ
形成县乡有司法矛盾调处中

心、 村有调委会、 片区有调解

小组的四级调解网络ꎮ 开展矛

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ꎬ 重点突

出 “元旦” “春节” “全国两

会” “五一” “中秋国庆” 等

敏感时期社会矛盾纠纷排查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调解各类

矛盾纠纷 １４２４ 件ꎬ 成功调处

１３８１ 件ꎬ 调解成功率 ９６ ９％ꎻ
调处医疗纠纷案件 ３４ 件ꎻ 防

止民间纠纷引起自杀 １６ 件ꎬ
防止民转刑案件 ２７ 件ꎬ 防止

群体性上访 ５２ 起ꎬ 防止群体

性械斗事件 ２７ 件ꎮ

【社区矫正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司法局开展社区矫正信

息化平台建设ꎬ 全县按省厅要

求配备一批指纹签到仪和高拍

仪ꎬ 加强对各司法员新业务的

培训工作ꎬ 加大督查力度确保

信息化平台工作有序开展ꎮ 进

一步规范社会调查评估工作ꎬ
加强计分考核和分级管理工

作ꎬ 加强对严管级、 宽管级、
普管级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ꎬ
完成手机 ＡＰＰ 和腕带定位工

作ꎮ 推进安置帮教ꎬ 重点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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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年鉴 (２０１９) 法　 　 治

“三提” 要求 (衔接配合提效、
帮扶教育提质、 安置人数提

高)ꎬ 落实重点 帮 教 对 象 的

“逢放必接” 制度ꎬ 抓好刑满

释放解教人员过渡性安置ꎮ 强

化与全县刑满释放人员过渡性

安置基地 (百叠岭安置帮教基

地) 的工作对接ꎬ 维护社会稳

定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全县社区矫正服刑人

员共 ２９０ 人ꎬ 其中ꎬ 缓刑 ２７０

名、 假释 １５ 名、 暂予监外执

行 (保外就医) 的 ４ 名、 管制

１ 名ꎬ 开展适用社区矫正调查

评估 １２８ 件ꎬ 未发生脱管漏管

现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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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综合管理

发 展 和 改 革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围绕中共蓝山

县委、 县人民政府推进重大战

略、 重大政策、 重大改革、 重

大项目的落地落实ꎬ 为推动全

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

应有贡献ꎮ 争取到位中央预算

内投资 ４ ３ 亿元ꎮ 谋划、 策划

重点项目 １０８ 个ꎬ 其中省重点

项目 １ 个、 市重点项目 ２０ 个ꎬ
重大产业项目 ４ 个 (产业项目

占重点项目总数 ５４ ６％)ꎬ 首

次实现全面动工ꎬ 完成投资

８１ ４５ 亿元ꎮ 易地扶贫搬迁累

计安置 ２４０３ 人ꎬ 超额完成 １２５
人ꎬ 全市位列第三ꎬ 省排名靠

前ꎮ 承接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４０６ 项、 梳理政务服务事项

２７４８ 项、 编制信息资源目录

５３４ 项、 发 布 双 公 示 信 息

１６３８３ 条、 互联网＋政务服务一

体化平台上线运行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工作创

造性、 灵活性不够ꎬ 对重大问

题和政策研究不够深ꎬ 对新形

势发改工作新思路新招数不

多ꎬ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不强ꎻ

部门预算少ꎬ 不能满足正常跑

市赴省进京衔接汇报争取项目

和资金需要ꎻ 重点办没有编

制ꎬ ＰＰＰ 项目 “停缓调撒”ꎬ
规模企业不多ꎮ

【党建引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树立 “抓
党建就是抓关键ꎬ 抓关键就是

抓发展” 理论ꎬ 坚持 “围绕中

心、 服务大局”ꎬ 开展 “两学

一做” 教育活动ꎬ 建设 “学习

型、 服 务 型、 创 新 型、 勤 廉

型” 党组ꎬ 加强党的思想、 组

织、 作风、 反腐倡廉建设和制

度建设ꎬ 加强和提升县发改委

全体干部职工的理想信念、 党

性修养、 理论水平、 工作能

力、 勤政廉政等ꎬ 在谋划发

展、 编制规划、 争取资金、 落

实项目、 推进改革、 党建扶

贫、 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取得明

显成效ꎮ 设立由老干部和专业

技术人员组成的政策研究室ꎬ
了解掌握国家经济战略和投资

动向ꎬ 分析监测全县经济形

势ꎮ 撰写 «易地扶贫搬迁调

研» «十三五中期评估报告»
«如何实施县域乡村振兴战略

行动» 等调查报告ꎬ 发挥参谋

助手作用ꎮ

【争资跑项】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争取到位

中央预算内投资 ４ ３ 亿元ꎮ 谋

划、 策划重点项目 １０８ 个ꎬ 其

中省重点项目 １ 个、 市重点项

目 ２０ 个ꎬ 重大产业项目 ４ 个

(产业项目占重点项目总数

５４ ６％)ꎬ 首次实现全面动工ꎬ
完成投资 ８１ ４５ 亿元ꎮ 易地扶

贫搬迁累计安置 ２４０３ 人ꎬ 超

额完成 １２５ 人ꎬ 全市位列第

三ꎬ 省排名靠前ꎮ 风电开发项

目四海坪一期、 大桥、 塔峰三

个风电场并网发电 ２０ 万千瓦ꎬ
发电量 １８０ 万度 /天ꎮ 毛俊水

库完成投资 １０ １９ 亿元ꎬ 枢纽

砂石骨料生产系统、 拌和系

统、 一期围堰完工ꎮ

【宏观经济监督监测和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落实国家价格价费政策ꎬ
依法实施价格监督检查ꎬ 价格

总水平稳定ꎮ 深化经济和社会

改革ꎬ 承接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４０６ 项、 梳理政务服务事项

２７４８ 项、 编制信息资源目录

５３４ 项、 发布双公示信息 １６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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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年鉴 (２０１９) 经济综合管理

条、 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

平台上线运行ꎮ 出台 «关于调

整蓝山县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

范围和规模标准及简化核准程

序的通知»ꎬ 印发 «关于招投

标改革的几点建议»ꎬ 进一步

简化招标核准程序ꎮ

审 计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审计

局学习贯彻落实全国、 全省、
全市审计工作和县委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ꎬ 履行审计监督职

责ꎬ 推进审计和其他各项工

作ꎬ 取得较好成效ꎮ 围绕全年

审计工作任务ꎬ 突出审计重

点ꎬ 加大对重点部门、 重点领

域和重要资金的审计监督力

度ꎬ 组织开展审计项目 (含正

在进行的项目) ２９ 个ꎬ 完成审

计和审计调查项目 １０ 个ꎬ 查

出主要问题金额 １ ２ 亿元 (其
中违规金额 ６５０ 万元ꎬ 管理不

规范金额 １１３５０ 万元)ꎻ 下达

审计 决 定 书 收 缴 财 政 金 额

２７ ８０ 万元ꎬ 补缴入库 ５５９ ９５
万元ꎻ 向被审计单位提出审计

意见和建议 ２０ 余条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审计监

督的范围还不够全面ꎻ 审计人

员结构性矛盾显现ꎬ 审计队伍

专业水平还有待提高ꎻ 审计能

力建设和工作积极性有待进一

步加强ꎻ 审计信息化工作有待

进一步完善ꎬ 尤其是计算机审

计比较滞后ꎬ 联网审计项目没

有实施ꎮ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审计】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中旬起ꎬ 蓝山县审

计局组织审计组对蓝山县 ２０１７
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

计ꎬ 并延伸审计县政协、 县政

府办、 中共蓝山县委宣传部、
县委办等 ４ 个部门及部分专项

资金ꎮ 坚持问题导向ꎬ 严把审

计质量控制ꎬ 把绩效理念贯穿

审计工作始终ꎬ 把财政资金投

入与项目进展、 事业发展以及

政策目标实现统筹考虑ꎬ 推动

财政资金合理配置ꎬ 提高财政

资金的使用效益ꎮ

【行政事业单位财政财务情况

审计】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审计局

以规范行政事业单位经济行

为ꎬ 促进健全内控制度、 加强

财务核算、 规范财务管理、 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为目标ꎬ 组织

对中共蓝山县委政法委、 县委

统战部 ２ 个部门进行财政财务

收支审计ꎮ 重点审查被审计单

位内控制度是否健全有效ꎬ 部

门预算是否规范完整ꎬ 财政财

务收支是否真实合法ꎬ 是否存

在截留、 挤占、 挪用专项资金

及扩大开支范围、 提高开支标

准、 损失浪费等问题ꎬ 是否认

真执行有关财经纪律和相关政

策规定ꎬ 关注 “三公” 经费及

其他行政运行经费等情况ꎮ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审计局围绕被审

计领导干部任职期间主要职责

履行、 经济事项决策、 政策执

行、 内部管理、 干部作风、 廉

洁自律等情况进行审计监督ꎬ
组织对县发改委、 县民政局、
县农业委、 县中心医院等 １０
个单位 １４ 名领导干部进行任

期经济责任审计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查出管理不规范等问

题金额 ４５４ ４６ 万元ꎬ 提出审

计建议 ８ 条ꎬ 被审计单位整改

到位问题 ６ 个ꎮ

【政府投资审计】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审计局按规定对投资规模

大、 党委政府关注和人民群众

关心的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审

计、 审核ꎬ 以大项目、 热点项

目、 民生项目审计带动其他政

府投资项目审计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完成预算投资审计 ５４
个ꎬ 金额 ８ 亿元ꎻ 结算审计项

目 １８２ 个ꎬ 金额 １ １ 亿元ꎮ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审计局党组根据中共蓝山县

委、 县直属工委安排部署ꎬ 多

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党建工

作ꎬ 制定党建工作方案ꎬ 督促

和指导党支部开展各项党建活

动ꎮ 党支部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实践活动ꎬ “两学一

做” 实现制度化、 常态化ꎬ 落

实 “三会一课” 和开展组织生

活会等各项制度ꎮ 组织全体党

员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和其他相

关文件ꎻ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ꎻ
走访慰问基层困难老党员ꎻ 到

革命胜地参观学习ꎬ 了解党

史ꎻ 集中学习中国共产的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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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议精神等ꎮ

【精准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审计局根据中共蓝山县委安

排ꎬ 抽调 １ 名副局长专抓扶贫

攻坚工作ꎬ 任工作队长ꎬ 安排

２ 名工作队员协助ꎬ 按照县委

的要求进驻精准扶贫联系村开

展各项工作ꎮ 局主要负责人带

领班子成员到联系村———毛俊

镇军田村走访调研ꎬ 进村入户

访贫问苦ꎬ 与村干部进行沟通

协调ꎬ 逐户建档立卡ꎬ 因地制

宜制定脱贫计划ꎬ 帮助贫困户

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实际困难ꎬ
在传统节日对贫困户进行走访

慰问ꎬ 送上慰问品ꎮ 建立结对

帮扶制度ꎬ 根据走访调查了解

的情况ꎬ 制定帮扶措施ꎬ 实行

一对一、 面对面、 点对点地帮

扶ꎬ 把帮扶措施落到实处ꎮ

【 “三创” 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审计局党组把 “三创” 工

作纳入局党组重要议事日程ꎬ
坚持每个季度研究一次ꎬ 贯彻

落实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

府 “三创” 工作部署和会议精

神ꎮ 多次组织召开 “三创” 工

作专题会议ꎬ 通过动员大会、
座谈会、 宣传栏等形式ꎬ 进行

发动动员ꎮ 完善保障措施ꎬ 改

进创文工作基础条件ꎬ 加大三

创工作硬件投入ꎬ 配齐办公桌

椅、 电脑、 打印机、 传真机、
复印机等设备ꎮ 规范干部的日

常行为ꎬ 开展文明劝导活动ꎬ
组织开展职工文体活动ꎮ 突出

工作重点ꎬ 抓好责任路段和城

郊村的卫生大扫除以及机关院

内的绿化美化亮化工作ꎮ 加强

理论学习ꎬ 促进学习型机关建

设ꎬ 通过 “道德讲堂” 提升机

关干部道德建设水平ꎮ

【意识形态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审计局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部署意识形态工作ꎬ 学习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关于抓好意

识形态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

述ꎬ 成立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

组ꎬ 明确 “一把手” 肩负意识

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ꎬ 切实当

好 “第一责任人”ꎬ 领导小组

下设意识形态工作办公室ꎬ 具

体负责意识形态的日常工作ꎮ
坚持和完善学习培训机制ꎬ 深

化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建设ꎬ 运用中心组理

论学习、 专题党课、 民主生活

会等载体ꎬ 组织好对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 党章党规、 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 网络

意识形态工作实施办法等各项

制度的学习ꎬ 夯实审计干部的

政治理论功底ꎮ 加大宣控力

度ꎬ 运用 ＱＱ 工作群、 微信工

作群等宣传载体营造舆论氛

围ꎬ 对重大事件、 重要情况、
重要社情民意中的苗头性问

题ꎬ 坚持早发现、 早预防ꎬ 加

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ꎬ
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ꎮ
坚持谈心谈话制度ꎬ 加强对干

部职工的教育引导ꎬ 要求不信

谣、 不传谣ꎬ 制止错误的、 苗

头性的言论或行为ꎮ 健全保障

机制ꎬ 制定出台 «蓝山县审计

局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

施方案» 及 «蓝山县审计局党

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方

案»ꎬ 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

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

容ꎬ 做到 “四个纳入”ꎮ 把意

识形态工作情况纳入干部考核

标准中ꎬ 并作为评价使用和奖

惩的重要依据ꎬ 明确责任分工

与责任追究ꎮ

【审计干部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审计局坚持以业绩为

导向、 品德为核心、 作风为基

础、 能力为重点ꎬ 管理审计干

部队伍ꎮ 加强审计人才专业化

和职业化建设ꎬ 进一步转变教

育培训观念ꎬ 加大学习与培训

力度ꎬ 走内外培训结合之路ꎬ
配合上级审计机关组织的培训

教育ꎻ 进一步推进计算机审计

培训ꎻ 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ꎬ
加大队伍的专业技术资格、 专

业结构等方面的比例ꎮ 加强审

计机关作风建设ꎬ 坚持以品格

为核心、 作风为基础ꎬ 加强干

部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 纪律

建设、 作风建设和能力建设ꎬ
不断完善教育、 制度、 监督并

重的惩治和预防体系ꎬ 打造对

党绝对忠诚、 对法律绝对忠

诚ꎬ 敢于善于审计ꎬ 纪律严

明、 作风优良的审计队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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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生 产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贯彻落实国

家、 省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

一系列部署ꎬ 执行 “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 失职追

责” 的工作要求ꎬ 围绕全县安

全生产工作重点ꎬ 推进 “打非

治违” 和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

治ꎬ 夯实安全生产基础ꎬ 继续

保持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ꎮ
是年ꎬ 全县各行业领域未发生

生产经营性责任事故ꎬ 实现零

事故零死亡目标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安全监

管力量不足ꎬ 机关工作人员偏

少ꎬ 日常监管任务很重ꎬ 人员

变动大ꎬ 队伍不稳定ꎻ 执法不

规范ꎬ 执法人员没有亮证执法ꎬ
少数执法文书不规范ꎬ 执法计

划与实际操作检查不相符ꎬ 处

罚力度不够ꎻ 生产经营单位存

在违法行为ꎬ 企业主体责任没

有完全落实ꎬ 隐患排查台账不

规范ꎬ 极少数没有实行闭环管

理ꎬ 作业现场管理不严ꎮ

【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落实安全生产 “一把

手” 负责制ꎬ 全县各乡镇和

１４０ 多个副科级以上单位同中

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签订

责任状ꎬ ２２０ 个行政村 ( 社

区) 与所在乡镇签订责任状ꎬ
企业向行业主管部门签订责任

状ꎬ 明确安全生产工作责权

利ꎬ 做到 “照单履职、 照单监

管、 照单审计、 照单追责”ꎬ
全县形成 “横向到边ꎬ 纵向到

底” 的责任体系ꎮ 按照 “四个

签字背书” 的要求ꎬ 对辖区内

所有生产经营单位全部排查到

位ꎬ 建立台账ꎬ 做到一个不

漏ꎬ 企业主要负责人、 乡镇党

政一把手和安监站长、 部门主

要负责人和业务股室负责人签

字背书ꎬ 县安委办负责人对上

述 “三个签字背书” 进行审核

把关ꎬ 建立台账ꎬ 安委办主任

及股室负责人签字背书ꎮ 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ꎬ 根据企业类

别、 高危、 规模以上及劳动密

集型企业每人每月至少排查 １
条隐患ꎬ 对隐患治理实行闭环

管理和 “一单四制” 管理ꎻ 将

全县所有乡镇 (街道) 划分为

３ 类ꎬ 通过持续保持高危执法ꎬ
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行为ꎻ 印发

«蓝山县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年” ２０１８ 年实施方

案»ꎬ 以计划执法检查、 隐患

排查治理和事故调查为手段ꎬ
指导企业做到 “一必须五到

位”ꎬ 活动坚持分层级分行业

开展培训ꎬ 行业主管部门组织

本行业领域企业主要负责人及

安全管理人员的专题培训ꎬ 培

训时间不少于 ２ 天ꎬ 指导督促

企业 开 展 全 员 培 训 ５ 万 余

人次ꎮ

【道路交通建筑消防 “三大行

动” 】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开展道路交

通建筑消防 “三大行动”ꎮ 在

道路交通方面ꎬ 查处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 ４１１０ 余起ꎬ 清除路

障 １０８ 处、 拆除非公路标志 １８
块、 处置排查安全隐患 ６ 处、
办理占用损坏公路附属设施处

理案件 ５ 起ꎮ 在建筑施工方

面ꎬ 对 １３ 家建筑施工单位下

达隐患整改通知ꎻ 对全县 １０
处水利建设工程进行排查ꎬ 排

查安全隐患 １０ 处ꎻ 对电力建

设工程进行排查管控ꎬ 排查安

全隐患 １２ 处ꎬ 企业整改安全

隐患 １２ 处ꎮ 实施消防领域大

排查大整治大管控ꎬ 检查生产

经营单位 ６０ 家ꎬ 发现安全隐

患 ８０ 处ꎬ 督促整改单位 ８ 家ꎮ

【 “打非治违” 专项整治行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联合各乡镇政府和 １２
个行业主管部门ꎬ 开展 “打非

治违百日行动”ꎮ 行动期间ꎬ
全县排查发现问题 ３１３４ 处ꎬ
责令限期整改 ２４４１ 家ꎬ 停产

停业 １６５ 处ꎬ 立案查处 １４１ 起ꎬ
关闭取缔生产经营单位 ５５０
家ꎬ 治安拘留 ６８ 人ꎬ 经济处

罚 ３５８ 万元ꎮ

【 “强执法防事故” 集中整治行

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按照 ５ 月 １５ 日全

省安全生产工作紧急视频会精

神ꎬ 从 ５ 月—１２ 月在全县部署

开展安全生产 “强执法防事

故” 专项行动ꎬ 开展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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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宣传教育、 强化计划执

法、 打非治违等活动ꎬ 综合运

用全面督查、 重点执法、 专项

执法、 联合执法等方式推进安

全监管 “强执法防事故” 行

动ꎮ 行动期间ꎬ 各相关部门组

织执法行动 ８３７ 次ꎬ 检查生产

经营单位 ２４３８ 家ꎬ 经济处罚

３０９ 万元ꎬ 责令停产停业 ８８
家ꎬ 暂扣或吊销许可证照 ４２
家ꎬ 取缔关闭 ４９１ 家ꎮ

【安全隐患整治】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按

照上级安全生产工作部署ꎬ 深

刻吸取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教

训ꎬ 突出非煤矿山、 烟花爆竹

和危险化学品、 交通、 建筑施

工、 消防等行业领域ꎬ 开展风

险隐患排查ꎮ 按照 “全覆盖、
深排查、 填表格、 建台账、 签

责任、 严追究” 的总体要求和

“分级属地” 的 原 则ꎬ 落 实

“一单四制”ꎬ 做好本辖区、 行

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工作

的收集、 汇总、 梳理、 上报等

工作ꎮ 县安委会对各乡镇、 各

部门全面排查发现的问题和隐

患进行交办给相关责任单位ꎬ
确保安全隐患排查不留死角、
死面ꎮ 行动交办安全隐患 １３０
个ꎬ 交办整改安全隐患 １４２
条ꎬ 整改到位 １４１ 条ꎬ 其中对

２ 处公路重大安全落实 “一单

四制” 要求均整改到位ꎮ

【建筑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行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联合县住建局

对所有在建工程安全生产情况

进行拉网式检查ꎬ 对 ２７ 家建

筑施工单位下达隐患整改通

知ꎬ 行政处罚 ４０ 万元ꎻ 联合

县水利局对全县水利建设工程

进行排查整治管控ꎬ 排查安全

隐患 １０ 处ꎬ 立即整改 １０ 处ꎻ
联合县科商粮经信委对全县风

电场等电力建设工程进行排查

管控ꎬ 排查安全隐患 １２ 处ꎬ
企业整改安全隐患 １２ 处ꎮ

【安全生产宣传】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

县直有关部门沟通协调ꎬ 将安

全生产法律政策宣传纳入相关

专题活动中ꎮ ４ 月ꎬ 参加县疾

控中心组织的职业病防治宣传

周集中宣传活动ꎻ ５ 月ꎬ 参与

县司法局组织的农村法制宣传

月活动和县应急办组织的防灾

减灾宣传周应急知识宣传活

动ꎻ ５ 月 ３１ 日上午ꎬ 中共蓝山

县委常委、 县委政法委书记杨

康在毛俊水库启动蓝山县 “安
全生产月” 活动ꎬ ２０ 个单位部

门 ５００ 余人参加启动仪式ꎻ ６
月 １５ 日ꎬ 开展全县安全生产

咨询日ꎬ ２４ 个单位搭台设点ꎬ
悬挂宣传横幅 ４５ 幅ꎬ 设置宣

传展板 ９５ 块ꎬ 出动宣传车 ２０
台次ꎬ 发送宣传环保袋、 宣传

纸杯等 ２ 万余个ꎬ 发放宣传资

料 ７ ７ 万余份ꎬ 现场接受群众

咨询 １ 万人次ꎻ 开展安全事故

灾害警示教育活动ꎬ 通过报

刊、 电视、 广播、 网络等媒体

开设宣传专栏ꎬ 播放宣传片、
张贴宣传排图、 发放宣传资料

和学习读本ꎮ 开展大宣传ꎬ 县

电视 台 专 题 报 道 ２ 次ꎬ 省、
市、 县各类媒体宣传报道 ６１
篇ꎻ 组织观看 «牢牢绷紧防范

安全风险这根弦» 安全生产警

示教育片活动 ６ 次ꎬ 观看人数

１ 万余人ꎮ 开展安全生产应急

预案演练活动ꎬ 全县组织开展

各类应急演练 ７１ 次ꎬ 其中县

级综合演练 １ 次、 学校 ４９ 次、
非煤矿山 ８ 次、 危险化学品 １
次、 消防 ４ 次、 其他行业领域

８ 次ꎬ 参与人员 ６ 万人次ꎮ 推

选 “最美安监人” 和评选安全

宣传板报活动、 安全应急知识

答题及征文活动ꎮ 全县按照评

选条件对候选人的主要事迹、
主要荣誉和社会影响进行综合

评定ꎬ 并在微信公众号进行公

示ꎬ 择优评选出 １０ 名蓝山县

“最美安监人”ꎬ 同时推荐 ５ 名

安监人员参加永州市第二届

“最美安监人” 的评选ꎮ 在全

县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板报创作

竞赛活动ꎬ 征集参赛作品 １３５
件ꎬ 择优评出一、 二、 三等奖

予以相应奖励ꎮ 组织参加全

国、 市、 县安全生产和应急知

识竞赛ꎬ 有效答题人数 ８０００
余人ꎬ 排名位于全市前三ꎮ 通

过 “蓝山安监” 微信公众号开

展答题竞赛活动ꎮ 开展以 “生
命至上ꎬ 安全发展” 为主题的

征文竞赛ꎬ 收到征文 ３１ 篇ꎮ
１１ 月ꎬ 县创建湖南省安全生产

示范县及太平镇创建湖南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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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示范乡镇经省验收组验

收 合 格ꎬ 在 省 应 急 厅 网 站

公示ꎮ

市 场 服 务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市

场服务中心以农贸市场建设为

重点ꎬ 推进精细化管理ꎬ 进一

步加强全县城乡农贸市场建设

工作ꎬ 提高城乡农贸市场经营

管理水平ꎬ 市场建设与经营管

理工作均取得较好的成绩ꎬ 基

本完成年初既定工作目标任

务ꎮ 完成各类市场收费 ６００ 万

元ꎬ 增长 ７％ꎬ 其中楠木桥市

场 ２０１７ 年收费 ２２ 万元ꎬ ２０１８
年收费 ６５ 万元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县城第

三农贸市场的工程建设未能按

年初计划实现动工ꎻ 乡镇农贸

市场改造工程尚未完成ꎻ 市场

建设资金难以解决ꎻ 市场服务

中心被列入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范畴ꎬ 经费来源未予以明确ꎬ
现单位经费来源形式定性为费

用 自 理ꎬ 队 伍 出 现 不 稳 定

状况ꎮ

【市场经营机制改革】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市场服务中心继续

巩固城区农贸市场收费机制ꎬ
遵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ꎬ 以

大带小、 以点带面、 以城市带

动乡镇ꎬ 将乡镇农贸市场的经

营逐步推向市场竞争ꎬ 市场商

业店铺、 摊位面向社会实行竞

标招租ꎮ 通过城乡农贸市场经

营形式的转型ꎬ 市场各项收费

得以大幅提升ꎬ 全年收费 ６００
万元ꎬ 增长 ７％ꎮ

【乡镇农贸市场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乡镇农贸市场建设改造工

作完成总量的 ８５％ꎮ 其中蓝

屏、 洪观、 祠堂圩、 浆洞、 大

麻、 新圩、 正市、 所城农贸市

场竣工并投入使用ꎮ １ 月ꎬ 全

市面积最大、 辐射最广的楠木

桥农贸市场投入运营ꎻ １２ 月ꎬ
土市、 竹管寺市场完成所有工

程量ꎬ 实现市场整体营业ꎻ 大

桥农贸市场完成 ４５％ 的工程

量ꎬ 火市农贸市场破土动工ꎮ

【专业市场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市场服务中心投资 ２００
余万元ꎬ 将畜牧市场改建为

“蓝山县水果批发市场”ꎬ 改建

工程完成 ８０％的工程总量ꎬ １２
月投入营运ꎮ 推进创建国家卫

生文明城市工作ꎬ 规范县城城

区夜宵经营活动ꎬ 满足广大市

民生活所需ꎬ 在边贸中路投入

资金建设 “夜宵美食城”ꎬ 提

升城市品质ꎬ 提高人民群众的

生活质量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夜宵美食城” 完成 ８０％的工

程总量ꎬ １２ 月实现正常运营ꎮ
同时ꎬ 蓝山县市场服务中心还

对县 城 市 场 物 流 体 系 进 行

完善ꎮ

【重点项目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市场服务中心加快推进

“县城五里南路及第三农贸市

场” 的建设ꎮ 完成项目用地的

征拆工作ꎬ 解决好相关遗留问

题ꎻ ４—７ 月ꎬ 完成土地已征拆

范围内所有的土方工程ꎬ 启动

五里南路路面施工建设ꎻ ８—
１２ 月完成五里南路土方工程ꎬ
推进路面工程建设ꎬ 年底实现

完工ꎻ 按照新型市场的标准设

计县城第三农贸市场市场ꎬ 上

半年完成第三农贸市场项目立

项审批、 各类资料的报批等前

期工作ꎬ 年底完成第三农贸市

场设计、 地勘等准备工作ꎬ 启

动施工建设ꎮ

【市场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市场服务中心配合县人民政

府拟定 «蓝山县城区农贸市场

标准化建设改造工作实施方

案» «蓝山县城区农贸市场保

洁及补贴暂行办法» «蓝山县

城区农贸市场标准化管理达标

竞赛活动实施方案» «蓝山县

城区农贸市场管理办法» 等方

案ꎬ 保证城区农贸市场做到划

行归市、 运行有序、 卫生整

洁ꎬ 市场服务管理工作逐步走

向制度化、 规范化ꎮ 履行政府

监督市场、 引导市场和管理服

务市场的职能ꎬ 以创建国家卫

生文明县城工作为契机ꎬ 拟定

«关于组建马路市场专项整治

联合执法队的方案» «蓝山县

城区农贸市场集中整治活动工

作方案» 等文件ꎬ 推进县城农

贸市场的规范管理ꎮ 推进 “文
明市场、 绿色市场” 创建活

动ꎬ 倡导弘扬守法自律、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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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的良好风尚ꎬ 维护经营

户、 消费者合法权益ꎮ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市场服务中心党组第一党支

部、 第二党支部组织集中学习

５０ 余次ꎬ 学习内容包括 “解读

十九大” “永远在路上” “榜
样三” “新时代ꎬ 面对面”
“将改革进行到底” “红星云”
等ꎮ 党员干部每人撰写读书笔

记近 １５００ 字ꎬ 学习心得体会

２０００ 余字ꎮ 中心党组引导党员

把理论文化知识转化为实际工

作的动力ꎬ 提高解决实际工作

矛盾和应对当前单位存在新问

题的能力ꎬ 提高了党员队伍的

建设ꎮ 开展 “不忘初心ꎬ 牢记

党恩” 教育活动ꎮ ６ 月 １ 日ꎬ
市场服务中心党组组织全体党

员在楠市、 土市举行 “重走红

军路、 锻造职工铁军” 活动ꎮ
以 “拥抱新时代ꎬ 践行新思

想ꎬ 创造新成绩” 为主题ꎬ 开

展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 精

神知识竞赛活动ꎬ 引导党员学

习宣传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自觉与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ꎮ 抓好支部

“五化” 建设ꎬ 发挥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ꎬ 强化思想政治

工作ꎬ 扩展 “凝聚力工程”ꎬ
强化夯实中心党建组织基础ꎬ
巩固和扩展 “阵地工程”ꎮ

【党风廉政】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市场服务中心坚持 “标本兼

治、 综合治理、 惩防并举、 预

防为主” 的工作方针和 “早教

育、 早预防、 早纠正及严格管

理” 的工作要求ꎬ 进一步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制度的实施落

实ꎮ 按 照 “ 为 民、 务 实、 清

廉” 要求ꎬ 建立健全财务管

理、 后勤管理、 报销账、 工程

报批等工作制度ꎬ 并将制度落

实到实处ꎮ 在单位全体干部职

工中全面推行 “清廉永州” 下

载工作ꎬ 加强职业道德意识全

方位教育ꎬ 增强全体员工反腐

倡廉的自觉性ꎮ 邀请驻单位纪

检组以党员及骨干为中心开展

“四风建设” “严查扶贫领域作

风问题” “进一步落实中央八

项精神实施办法有关规定” 等

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学

习ꎮ 是年ꎬ 中心招待性支出下

降 ６０％ꎮ

【精准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市场服务中心按照 “单位到

村、 干部到户、 责任到人、 措

施到位” 的要求ꎬ 组织干部职

工到大桥大源村开展 “一对

一” 结对帮扶工作ꎮ 建立结对

帮扶责任制ꎬ 使帮扶工作落到

实处ꎬ 全村 ８０ 户贫困户做到

“一对一” 对接ꎬ 户户有帮扶

措施ꎮ 明确思路ꎬ 制定好各种

计划和方案ꎬ 完成贫困村项目

库申报ꎻ 完善部分基础设施建

设和小区绿化、 排与排的连接

通道ꎮ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ꎬ
制定支部党员 “一对一” 帮扶

方案ꎬ 抓党建促脱贫攻艰ꎮ 帮

助贫困户申报自主发展产业并

通过配合产业发展ꎬ 抓好村组

基础设施建设ꎮ

【 “三创” 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市场服务中心加大宣传

力度ꎬ 发放宣传资料ꎬ 打造固

定的 “三创” 工作宣传栏ꎬ 做

到 “ 三创 ” 知 识 家 喻 户 晓ꎬ
“三创” 工作人人参与ꎮ 加大

监管力度ꎬ 与市场个体经营户

及常住居民签订门前、 店前、
摊前三包责任状ꎬ 用制度约束

不良行为ꎬ 用制度规范卫生秩

序ꎮ 加大保洁力度ꎬ 市场清扫

工作从定时、 定点清扫转为全

天候卫生保洁ꎮ 加大设备的添

置ꎬ 分区域、 分行业配备 ２ 台

清洗机ꎬ 分路段、 定距离安置

８４ 个垃圾收集容器ꎮ 按照食品

经营及食品加工行业统一着装

上岗的标准ꎬ 为饮食行、 卤菜

行、 凉菜行、 豆腐行等食品经

营户购置 １９０ 套工作服装及口

罩ꎬ 树立 “文明经营、 卫生安

全、 放心购买” 的行业形象ꎮ
对原有摊位三防设施 (主要指

隔离纱窗) 的安置进行更换ꎮ
制定相应的补贴政策ꎬ 为市场

周边宰杀行业个体经营户安置

隔离设施及设备ꎬ 以规范市场

内及周边活禽宰杀行业行为ꎬ
实行 “集中宰杀ꎬ 白条上市ꎬ
隔离销售”ꎮ 保持对城区农贸

市场及便民市场的经营秩序整

顿工作ꎬ 改善市场经营秩序ꎬ
整治市场内外乱摆、 乱放、 占

道经营现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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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安全生产示范县创建】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市场服务中心

围绕全县创建省级安全生产示

范县的工作要求ꎬ 坚持 “安全

第一、 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
方针ꎬ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ꎮ
探索和构建长效管理机制ꎬ 针

对农贸市场建设改造工作制定

«施工安全管理制度» «工地用

水用电管理» «工地准入制度»
等相应的规整制度ꎬ 确保农贸

市场建设改造施工安全ꎮ 开展

隐患排查治理工作ꎬ 加大安全

投入ꎬ 做好市场消防设施、 设

备更新ꎬ 全年中心投入 １０ 余

万元资金ꎬ 购置灭火器 ３６５
个、 消防水袋 ２５ 条、 消防安

全门 ４ 条、 消防喷淋系统 ３
套ꎮ 全年城乡市场未发生一起

安全事故ꎮ

【综治信访维稳】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市场服务中心党组树立

“发展是第一要务ꎬ 稳定是第一

责任” 的思想ꎬ 落实综合治理

各项措施ꎮ 开展与干部职工及

经营户等老上访户的谈心活动ꎬ
了解掌握干部职工及其他人员

的思想动向ꎬ 有针对性的解决

思想问题ꎮ 加大普法宣传力度ꎬ
不断提高干部职工道德观念、
法制观念ꎬ 宣传综治信访维稳

工作的方针、 政策ꎬ 增强干部

职工遵纪守法意识和安全防卫

能力ꎬ 增强责任感和参与意识ꎮ
是年ꎬ 未发生上访事件ꎮ

公共资源交易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贯彻落实县委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ꎬ 完成全年

各项工作任务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年末ꎬ 全县完成交易项目 １４７
项计 １ ０３ 亿元ꎬ 其中建设工

程招标 ８２ 项ꎬ 招标金额 ８７９６
万元ꎬ 政府采购 ６２ 项ꎬ 采购

金额 １５３２ ６８ 万元ꎬ 产权交易

３ 项ꎬ 交易量 ５３ ７９ 万元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理论学

习还不够系统和深入ꎬ 业务知

识储备不足ꎻ 培训调研活动不

够充分ꎬ 工作视野和思维不够

开阔ꎮ

【公共资源交易】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ꎬ 提高队

伍建设水平ꎮ 根据 «关于在全

体党员中开展 “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ꎬ 做合格党员” 学

习教育方案» 文件精神ꎬ 组织

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ꎬ
执行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ꎬ
不断加强党性修为ꎬ 建立 “忠
诚、 干净、 担当” 的干部队伍ꎬ
推动公共资源交易工作迈上新

台阶ꎮ 服务重大项目招投标创

建新举措ꎬ 坚持落实项目负责

制、 项目即办制、 倒排时限制、
科学评标制、 现场踏勘制ꎮ 在

启动招标工作前ꎬ 按照房建、
市政等不同专业分类管理ꎬ 安

排专人与项目单位对接ꎬ 提供

全程服务ꎬ 协助项目单位做好

项目招标范围、 招标方式、 招

标组织形式等招标方案确定工

作ꎬ 并根据项目具体情况ꎬ 制

定招标计划ꎬ 推进重点项目招

标ꎮ 是年ꎬ 参与重点项目招标

文件审核 ８０ 多次ꎬ 配合到市中

心交易项目 ４０ 多个ꎬ 总计金额

１０ 亿元ꎮ

【服务县域经济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不断提升服务城市建设的能力ꎬ
研究全县各类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ꎬ 指导项目单位抢抓时间节

点、 倒排工期、 并联推进ꎬ 全

程服务ꎮ 东方大道施工、 湘九

公路和标准厂房二期等项目的

实现招标ꎬ 促进城市功能和社

会环境改善ꎮ 不断提升服务民

生项目的能力ꎬ 坚持 “公开透

明、 公平竞争、 公正平等和诚

实信用” 的工作目标ꎬ 完成廉

租房住宅配套工程施工和城投

公司的贷款招标ꎬ 扶持一批涉

及百姓民生的招标项目ꎬ 提升

人民群众幸福指数ꎮ

【党风廉政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坚持

把纪律挺在前面ꎬ 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ꎮ 通过学习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ꎬ 学习党章和 «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ꎬ 研读 «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关于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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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摘编» 等重要书目ꎬ 引导党

员干部进一步知形势、 明责

任、 顾大局ꎮ 建立内外部监督

机制ꎬ 制定廉洁自律 “五不

准”ꎬ 坚持用制度管人、 管事ꎬ
全体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利

观、 地位观、 利益观ꎬ 认识到

违法违纪的危害性ꎬ 增强在新

形势下拒腐防变的能力ꎮ 强化

“两个责任” 落实ꎬ 严格履行

“一岗双责”ꎬ 加大招标工作的

廉政建设ꎮ 结合中共蓝山县委

开展的 “两学一做” 学习教

育ꎬ 组织开展党课、 召开民主

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ꎬ 学习宣

传身边的先进典型事迹ꎬ 列举

违纪违法典型案例ꎬ 组织党员

干部联系个人实际ꎬ 对照正反

典型反思自省ꎬ 以解决问题的

成果检验学习教育实效ꎮ

【招标采购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把学

习作为提升政治素养和业务能

力的重要手段ꎬ 采取多种学习

模式、 拓宽学习渠道、 强化学

习效果ꎮ 全年组织集体学习 ６
次ꎬ 重点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

国招标投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 及 «政府采购

法实施条例» 等法律法规和

ＰＰＰ 项目发展、 应用相关知识ꎬ
夯实规范招标基础ꎮ 开展理论

与实践探索ꎬ 撰写相关专业论

文ꎬ 提升个人招标采购工作水

平ꎬ 增强交易中心整体合力ꎮ
依法依规招标ꎬ 每个项目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履行招标程序ꎬ

确保招标信息发布、 招标文件

上传与发出、 质疑答疑、 抽取

评标专家、 提交投标保证金、
递交投标文件、 开标、 评标、
公示中标候选人、 签发中标通

知书等环节阳光透明ꎬ 维护公

共资源交易及招标投标活动公

平公正ꎮ 坚持招投标 “提前介

入、 主动服务”ꎬ 确保平稳高效

完成每个项目ꎮ 与招标单位联

系对接ꎬ 听取有关各方意见和

建议ꎬ 进一步优化服务举措ꎬ
提高工作效率ꎬ 做到 “主动办、
马上办”ꎬ 推进招投标和采购工

作的实施ꎮ

食品药品工商

质量监督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食

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以

“强化监管、 保障安全、 服务

发展、 提升形象” 为主线ꎬ 完

成年度各项工作任务ꎮ

【商事制度改革】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

管理局开展 “放管服” “双随

机一公开” “最多跑一次” 改

革工作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全县市场主体累计 １０６５０ 户ꎬ
注册资本 １１５ ４９ 亿元ꎮ 全年

全县新设立市场主体 ２０２１ 户ꎬ
其中: 新登记私营企业 ４８３
户、 新登记个体工商户 １５３６
户、 外资 ２ 户ꎮ 办理动产抵押

物登 记 １０ 件ꎬ 主 债 权 金 额

７５６２ ６ 万元ꎮ

【市场主体年报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

监督管理局建立以信用监管为

核心的新型监管体系ꎬ 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ꎮ 完成 ２０１７ 年度

各类市场主体年报公示工作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申报 ２０１７
年度企业应报 １２０５、 已报 １０６４
户ꎬ 年报率 ８８ ４６％ꎻ 农民专

业合作社应报 ３７１ 户、 已报

３１０ 户ꎬ 年报率 ８３ ５６％ꎻ 个体

工商 户 应 报 ６２６８ 户、 已 报

５５０７ 户ꎬ 年报率 ８７ ８６％ꎮ

【商标品牌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本地新申请商标注册

１９６ 件ꎬ 培育地理标志商标 ２
件ꎮ 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

管理局指导 “蓝山黄花梨”
“蓝山西瓜” 涉农商标申请地

理标志商标ꎬ 指导 “蓝山最忆

湘江源” “云冰山” 等地域景

点名称注册商品商标、 服务商

标、 区域商标和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ꎮ 成立知识产权公司ꎬ 聘

请广东品牌建设咨询公司为蓝

山县的品牌建设进行顶层设

计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蓝山

县本地有效注册商标 ９１８ 件、
本地新注册商标 ８５ 件ꎬ 其中

省著名商标 ６ 件、 市知名商标

１０ 件ꎮ

【计量检定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

管理局开展 “四个进入” 专项

行动ꎬ 专项整治超市ꎬ 市场的

计量器具ꎬ 免费检定、 校准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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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计 ４０ 多台 (件)ꎬ 电能表

１２０ 多块ꎮ 完成全县 １００ 台出

租车计价器的检定工作ꎬ 全年

检定计量器具 ３０００ 台 /件ꎬ 其

中检定电能 １３００ 块ꎬ 合格率

为 ９８ ８％ꎮ 开展 “两免费” 检

定工作ꎬ 完成医疗机构 ６６１ 台

件计量器具和农贸市场 １２５８
台件计量器具免费检定ꎬ 检定

合格率均为 １００％ꎮ 稳步推进

食品许可工作ꎬ 利用基层所的

区域监管优势ꎬ 实行痕迹化管

理模式ꎬ 并按照食品经营许可

审查通则的标准进行审查审

核ꎬ 全年受理许可申请 １８０
家ꎬ 核发 １５２ 家ꎬ 全县有 １２７２
家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取得有效

许可资质ꎮ

【市场安全监管】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

管理局组织开展食品安全专项

整治行动ꎮ 全年先后组织开展

元旦春节两节市场食品安全专

项整治、 学校及周边食品安全

专项整治、 饮用水安全专项检

查、 “五小行业” 专项整治、
农村食品 “护源” 行动、 “护
苗”、 “护老” 等行动ꎬ 出动执

法人员 ２１００ 余人次、 执法车

辆 ２４０ 余台次ꎬ 检查食品生产

经营主体 ７６７ 户次ꎬ 立案调查

７８ 起ꎮ 开展 “三品一械” 专

项整治行动ꎬ 开展无菌、 植入

性和计划生育用医疗器械等专

项检查、 药品零售企业违规销

售处方药专项检查、 特殊药品

和专管药品流通监督检查、 保

健食品、 化妆品等专项整治行

动ꎬ 全年出动执法车辆 ４１２ 车

次、 执法人员 １８５３ 人次ꎬ 检

查药品、 医疗器械、 保健食品

和化妆品经营单位 ５２６ 家次ꎬ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３６ 份ꎬ
立案 ２６ 起ꎮ 抓好特种设备安

全监管ꎬ 开展 “岁末年初” 特

种设备安全大检查、 “春节两

会” 特种设备安全大检查、 特

种设备打非治违 “百日行动”、
特种设备 “强执法防事故” 专

项行动ꎬ 开展气瓶充装、 检验

单位安全大检查行动ꎬ 出动执

法人员 ６００ 余人次ꎬ 检查单位

和企业 ８５ 家ꎬ 下达 «特种设

备安全监察指令书» １２０ 份ꎬ
排查隐患 １８２ 项ꎬ 督促整改

１４２ 项ꎬ 查封设备 ８ 台套ꎬ 立

案查处 ３５ 起ꎮ

【投诉举报案件受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

监督管理局加强 “３１５” 投

诉举报协同办理工作机制ꎬ 做

好 “１２３３１”“１２３１５” “１２３６５”
服务热线的交办件办理ꎬ 实现

办结率和回复率 １００％ꎮ 全年

受理投诉案件 １３６ 件ꎬ 成功调

解 １２６ 件、 立案调查 １０ 件ꎬ 其

中涉及汽车 ５ 件、 预付式消费

卡 ８ 件、 房产 １ 件、 食品类 ３６
件、 日用品 ３４ 件、 虚假宣传

１２ 件ꎬ 其他消费 ４０ 件ꎬ 为消

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３０ 余万元ꎮ
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ꎬ
推进餐饮服务企业 “明厨亮

灶” 工程和学校 (单位) 食堂

标准化建设工作ꎬ 全年投入经

费 ７５ 万元专门用于学校 (单

位) 食堂标准化建设工作ꎬ 完

成 １５ 家学校 (单位) 食堂标

准化建设的申报工作ꎬ １３ 家食

堂进行验收ꎮ 推进 “红盾护农

行动”ꎬ 以种子、 化肥、 农药

三大主要农资商品为重点ꎬ 加

大农资监管工作的力度和对农

资市场的检测力度ꎬ 打击制售

假冒伪劣农资商品的违法行

为ꎬ 维护广大农民的合法权

益ꎮ 全年抽检 １８ 个批次ꎬ 对 ３
个不合格品种的肥料进行立案

查处ꎬ 罚没入库 １ ７ 万元ꎮ

【市场环境规范】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

管理局开展非法集资风险专项

排查清理活动ꎮ 全年检查投融

资企业 １７ 家ꎬ 并对 １１ 家投融

资企业进行行政约谈ꎬ 将 １ 家

涉嫌非法集资的企业上报到市

局ꎮ 检查投融资广告 ２０ 条次ꎬ
净化金融广告市场ꎬ 维护蓝山

县正常的金融秩序ꎮ 强化无证

无照取缔工作ꎬ 建立健全 “查
无” 工作信息通报、 案件移送、
挂牌督办、 责任追究、 属地管

理、 形势分析、 工作会商等工

作制度ꎬ 定期组织召开 “查无”
工作成员和联络员会议ꎬ 研究、
部署、 协调重点工作的开展ꎬ
全年清查无证无照经营户 １４２
户ꎬ 引导办照 １２０５ 户ꎬ 立案查

处 １５ 起ꎬ 处罚金额 １３ １７ 万元ꎮ
开展烟草整治工作ꎬ 联合烟草

部门ꎬ 采取分片分组开展工作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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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点市场集中人力进行整治ꎬ
联合开展综合治理工作 ３ 次ꎬ
独立开展 ２ 次ꎬ 出动执法人员

６３ 人次ꎬ 检查烟草经营户 ４００
余户ꎬ 规范引导办证 １２ 户ꎬ 立

案查处 ７ 起ꎮ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

局提高队伍建设水平ꎬ 对照年

中 “谈心谈话” 和年底调研座

谈 ２ 次全局性交流活动ꎬ 收集

整理干部职工意见建议ꎬ 分析

反馈机构改革形势进展ꎮ 通过

每年 ２０ 多场次省市组织的业

务培训ꎬ 提高干部队伍的理论

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ꎮ 提高党

风廉政与作风效能建设水平ꎬ
成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推

进惩防体系建设领导小组ꎬ 建

立健全党风廉政责任落实机

制ꎬ 加强纪检监察队伍与制度

建设ꎬ 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状ꎮ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倡廉宣传教育ꎬ 召开党风廉政

建设警示大会ꎬ 所有股所队长

进行述职述廉ꎮ 开展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等主题教育活

动ꎮ “七一” 期间组织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党恩” 主题

演讲比赛ꎬ 参加县里组织的

“不忘初心、 争创一流” 主题

演讲比赛ꎮ 开展 “周五政治学

习日” 活动ꎮ 提高法治建设水

平ꎬ 全年立案查处 ２５５ 起ꎬ 结

案 ２００ 起ꎮ 宣传普及市场监管

法律法规知识ꎬ 参加普法考试

和执法证考试ꎮ 推进 “两法衔

接” 工作ꎬ 完成 “互联网＋政

务公开” 梳理和公示工作ꎮ

优化经济环境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优

化经济环境办公室贯彻落实

«永州市 ‹对接 “北上广” 优

化大环境行动导则› 实施方

案» 和全省优化发展环境现场

会上中共湖南省委、 省人民政

府主要负责人讲话精神ꎬ 做好

２０１８ 年县委经济工作会报告安

排的工作任务ꎬ 推动全县经济

发展环境实现大优化、 大提

升ꎮ 县 “ １２３４５” 公共服务热

线受理来电 ５６１ 件ꎬ 其中投诉

３０７ 件、 咨询 １６４ 件、 求助 ８２
件、 建议 ２ 条、 其他 ６ 件ꎬ 全

部经网格联动处置平台派单、
交办ꎬ 按时处置率 １００％ꎬ 群

众满意率 ９８％以上ꎮ
存 在 的 主 要 问 题: 县

“１２３４５” 公共服务热线不稳ꎬ 热

线接通率低ꎻ 优化经济环境测评

工作不理想ꎬ 市里开展的 “精
准测评”ꎬ 蓝山综合成绩垫底ꎮ

【涉企检查】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优化经济环境办公室贯彻落

实 «湖南省规范涉企检查若干

规定» «永州市规范对企业和

重点项目检查行为的若干规

定» 规定ꎬ 执行 “企业宁静

日” 制度和 “涉企检查报备制

度”ꎮ 年初制定 «规范涉企检

查的工作方案»ꎬ 下发 «关于

报送 ２０１８ 年涉企常规检查计

划的通知»ꎬ 并对各执法机关

报送的 «涉企常规检查工作计

划» 进行公示ꎮ 全年有 １７ 个

单位报送涉企检查计划ꎬ 并办

理涉企检查备案手续ꎮ 督促各

涉企执法检查单位报送和公示

涉企检查结果ꎬ 解决执法部门

多头执法、 重复执法、 选择性

执法、 以罚代管、 执法检查时

随意强制企业停建停产、 随意

对企业停电停水停气、 执法过

程不规范、 执法结果不透明不

公开等问题ꎮ

【涉企收费】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优化经济环境办公室对办理

各类事项的服务内容、 办理程

序、 审批资料、 承诺时限、 收

费标准通过网站、 «服务指南»、
电子屏幕等予以公开ꎬ 接受社

会监督ꎮ 进入县政务服务中心

的所有部门收费项目ꎬ 由县发

改委、 监察局、 优化办进行监

督ꎬ 重点对收费项目的规范性、
收费标准、 有无搭车收费进行

审核ꎮ ７ 月ꎬ 县发改委牵头ꎬ
组织县财政局、 县优化办共同

对全县重点涉企收费单位进行

专项检查ꎻ 县发改委开展城市

供水、 供气、 供暖、 电信领域

价格重点检查ꎻ 对县国土、 疾

控预防部门收费和价格执行情

况进行检查ꎬ 均未发现有乱收

费和价格违法行为ꎮ

【调研活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优化经济环境办公室制定

«２０１８ 年提高人民群众对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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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满意度工作方案»ꎬ 以

提高人民群众对蓝山的满意度

为目标ꎬ 开展各类调研活动ꎮ
３ 月—４ 月ꎬ 县优化办工作人

员到工业园区企业进行走访调

研ꎬ 走访企业 ４８ 家ꎬ 发放问

卷调查表格 ４８ 份ꎮ 从涉企执

法检查、 政策宣传落实、 政务

审批服务、 建设经营环境、 园

区配套服务、 部门服务企业等

方面进行问卷调查ꎮ 当面询问

有关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意见

和建议ꎬ 收集问题 １５ 个ꎬ 分

别交办 ８ 个相关单位ꎮ １１ 月ꎬ
对 ２００ 位政务服务对象进行电

话回访ꎬ 对 ３６０ 位企业、 项目

等代表进行关于蓝山经济发展

环境方面的意见、 建议和满意

度方面的电话回访和优化经济

发展环境工作宣传ꎮ １２ 月ꎬ 开

展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和工业园

区电力保障工作座谈会和走访

调研ꎬ 列出问题清单 ２６ 个ꎬ
采取措施解决企业的反映的问

题ꎬ 帮 助 企 业 解 决 存 在 的

难题ꎮ

【投诉受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优化经济环境办公室整合优

化经济环境投诉、 行政效能投

诉、 “１２３４５” 公共服务热线投

诉平台于一体ꎬ 形成 ２４ 小时

全天候投诉受理机制ꎮ 依托

“智慧蓝山” 联动处置平台ꎬ
实现县 “１２３４５” 公共服务热

线与网格管理事件联动处置平

台、 “１１０” 接警中心 “三台合

一”ꎬ 实现市、 县两级 １２３４５
平台的无缝对接ꎮ 是年ꎬ 县

“１２３４５” 公共服务热线受理来

电 ５６１ 件ꎬ 其中投诉 ３０７ 件、
咨询 １６４ 件、 求助 ８２ 件、 建议

２ 条、 其他 ６ 件ꎬ 全部经网格

联动处置平台派单、 交办ꎬ 按

时处置率 １００％ꎬ 群众满意率

９８％以上ꎮ

【优化经济环境专项行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优化经济环境

办公室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
改革事项专项督查ꎬ 推进 “双
随机一公开” 监管工作ꎮ 在全

县范围开展了政府合同履约情

况专项清理工作ꎬ 加强政府诚

信建设ꎬ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ꎮ
开展 “工程建设领域违规招投

标” 问题整治专项行动ꎬ 重点

整治围标串标、 挂靠和借资

质、 不严格依法依规评标、 违

反招标程序、 违法转包分包、
违法违规设定招标限制条件、
故意泄露标底、 拆分项目设计

规避招投标等问题ꎮ 开展 “领
导干部插手工程建设” 问题整

治专项行动ꎬ 重点整治打招呼

指使他人与开发商 “对接”ꎻ

让特定关系人低价中标ꎬ 再变

更设计、 增加工程量、 高价结

算为开发商获利提供帮助ꎻ 为

开发商争取非法利益 “站台”
等问题ꎮ 开展重点企业 “精准

帮扶” 专项行动ꎬ 重点解决历

史遗留问题解决难、 融资贷款

难、 招工引才难、 周边矛盾协

调难、 用电用水保障难、 市场

拓展难、 技术创新难等问题ꎮ
开展 “政策惠企” 专项行动ꎬ
重点解决政策宣传不到位、 对

上级政策选择性或变相执行、
在政策执行中打折扣设障碍打

太极、 自行制订的政策大而化

之无针对性和操作性、 在支持

重点企业和重大产业发展上缺

乏有力有效专门政策、 个别单

位工作人员将上级政策变成私

权送人情谋私利等问题ꎮ 开展

“项目提速” 专项行动ꎬ 重点

解决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慢ꎬ 征

地拆迁慢ꎬ 资金审核慢及 “三
强三堵” 等影响项目建设进度

等问题ꎮ 开展 “阳光执法” 专

项行动ꎬ 重点解决多头执法、
重复执法、 选择性执法、 以罚

代管、 执法检查时随意强制企

业停建停产、 随意对企业停电

停水停气、 执法过程不规范、
执法 结 果 不 透 明 不 公 开 等

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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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工业企业改制服务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工

业企业改制服务办公室推进企

业改革ꎬ 维护企业和职工的利

益ꎬ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ꎬ 各项

工作取得一定成绩ꎮ 全年未出

现群体性职工游行集会事件和

群体性越级上访事件ꎻ 没有赴

省进京非法上访及安全事故发

生ꎻ 在特别防护期间信访维稳

工作受到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

民政府表彰奖励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工作人

员少ꎬ 力量薄弱ꎻ 信访维稳工

作压力大ꎻ 企业改制工作经费

不足ꎮ

【企业改制】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工业企业改制服务办公室按

照改制工作计划ꎬ 加快推进县

鞋厂、 纸厂、 五金工具厂 ３ 个

企业改制工作ꎮ 在 ２０１７ 年取得

初步数据的基础上ꎬ 经过对 ３８３
名职工一次性安置补偿款多次

核对和公示ꎬ 确定一次性安置

费补偿金额ꎬ 并与职工签订职

工身份置换协议ꎬ 补偿金于 ２
月 １３ 日全部发放到企业职工本

人ꎮ 集体企业县鞋厂、 纸品厂、
五金工具厂 ３ 个企业的改制工

作基本完成ꎮ 瓷厂改制后续工

作有序推进ꎮ

【企业职工队伍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工业企业改制服务

办公室按照中共蓝山县委、 县

人民政府要求ꎬ 加强信访维稳

工作的调度力度ꎬ 做到 “盯死

看牢”ꎮ 所有工作人员 ２４ 小时

保持手机畅通ꎮ 党员做到边学

习边下企业走访调研ꎬ 边做职

工思想稳定工作ꎬ 开展谈心与

企业职工交流思想ꎬ 注重抓好

企业职工思想教育ꎬ 加强对信

访老户稳控和教育工作ꎬ 基本

达到稳控目标ꎮ 对可能发生的

群体事件ꎬ 均作应急防范和化

解措施ꎮ 全年未出现群体性职

工游行集会事件和群体性越级

上访事件ꎻ 做好各类信访人员

接访工作ꎬ 完成县级领导包案

的二件信访积案 “积案清零”
工作ꎬ 解决多年未解决的 “唐
盛生信访案” “黄细玲信访案”
等信访积案ꎮ 做好在企业改制

过程中出现信访苗头的化解工

作ꎬ 全年没有赴省进京非法上

访及安全事故发生ꎬ 工改办系

统全年基本稳定ꎮ

【社会综合治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工业企业改制服务办公

室结合 “周五学习日” 和 “主
题党日” 等学习教育活动ꎬ 从

关心职工、 珍爱生命等人本精

神出发ꎬ 对所属企业危旧厂

房、 职工宿舍等逐一进行检

查ꎬ 下发整改通知ꎬ 并督促整

改到位ꎮ 多渠道募集各类走访

慰问资金 １３ 万余元ꎬ 为所辖

企业近 ４００ 名特困职工 (退

休) 送温暖ꎬ 通过工会组织去

走访特困职工群众ꎬ 解决特困

职工春节过节问题ꎮ 所辖企业

社会大局稳定ꎬ 全年未出现一

起治安案件、 刑事案件和安全

生产责任事故ꎮ

【党建引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工业企业改制服务办公室党

组针对 ２０１７ 年考核被定为软

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的情况ꎬ 加

大整改力度ꎬ ３ 月成立退休机

关党支部ꎬ 选举产生退休机关

党支部领导班子ꎬ ４ 月对机关

党支部进行换届选举ꎬ 开展支

部工作ꎮ 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ꎬ 开展 “周五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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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主题党日” 等学习教育

活动ꎬ 做好资料的整理归档工

作ꎻ 坚持 “三会一课” 和 “一
会四评” 制度ꎬ 开展党组书

记、 支部书记给党员上党课活

动ꎬ 开好组织生活会ꎬ 增强为

人民服务的本领和能力ꎬ 进推

进集体企业改制工作ꎬ 加强对

职工的思想教育ꎮ 做好企业党

建资料的移交工作ꎬ 把 ４ 个已

改制企业支部撤销或移交乡镇

和社区ꎬ 把已改制企业的党员

移交到本人户口所在地乡镇的

党委、 社区进行管理ꎮ

供 电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国网蓝山

县供电公司以问题为导向ꎬ 完

成年度工作任务ꎮ 是年ꎬ 公司

完成售电量 ３ ６５ 万千瓦时ꎬ
增长 ２５ ７２％ꎻ 实现销售收入

２４４９９ ２３ 万元ꎬ 增长 ２４ １１％ꎻ
上缴税收 １９５０ 万元ꎻ 线损率

５ ８２％ꎬ 下降 ５ ８６％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特殊电

价整治推动难度大对电站和变

电站近区的整治工作还处于前

期摸底调研阶段ꎬ 没有取得实

质性突破ꎻ 基础薄弱ꎬ 历史欠

账多ꎬ 老旧设备线路缺陷多ꎬ
安全隐患大ꎬ ３５ 千伏、 １０ 千

伏线路大头小尾ꎬ 毛细血管大

量存在ꎬ 事故、 故障停电较频

繁ꎬ 用户投诉管控压力较大ꎬ
公司结构性缺员严重ꎬ 高技能

高技术管理人才缺乏ꎻ 属地协

调工作难度大ꎬ 农网改造工程

推进难度大ꎬ 自供区、 贫困村

电网资产接管、 改造难度大ꎮ

【安全生产】 　 ２０１８ 年ꎬ 国网

蓝山县供电公司推进安全生产精

益化和标准化管理ꎬ 开展春秋季

安全大检查和隐患缺陷排查治

理ꎬ 不断加强安全管控ꎬ 安全工

作质效得到大幅提升ꎮ 进一步细

化和规范各类作业的把关要求和

稽查管理ꎬ 施工、 规范作业现场

管控ꎬ 安全生产局面持续稳定ꎬ
全年未发生轻伤及以上人员伤亡

事故ꎬ 未发生较大面积的电网停

电事故ꎬ 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稳定的电能保障ꎮ

【重点工程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国网蓝山县供电公司强化项目

管理ꎬ 推进电网建设、 农网改

造和小型基建项目建设ꎬ 按时

间节点完成建设改造任务ꎮ 完

成主网建设投资 １ ６ 亿元ꎬ 架

设四海坪、 大桥风电场 １１０ 千

伏木半塔线路 ５６ 千米ꎬ 架设

２２０ 千伏蓝山至临武联网线路

３６ 千米ꎬ 开工建设 ３５ 千伏楠市

变电站ꎬ 启动 １１０ 千伏都龙变、
３５ 千伏浆洞变建设工程前期工

作ꎻ 完成农网改造工程投资

７４００ 万元ꎬ 改造总户数 ４６００
户ꎻ 完成生产综合楼投资 １２００
万元ꎬ 主体工程顺利封顶ꎬ 室

内外装修有序推进ꎻ 开展贫困

村电网改造工作ꎬ 推进 ３３ 个贫

困村的测量设计工作ꎬ 完成所

有村组的测量设计及资料报送

工作ꎻ 自供区接管有序推进ꎬ

完成 ２５ 个村的资料收集、 整

理、 报批工作ꎻ 完成 １１０ 千伏

都龙变电站和 ３５ 千伏浆洞变电

站前期筹备工作ꎬ 项目建设用

地的报批工作有序开展ꎻ 配合

蓝山大道、 东方大道杆线搬迁ꎬ
四海坪、 紫良、 大桥风电站并

网线路建设ꎬ 确保全县重点工

程推进ꎮ

【员工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国网蓝山县供电公司加强政治

理论学习ꎬ 开展创建 “四好”
领导班子活动ꎮ 落实 “一岗双

责” 工作责任ꎬ 把抓好党的建

设与抓好安全生产、 经营管理

结合起来ꎬ 开展党内创先争

优、 五好党支部、 安全先锋工

程、 党员 “双无” 示范岗、 党

员 “一帮一” “一带三”、 党

员服务队进社区、 进校园、 进

厂矿等活动ꎬ 增强广大党员的

使命感和荣誉感ꎬ 发挥公司党

总支和基层支部的凝聚力、 号

召力、 战斗力的战斗堡垒作

用ꎮ 遵守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制

度、 工作规定、 工作纪律ꎬ 公

司党总支定期开展 “三会一

课” 和谈心谈话活动ꎬ 组织党

员集中学习培训ꎬ 筑牢预防腐

败的思想道德防线ꎬ 培育党员

干部廉洁从业理念、 淡泊名

利、 忠实履职的自律理念ꎮ

经 济 开 发 区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

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 区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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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围绕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

各项战略部署ꎬ 按照 “抓项

目、 保 增 长、 调 结 构、 促 发

展” 的总要求ꎬ 以产业发展和

项目建设为核心ꎬ 加强干部队

伍执行力建设ꎬ 推动园区提质

升级ꎮ 是年ꎬ 实现签约招商引

资项目 ７ 个ꎬ 总投资额 ５ ５ 亿

元ꎬ 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２ 个ꎬ
超额完成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

民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ꎮ 规模

工业总产值完成 １３５ ３６ 亿元ꎬ
增长 ２１％ꎻ 规模工业增加值完

成 ３２ 亿元ꎬ 增长 ８％ꎻ 工业集

中度 ９２％ꎻ 入统规模企业达到

１２ 家ꎬ 新增入园 ５０００ 万元以

上的工业项目数 ９ 个 (市考核

指标 ８ 个)ꎬ 新增竣工投产

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工业项目 ６ 个

(市考核指标 ４ 个)ꎻ 外贸进出

口额完成 ２ ２ 亿美元ꎬ 增长

２９％ꎻ 税收实现 １ ２ 亿元ꎬ 增

长 ２０％ꎮ 是年ꎬ 蓝山县被授予

“中国毛衫名城” “中国纺织产

业集群试点县” 等称号ꎬ 蓝山

县经济开发区获 ２０１８ 年度湖

南省科技强县先进单位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济指

标仍有短板ꎬ 一些主要指标特

别是规模工业总产值、 规模工

业增加值增幅、 园区工业集中

度等经济指标离目标任务还有

一定差距ꎻ 项目入园落地缓

慢ꎬ 全年签约入园招商引资项

目 ９ 个ꎬ 其中需要供地的 ６ 个

项目未实现供地ꎻ 生产要素存

在短板ꎬ 园区重点企业整体用

工缺口约为 １０００ 余人ꎬ 企业

满员生产的预期难以实现ꎬ 新

引进落户企业用工需求大ꎬ 部

分企业存在融资难问题ꎮ

【干部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
区管委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ꎬ 定期开展全体干

部职工政治学习活动ꎬ 传达学

习中央八项规定及省市县的文

件精神ꎮ 围绕党风廉政建设ꎬ
严格执行财政公务接待费用报

账 “十条规定”ꎬ 制定财务审批

监督机制ꎬ 严控三公经费开支ꎬ
严守规定强自律ꎬ 主动认账抓

整改ꎬ 严格追责抓落实ꎬ 厉行

节约提效率ꎬ 确保公务接待活

动不超标、 不违规、 不违纪ꎮ
对标上级有关要求ꎬ 清理办公

用房ꎬ 执行相关规定ꎬ 对照标

准进行彻查整改ꎮ 组织各类专

题学习活动ꎬ 通过党员干部集

中观看警示片教育、 集中学习

等形式ꎬ 推动学习教育的常态

化ꎮ 加强制度建设ꎬ 党工委与

各局室签订党风廉政建设目标

责任书ꎬ 明确目标并压实责任ꎬ
加强机关干部职工作风纪律建

设ꎮ 加强作风监督ꎬ 对全体干

部职工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廉洁纪律、 群众纪律、 工作纪

律、 生活纪律等方面进行全天

候、 常态化督查ꎬ 经开区机关

２０１８ 年全年未发生一起违纪违

法事件ꎮ

【招商引资】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 区管委

会把招商引资作为加快园区发

展的 “一号工程”ꎬ 创新招商

引资思路和举措ꎬ 明确园区承

接产业转移工作方向ꎬ 重点产

业引进皮革皮具、 智能制造、
轻纺服装等产业ꎬ 强化补链强

链进行精准招商ꎮ 贯彻落实湖

南省委书记杜家毫到蓝山考察

后的指示精神ꎬ 中共永州市

委、 蓝山县委两级主要领导带

队到粤进行招商ꎬ 开展 “迎老

乡、 回家乡、 建家乡” 活动ꎬ
采取 “流动党组织＋皮具产业

链” 模式为招商牵桥搭线ꎬ 确

立皮革皮具产业为主导产业ꎬ
做大做强蓝山的皮革皮具产

业ꎮ 蓝山县委书记秦志军先后

５ 次率领招商小分队赴粤招商ꎬ
发扬 “四皮五干” 精神 (即硬

着头皮、 厚着脸皮、 磨破嘴

皮、 踏破脚皮ꎬ 晚上当着白天

干、 雨天当作晴天干、 假日当

作平时干、 两天事情一天干、
两人事情一人干)ꎮ ９ 月 １０ 日ꎬ
举办 “２０１８ 中国蓝山皮革皮具

招商推介会暨皮革皮具产业研

讨会”ꎬ ２００ 多位全国各地的皮

具行业的领军人物及皮具研究

专家参加ꎬ 现场签约投资项目

１１ 亿元ꎮ 应邀参加温州商会、
广州中小企业促进会、 ２０１８ 中

国皮革智慧产业高峰论坛暨第

三届全国皮革工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换届大会、 中国皮革协

会箱包皮具专业委员会 ２０１８
年会等活动并作专场招商推

介ꎮ 一批行业协会商会及国内

外知名企业先后 ５０ 批次到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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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ꎬ 正式签约 １１ 家企业ꎬ
总投资额 ２０ 亿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引

进皮 革 皮 具 企 业 ７２ 家ꎮ 以

“委托招商＋产业基金” 模式ꎬ
与中国皮革协会、 众皮联、 清

控科创联手合作签署 «蓝山皮

革皮具生态智慧产业园合作共

建合同»ꎬ 投资约 ６０ 亿元打造

“蓝山皮革皮具生态智慧产业

园”ꎬ 项目规划用地 １６０ 公顷ꎬ
建设皮具皮革研发设计中心、
原材料直购中心 (０２０)、 产品

展示中心ꎮ 出资设立 “蓝山皮

革皮具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基

金”ꎬ 基金总规模 ４ ０４ 亿元ꎮ
实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７ 个ꎬ
总投资额 ５ ５ 亿元ꎬ 其中亿元

以上项目 ２ 个ꎬ 超额完成中共

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下达的

目标任务ꎮ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 “园区升级” 战役上报市级

重点项目 ８ 个ꎬ １—１１ 月完成

投资 １１ ４７ 亿元ꎬ 占全年目标

任务的 ９５ ６％ꎮ 其中ꎬ 星月玩

具三期项目 ３ 月 ２ 日动工ꎬ 完

成基础施工ꎬ 厂房及食堂、 宿

舍楼主体施工有序推进ꎻ 德晟

纺织服装工业园项目完成机器

设备安装ꎬ 后四幢厂房主体施

工有序推进ꎻ 皮具产业园项目

建成标准厂房 ６ 幢ꎬ 园区内主

道、 装修工程及配套基础设施

完工ꎬ 部分企业入驻ꎬ 总部大

楼进行地勘ꎻ 舜蓝茶油科技项

目厂房、 办公楼、 仓库、 宿舍

主体完工ꎬ 装修和设备安装调

试有序推进ꎻ 标准厂房二期工

程项目 １０ 公顷土地完成征收

和清表、 场地平整ꎬ 完成主体

工程招标ꎻ 万和科技项目已建

成厂房 ４ 幢 １ 万平方米ꎬ 办公

楼、 宿舍楼主体完工ꎬ 装修工

程有序推进ꎬ 入驻企业 ３ 家ꎬ
用工 １５０ 人ꎻ 龙泉大道项目完

成东方大道至学府路路基、 地

下管道、 水稳层施工ꎬ 即将进

行路面硬化ꎻ 示范性学校项目

１、 ２、 ３ 号教学楼、 宿舍楼的

基础及主体施工有序推进ꎮ

【产城融合配套】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

(６＋２) 建设ꎬ 如工业污水处理

厂、 自来水厂、 变电站、 客户

接待平台、 创业孵化中心、 企

业服务一站式窗口和劳动力服

务中心、 集中供热和供气等都

均稳步推进或建成ꎮ 建成专家

公寓楼 ２ 幢、 综合性文体休闲

中心 １ 个、 商务酒店 １ 家、 现

代商贸物流平台 １ 个、 样板路

１ 条、 住宅小区 １ 个、 生活性

超市 １ 家ꎮ 综合性医院和样板

路建设有序推进ꎮ 新增与城区

连接的公交线路 １ 条ꎮ 工业污

水处理厂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完

成招标ꎬ 项目完成土方平整、
施工围挡安装、 用水用电设施

等的建设ꎮ

【参与中心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 区

管委会贯彻落实党建 “一岗双

责” 的要求ꎬ 推进 “两学一

做” 学习教育的常态化、 制度

化工作ꎬ 开展在职党员进社区

活动ꎬ 采取多种方式丰富支部

活动ꎮ 新组建园区联合支部 ５
个ꎬ 非公党组织达到 １０ 个ꎬ
党员人数 ５０ 人ꎬ 按 “三区一

校七室” 建成园区党群活动服

务中心并投入使用ꎻ 对口联系

南平街道办事处湖叠村ꎬ 通过

精准施策、 精准脱贫、 争资跑

项等措施ꎬ 全村贫困户 ２３ 户、
１０７ 人已脱贫 ２０ 户、 ９８ 人ꎬ 建

起投资 ４５ 万元的 ６０ 千伏安光

伏电站ꎬ 完成投资湖海自来水

引水工程近 ３０ 万元ꎬ 拓宽投

资 ８ 万元进村公路ꎬ 建成村综

合办公楼投资 ２０ 余万元ꎬ 完

成木汗底水渠投资近 ４ 万元ꎬ
硬化百叠岭到湖海水泥路投资

近 ９０ 万元ꎬ 实现整体退出脱

贫目标ꎻ 深化产业园区管理体

制改革ꎬ 推动 “放管服” 和商

事制度改革ꎬ 全面深化改革工

作有序推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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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农

业委员会贯彻落实中央、 省、
市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精神ꎬ 推

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ꎬ 坚持质

量兴农、 绿色兴农、 品牌强

农ꎬ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 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ꎬ 全

县农业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发

展态势ꎮ
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农业

基础设施、 农业项目和资金投

入严重不足ꎬ 抵御自然灾害能

力不强ꎻ 农业新产业新业态培

育不快ꎬ 农产品加工、 休闲农

业、 农业电子商务等农业新产

业新业态发展处于起步阶段ꎻ
金融资金对农业的准入门槛太

高ꎬ 农业保险机制不健全ꎬ 农

业风险大ꎮ

【农业产业结构优化】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农业委员会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 以市场

为导向ꎬ 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ꎮ 是年ꎬ 全县播种粮食作物

面积 ２ ３ 万公顷ꎬ 完成计划的

１０１ ６４％ꎬ 全 县 粮 食 总 产 量

１３ ９８ 万吨ꎬ 其中高档优质稻播

种面积 ７０４０ 公顷ꎬ 总产 ４ ８ 万

吨ꎮ 蔬菜播种面积 ７３５３ ３３ 公

顷ꎬ 完成全年任务的 １００％ꎮ 蔬

菜总产量 ２２ １ 万吨ꎬ 总产值

４ ８ 亿元ꎬ 商品蔬菜播种面积

６８５３ ３３ 公顷ꎬ 总产量 ２０ ９ 万

吨ꎬ 总产值 ３ ５ 亿元ꎮ 水果种

植面积达到 ４６６６ ６７ 公顷ꎬ 其

中柑橘 １０６６ ６７ 公顷ꎬ 完成市

定任务的 １０７％ꎮ 在花果村、 半

洞村完成葡萄提质改造 ６６ ６７
公顷ꎬ 占计划任务的 １００％ꎮ 全

县水果总产量 ６ ９ 万吨ꎮ 茶叶

完成扩园任务 ２６６ ６７ 公顷ꎬ 完

成计划任务的 １００％ꎬ 全县茶园

总面积 １９６６ ６７ 公顷ꎬ 全县茶

叶采摘面积 １４３３ ３３ 公顷ꎬ 春

茶产量 ２１０ 吨ꎬ 产值 ４６００ 万元

以上ꎬ 其中名优茶产量 １６０ 吨ꎬ
产值 ３９００ 万元ꎮ

【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农业委员会建设农

业品牌ꎬ “蓝山西瓜” 和 “蓝
山黄花梨” 申请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ꎬ 所有资料文本申报国家

知识产权局商标局ꎮ 组织蓝山

县博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蓝

山县恒华米业有限公司、 蓝山

县世国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

社、 蓝山县雷家岭生态种养殖

专业合作社等企业申报 “三品

一标” 农产品产地与产品认

证ꎬ 全年完成新增无公害农产

品 ５ 个、 绿色食品 ３ 个ꎬ “三
品一标” 产地面积 ２３３ ３３ 公

顷ꎬ 续展登记有机食品再认证

８ 个ꎬ 超额完成市农委下达的

目标任务ꎮ 培育农业经营主

体ꎬ 全年新增农业经营主体 ２５
家、 １３０ 户ꎬ 土地流转面积累

计 ８３３ ３３ 公顷ꎬ 其中专业合

作组织流转土地面积 ２３３３ ３３
公 顷、 家 庭 农 场 流 转 面 积

２１３３ ３３ 公 顷ꎮ 有 农 业 组 织

(企业、 合作社) ９００ 余家ꎬ
其中省级龙头企业 ４ 家、 市级

龙头企业 １２ 家ꎮ 有家庭农场

１７２ 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 ４８２
家 １ ２ 万余户ꎮ 围绕 “一县一

特”ꎬ 建设粤港澳农产品供应

基地ꎬ 全县供粤港澳蔬菜基地

面积 ５０００ 公顷ꎬ 主要种植品

种有 香 芋、 紫 茄、 生 姜、 辣

椒、 菜心、 莴笋、 包菜、 苦瓜

等ꎮ 通过无公害蔬菜产地认定

的蔬菜基地面积 ２３３３ ３３ 公

顷ꎬ 认证的无公害蔬菜基地 ８
个ꎬ 通过有机蔬菜产地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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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基地面积 ３３ ３３ 公顷ꎬ 认

证的有机蔬菜品种 １５ 个ꎮ

【农业可持续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农业委员会树立 “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ꎬ 加

快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

型农业ꎮ 实施化肥农药减量行

动ꎬ 化肥使用量减少 ５０００ 吨ꎻ
农药使用量减少 ６５ 吨ꎬ 全县推

广测土配方施肥面积 ３ ３３ 万公

顷ꎮ 施用有机肥面积 ５３３３ ３３
公顷 (主要用于蔬菜、 果树)ꎬ
商品有机肥用量 ０ ８ 万吨ꎮ 全

年发展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

专业化合作组织 ６ 家ꎬ 专业化

统防统治 ５６６６ ６７ 公顷ꎬ 绿色

防控面积 ３５３３ ３３ 公顷ꎬ 平均

每季减少用药 １—２ 次ꎬ 减少农

药用量 １３ ３ 吨ꎮ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农业委员会创

建示范基地ꎮ 全县完成市级农

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 ５ 个ꎬ
总面积 １０６６ ６７ 公顷ꎮ 加强体

系建设ꎬ 建立健全基层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队伍ꎬ 形成县、
乡、 村三级监管网络体系ꎬ 建

设完成标准化规范化乡镇监管

站 ５ 个ꎮ 加强例行监测ꎬ 全县

开展农产品例行检测 ３１１２ 个ꎬ
合 格 率 ９９ ６２％ꎬ 其 中 蔬 菜

２６９９ 个ꎬ 合格率 ９９ ７６％ꎻ 水

果 ４１３ 个ꎬ 合 格 率 ９９ ７４％ꎻ
发部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简

报» ３５ 期ꎬ 全县农产品质量状

况整体保持安全向好ꎬ 县域内

没有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

件ꎮ 建设农产品防伪溯源系

统ꎬ 新增恒华米业、 林云科

技、 绿田园科技和舜妃茶油等

４ 家企业ꎬ 入驻企业总数达到

９ 家ꎬ 总赋码量达到 ４５０ 万枚ꎬ
完成市农委分配的任务ꎮ 开展

专项整治ꎬ 全年开展 ５ 次农产

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ꎬ 出

动执法车辆 ５６ 台 (次)ꎬ 监管

执法人员 ３００ 余人 (次)ꎬ 检

查农资经营门店 ８５ 家ꎬ 查处

农药肥料案件 ４ 件ꎬ 其中农药

３ 件、 肥料 １ 件ꎬ 涉案 ３ 人ꎮ
督促 ５０ 多家水稻、 玉米种子

经营门店在网上进行登记备

案ꎬ 备案品种 ７８ 个ꎻ 实施产

品质量监督种子抽样 ２３ 个ꎬ
全部合格ꎮ 开展农药监管工

作ꎬ 核发农药经营许可证 ４９
张ꎬ 上报省市核发 ６ 家限用农

药经营许可证资料ꎮ

【美丽乡村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农业委员会推进省市级

美丽乡村示范创建ꎬ 全县完成

雷家岭村、 大桥村、 小泉村等

３ 个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ꎬ
完成梅溪村、 同兴村、 大和

村、 高 阳 村、 甘 溪 村、 尧 仁

村、 所城村、 竹林村等 ８ 个市

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ꎬ １１ 个

创建村申报建设项目 ３６ 个、
投入资金 ９６０ 万元ꎮ 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ꎬ 确定榴源村、 上溪

村、 舜河村等 ７０ 个为人居环

境整治重点村ꎮ ６５ 个村通自来

水ꎬ ６７ 个村完成农村电网改

造ꎬ ６３ 个村实现组组通ꎬ 有线

电视电话网络入户率 １００％ꎬ
７０ 个村建成垃圾集中收运系

统ꎬ ７０ 个村建立保洁机制ꎬ 配

备保洁人员人数 ２１５ 个ꎮ 新增

村庄绿化面积 １ ２３ 万平方米ꎬ
６２ 个村庄绿化覆盖率 ５０％以

上ꎬ 新修通村通组公路 ２３ 千

米ꎬ 新安装路灯 １５６０ 盏ꎬ 新

建垃圾污水处理设施 １６０ 处ꎮ
全县清理垃圾 ２５６０ 吨ꎬ 拆除

空心房 １１３０ 间ꎬ 拆除空心房

面积 ６ ７８ 万平方米ꎬ 拆除空

心房率 ９４％ꎬ 清理沟渠河道

９ ２ 千 米ꎬ 完 成 农 户 改 厕

３２６０ 座ꎮ

【产业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出台 «关于蓝山县推进产业

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 «蓝山

县 ２０１８ 年农业产业扶贫实施

细则» 两个文件ꎬ 明确县财政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自主发展产

业的给予 ３０００ 元 /户产业帮扶

资金ꎬ 打卡发放到户ꎬ 重点支

持在贫困村以 “村支两委＋合
作社＋基地＋贫困户” 产业经营

模式运营ꎮ 全年为 ２９１３ 户贫

困户兑现发展产业奖补资金

７７１ ２３ 万元ꎬ 增强贫困村贫困

户造血功能ꎮ 全年财政投入产

业扶贫 ３０００ 多万元ꎬ 其中光

伏扶贫投入 １４８５ 万元ꎬ 扶贫

专项资金安排种养产业项目资

金 ２１５ 万元ꎬ 重点产业扶贫项

目 １５０ 万元ꎬ 通过实施产业扶

贫奖补和重点项目ꎬ 联结带动

贫困 户 １０３０ 户、 贫 困 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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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２０ 人实现脱贫增收ꎮ

【党建引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农业委员会以提升组织力和

服务中心工作能力为重点ꎬ 推

进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ꎮ 强化党员意识ꎬ 坚

持党员干部学习教育日常化、
制度化ꎬ 确保学习教育成效ꎮ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十

九大精神ꎬ 结合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ꎬ 组织中

心组学习、 党课辅导、 座谈交

流等学习活动ꎮ 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ꎬ 实行电子化

软件打卡ꎬ 加强机关日常考勤

管理ꎬ 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

态”ꎬ 做到从严教育、 从严管

理、 从严监督、 坚决防止和纠

正 “宽松软” 的问题ꎮ 以提升

组织力为重点ꎬ 围绕 “基层党

建巩固年” 各项任务ꎬ 不断夯

实基层组织建设ꎬ 批准成立所

属原种场老年支部委员会和农

机局老年支部委员会ꎬ 进行选

举ꎻ 完成所属黄茅岭茶场支部

和原种场支部换届选举工作ꎮ
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ꎬ 发

展党员 １ 名ꎮ

农业综合开发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农

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不断创新和

完善农业综合开发机制ꎬ 对照

省、 市办及县委、 县政府下达

的各项工作任务ꎬ 较好地完成

年度目标ꎮ 是年ꎬ 蓝山县在

２０１７ 年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中完成高标准农田

建设 １１８０ 公顷ꎬ 全部实行田、
水、 路、 林、 山综合治理ꎬ 完

成农业、 水利、 林业和科技措

施综合配套ꎮ 蓝山县 ２０１７ 年

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涉及蓝山县塔峰镇、 楠市

镇、 大桥瑶族乡 ３ 个镇及部分

精准扶贫区ꎮ 项目涉及 １４ 个

行政村ꎬ 分别为楠市镇环连

村、 石泉村、 塘背村 ３ 个行政

村ꎬ 塔峰镇源头村、 早禾村、
东江村、 花果村、 糯江村、 西

埠头村 ６ 个行政村 (为主项目

区)ꎬ 以及大桥瑶族乡堡城村、
舜水村、 乔市村、 呈沅村、 大

冲村 ５ 个行政村ꎬ 项目总投资

２３０２ ００ 万元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０１７ 年

度项目开工时间太晚ꎬ 项目规

划设计、 项目评审工作用时太

多ꎬ 项目工程在 ２０１８ 年初才

开工建设ꎻ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建设的专业人才缺乏ꎮ

【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建

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农业综

合开发办公室完成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产业化项目的省市级验

收ꎮ ２０１６ 年度ꎬ 蓝山县实施农

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 ２ 个ꎬ
项目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动工ꎬ ２０１８
年ꎬ 完成建设内容和任务ꎮ 做

好 ２０１８ 年度农业综合开发产

业化发展项目的申报工作ꎬ 成

功申报 ２０１８ 年度农业综合开

发永州市蓝山县水果优势特色

农业产业园项目ꎬ 争取财政资

金 １０００ 万ꎻ 成功申报 ２０１８ 年

度农业综合开发永州市蓝山县

舜水田园综合体玻璃大棚建设

项 目ꎬ 争 取 财 政 资 金 ６００
万元ꎮ

【参与各项中心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

室做好驻村帮扶工作ꎬ 与县总

工会联系土市镇塘泉村ꎬ 派出

驻村干部 １ 名ꎬ 逐户制定帮扶

计划ꎬ 实施高标准农田治理项

目ꎬ 安排资金 ２３０ 万元ꎬ 改善

贫困村农田基础设施建设ꎬ 实

现区内新增农业总产值 ６８ ３７
万元ꎮ 开展 “两学一做” 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活动ꎬ 按照中共

蓝山县委的统一安排布署ꎬ 成

立活动领导小组ꎬ 制定实施方

案ꎮ 加大 “三城同创” 工作力

度ꎬ 成立活动领导小组ꎬ 制定

实施方案ꎬ 明确责任部门、 牵

头人及监管领导ꎬ 搞好单位环

境卫生和门前 “五包” 工作ꎬ
坚持做到 “每天一小扫ꎬ 每周

一大扫”ꎻ 与 出 租 门 店 签 订

“创卫” 责任状ꎬ 按照 “门前

五包ꎬ 门内达标” 的要求开展

经营活动ꎻ 到包干帮扶社区、
城中村三里村进行卫生清扫环

境整治ꎻ 完善各项规章制度ꎬ
得到县里好评ꎬ 作为样板单位

向其他单位推广ꎻ 投入资金对

厕所、 围墙、 操场等附属物进

行改建、 翻新改善干部职工工

作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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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坚持

“惩防并举、 注重预防” 工作

方针ꎬ 以教育为基础ꎬ 以制度

作保证ꎬ 以监督促廉洁ꎬ 开展

反腐败斗争ꎮ 根据本办实际制

定 ２０１８ 年度反腐工作计划ꎬ
成立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ꎬ
层层签订廉政责任状ꎮ 组织廉

洁自律理论学习ꎬ 学习 «习近

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

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

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

党党内监督条例» «关于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 等理论ꎬ 提高全体党员干

部防腐拒变的能力ꎬ 树立反腐

倡廉的意识ꎻ 是加强对 “两个

责任” 的落实ꎻ 开展对违规参

与涉矿等经营性活动、 违规插

手干预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自

查自纠ꎬ 取得明显成效ꎮ

烤 烟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烤

烟办公室贯彻落实省、 市烤烟

工作会议关于 “稳控规模、 守

红线” 精神和蓝山县烤烟工作

会议ꎬ 出台 «关于切实抓好

２０１８ 年烤烟工作的意见»ꎬ 提

出 “稳控总量ꎬ 提升质量ꎬ 提

高水平ꎬ 努力实现全县烤烟产

业平稳健康发展” 的工作思

想ꎬ 按计划组织生产ꎬ 各项技

术措施落实到位ꎬ 完成省、 市

分配的工作任务ꎮ 全县 １３９７

户烟农种植烤烟面积 １８００ 公

顷ꎬ 精益生产示范面积 ６６６ ６７
公顷ꎬ 地膜覆盖面积 ７０６ ６７
公顷ꎬ 承担科研项目 １１ 项ꎬ
收购烟叶 ６ ８４ 万担ꎬ 完成考

核任务 ９７ ０７％ꎬ 排全市第二

位ꎬ 上等烟比例占 ６８ ８８％ꎬ
排 全 市 第 二 位ꎬ 收 购 均 价

３１ ２８ 元 /公斤ꎬ 排全市第三

位ꎬ 全县支付收购烟叶总金额

１０７０２ 万元ꎬ 完成省、 市的目

标考核工作任务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全国

烟叶库存总量高、 烟叶消耗减

少等因素影响下ꎬ 全县烟叶计

划减少到 ７ ０５ 万担ꎬ 烟叶计划

减少、 计划与产量的矛盾比较

突出ꎬ 烤烟生产面临较大压力ꎮ

【烤烟生产】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烤烟办公室落实烤烟计划ꎮ
市政府分配蓝山县烤烟收购计

划 ７ ０５ 万担ꎬ 种植面积 １８００
公顷ꎮ 蓝山县人民政府与烟区

镇、 县烤烟办、 县烟草局签订

责任状ꎬ 出台 «蓝山县 ２０１８
年烟苗供应管理办法»ꎬ 确保

调控措施落实到位ꎮ 烟农递交

烟叶种植申请书ꎬ 经烟草站审

核后按合同面积种植烤烟ꎬ 营

造 “先签合同后种植移栽” 的

环境ꎮ 加强大棚育苗管理ꎬ 全

县有工场 ６ 个ꎬ 大棚 ３４ 个ꎬ 育

苗 ２０ ２ 万盘ꎬ 经过烟草站、
合作社技术员的培养培育、 抗

雪救灾等工作ꎬ 全县所育烟苗

均匀、 整齐、 健壮ꎬ 无病虫害

发生ꎮ 做好烘烤工作ꎬ 成立保

电工作领导小组ꎬ 对烤房维

修、 机电配备、 专业化烘烤等

进行专门安排部署ꎮ 同时ꎬ 县

财政和烟草公司投入 １４７ 万元

维修烘烤工场ꎬ 县、 乡财政和

烟农共筹资 ２４ ６ 万元ꎬ 维修

散建烤房 ３４ 座ꎮ 抓好烟叶收

购工作ꎬ 全市烟叶收购会议召

开后ꎬ 蓝山县召开烟叶收购工

作会议ꎬ 成立烟叶市场管理工

作组ꎬ 安排部署收购场地清

理、 设备检修、 政策宣传等工

作ꎬ 保护烟农利益ꎬ 维护社会

大局稳定ꎬ 确保烟叶收购市场

秩序稳定ꎮ 是年ꎬ 蓝山县烟叶

收购工作通过国家局和省局的

烟叶收购质量检查ꎬ 合格率分

别为 ８４％和 ８０ ２％ꎬ 烤烟收购

管理、 收购流程的工作模式得

到国家局检查组肯定ꎮ

【抗灾救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高温天气比往年提前 ７—１０
天ꎬ 降雨量较 ２０１７ 年同期偏

少ꎬ 受 ５ 月中下旬连续 １０ 多天

高温干旱 “火南风” 的影响ꎬ
大批鲜嫩烟苗晒死ꎬ 后期出现

黑胫病和 “瘟兜” 等问题ꎬ 特

别是新圩、 太平圩和土市等烟

区镇受灾严重ꎮ 县烤烟办、 县

烟草公司和县人保财险公司组

织 ４ 个工作组ꎬ 到烟区镇核实

烤烟受灾面积 ３１３ ３３ 公顷ꎬ
对受灾烟农保险理赔资金 １７５
万元ꎬ 维护受灾烟农利益ꎬ 稳

定社会秩序ꎮ

【烟叶提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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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烤烟办公室围绕江苏中烟

“南京” 卷烟品牌原料 “三高

三好” 的品质要求ꎬ 结合土市

单元烟区生产情况ꎬ 联系工业

企业ꎬ 制定高端卷烟品牌原料

定制化开发工作方案和技术方

案ꎬ 按照方案要求落实ꎬ 在落

实当中加以督促检查和整改ꎬ
以持续改进烟叶质量和优化烟

叶结构ꎬ 进一步提高生产技术

到位率、 工业需求结构满足

率ꎮ 通过土市单元的烟叶与早

禾单元、 其它区域的烟叶质量

情况进行对比ꎬ 亩产分别高出

２ ５４％和 １ ２４％ꎻ 均价分别高

出 ３ ３２％和 １ ５８％ꎻ 上等烟分

别高出 ５ ２１％和 ２ ５４％ꎮ

【专业化服务】 　 ２０１８ 年ꎬ 由

５ 个烟农合作社基础上组建的

蓝山县锦亿烟农合作联社运行

工作走上正轨ꎮ 烟农合作联社

专业化育苗、 机耕、 植保、 烘

烤的覆盖率分别达到 １００％、
９０％、 ５０％和 ８５％ꎮ 烟农合作

联社利用育苗工场ꎬ 开展 ５ 个

大 棚 水 稻 育 秧 试 点ꎬ 保 证

１０６ ６７ 公顷烤烟的正常采烤ꎬ
解决晚稻育秧与烟叶生产季节

性的矛盾ꎬ 解决烟叶早采导致

烟叶含青、 质量低下的问题ꎬ
促进烟农增收ꎮ 合作联社的烟

叶道路运输、 肥料供应等服务

烟农工作正有序推进ꎮ

畜 牧 水 产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畜

牧水产局按照省、 市、 县有关

的会议要求和县委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ꎬ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ꎬ
推进养殖业转型升级ꎬ 围绕养

殖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 以生

态质量安全ꎬ 确保全县养殖业

平稳健康发展ꎬ 没有发生重大

动物疫情ꎬ 没有发生畜禽水产

品质量安全事情ꎮ 环境整治的

夏季攻势战役取得成效ꎬ 温氏

项目稳步推进ꎬ 生猪外调大县

位置得到巩固ꎬ 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争取到位ꎮ
蓝山县被评为全省养殖业工作

目标管理考核先进县ꎮ 全年发

展生猪 １６０ ３３ 万头ꎬ 其中: 存

栏 ５５ ７３ 万头ꎬ 出栏 １０４ ６ 万

头ꎬ 分别增长 ０ ０８％、 ０ １３％ꎻ
发展牛 １６ １３ 万头ꎬ 其中: 存

栏牛 １２ ３１ 万头ꎬ 出栏 ３ ８２ 万

头ꎬ 分别增长 ０ ０６％和 ０ ０９％ꎻ
发展羊 １５ １７ 万只ꎬ 其中: 存

栏 ８ １６ 万只ꎬ 出栏 ７ ０１ 万只ꎬ
分别增长 ０ ４８％和 ０ ４１％ꎻ 家

禽存笼 １８７ ０３ 万羽ꎬ 出笼家禽

２８３ ５６ 万羽ꎻ 放养水面 ７００ 公

顷ꎬ 水产品产量 １９８７ 吨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市场流

通频繁和病毒变异ꎬ 疫病防控

难度大ꎻ 养殖用地标准要求越

来越高ꎬ 用地选址难ꎬ 规模养

殖发展快ꎬ 养殖投入不足ꎬ 养

殖排放不达标ꎬ 养殖用地、 污

染治理越来愈难ꎮ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没有发生重大动物

疫情ꎬ 实现年初预定的目标ꎮ

３ 月 ８ 日和 ９ 月 ７ 日ꎬ 蓝山县

分别召开春秋两季集中突击免

疫动员会ꎬ 对春秋两季集中突

击免疫工作进行部署安排ꎮ 坚

持 “以防为主”ꎬ 落实 “政府

保密度、 部门保质量” 的工作

措施ꎬ 县政府与乡镇、 县畜牧

水产局和各个乡镇站 (所) 签

订防控目标管理责任书ꎮ 抓好

督促检查ꎬ 县畜牧水产局对乡

镇站采取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进

行检查ꎬ 全年对春秋防疫工作

进行督查 ４ 次ꎬ 发出通报 ４ 期ꎮ
全年完成市级分配的检测任务

样品 １ １５ 万份ꎬ 合格率 ９８％
以上ꎮ 做好非洲猪瘟防控等工

作ꎬ 中共蓝山县委书记秦志

军、 县人民政府县长魏和胜、
副县长黄正军多次调度ꎬ 召开

专题会议、 部门联席会议和推

进会ꎬ 强化责任落实ꎬ 成立应

急预备队ꎬ 按照 «蓝山县非洲

猪瘟疫情 Ｉ 级应急响应方案»
的要求来部署安排ꎬ 设立工作

组 ４ 个ꎬ 临时检查站 ６ 个ꎬ 县

财政拨付专项经费 ５０ 万元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全县乡排

查生猪养殖场户 １１９３５ 场次、
生猪 ８２２ ３１ 万头ꎬ 排查屠宰

场生猪 ２７１０２ 头ꎬ 全县没有发

生一例非洲猪瘟疫情ꎮ

【畜禽肉品质量安全措施监管】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没有发生畜禽

产品质量安全事故ꎮ 县畜牧水

产局对全县 ２３０ 余家生猪规模

养殖户、 饲料兽药经营店进行

执法检查和监管ꎬ 开展对 “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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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精” 等违法添加物专项整

治ꎬ 抓好屠宰场的日常管理ꎮ
加大宣传力度ꎬ 加强重大节日

的管理ꎬ 对食品安全的宣传采

取利用横幅、 电视等多种形式

进行ꎬ 增强群众食品安全意

识ꎬ 还利用 “３１５” 打假和

质量安全宣传活动等进行宣

传ꎬ 发放宣传资料 １ 万余份ꎮ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畜禽水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责任ꎬ 与县食

品 公 司、 全 县 规 模 养 殖 场

(户)、 饲料及兽药经营户签订

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生产责任

状ꎬ 对各个乡镇设立动物产地

检疫申报点和畜禽水产品质量

安全监督点ꎬ 负责各个乡镇的

产地以及产品的检疫ꎮ 加大打

击力度ꎬ 监管病死猪的无害化

处理ꎬ 对嘉禾李某乱丢弃死猪

一案进行立案查处ꎬ 要求其对

乱丢弃的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

后ꎬ 对其违法行为给予罚款

１０００ 元ꎮ

【环境整治战役暨夏季攻势战

役】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全面关

停禁养区内污染排放不达标的

畜禽养殖场ꎮ 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率 ６９ ７８％ꎬ 畜禽养殖规

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设备配

套率 ７６ １３％ꎬ “两率” 均超额

完成任务ꎮ 省定限养区、 适养

区畜禽规模养殖场改造任务全

部完成ꎮ 全面禁止天然投肥养

鱼ꎮ 开展渔政执法ꎬ 打击非法

捕捞的违法行为ꎬ 省市分配的

涉渔行政处罚案件全部完成ꎮ

全县有规模化养殖场 １９７ 家

(其中ꎬ 养猪场 １７２ 家、 规模

化养鸡场 ５ 家、 规模化肉牛养

殖场 ６ 家、 规模化肉羊养殖场

１４ 家)ꎬ 畜禽粪污用于生产沼

气、 堆 (沤) 肥、 生物发酵

床、 生产有机肥等ꎮ 全市 １４６
家存栏 ５００ 头以上生猪规模养

殖场标准化改造工作任务中蓝

山县有 ８ 家ꎬ 均完成改造ꎬ 完

成退养 ４ 家 (胡国超、 黄昌

洋、 邓建国、 雷付发)ꎻ 市定

３４ 家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

设施改造项目任务蓝山县有 ３
家ꎬ 均完成改造ꎻ ２０１７ 年 ３９
件中央环保督查涉养案件蓝山

县 ３ 家ꎬ 均完成整改 (刘财顺

猪场建为无害化处理收集场ꎬ
黄昌洋猪场全面退养ꎬ 聂桐生

猪场拆除建为住房)ꎻ 蓝山县

人民政府办公室于 ２ 月 ９ 日下

发 «蓝山县加快推进畜禽养殖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ꎻ
农业源污染普查养殖业污染普

查完成入户调查、 定位、 纸质

表填写及专用网络填报ꎮ

【项目申报与推进】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成功申报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ꎬ 整

个项目计划投资 １ ５ 亿元ꎬ 分

两年实施ꎬ 其中中央投资 ３７００
万元ꎬ 地方配套 ６００ 万元ꎬ 自

筹 １ ０７ 亿元ꎮ 该项目是全省

第八个ꎬ 永州第一个ꎮ 项目实

施后ꎬ 将大大改善全县养殖环

境ꎬ 提升养殖水平ꎬ 有效确保

全县养殖业的健康生态发展ꎮ

全年争取外调大县奖励资金

３０８ 万元ꎮ 蓝山温氏一场投产

运行ꎬ 新圩镇厚冲村种猪场

(蓝山二场) 完成土地流转

５１ ２ 公顷ꎬ 总部一期项目举行

开工仪式ꎬ 各项手续办理完

毕ꎬ 开发合作养户 ２５ 户ꎮ 温

氏项目全年完成建设投资 １ ０５
亿元ꎬ 完成税收 １４５ ８ 万元ꎬ
超额完成税收 １２０ ８ 万元ꎮ

【养殖产业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选择发展养牛、 羊、 蜂

及家禽ꎮ 在湘江源瑶族乡坪源

村ꎬ 组织全村 ５１ 户贫困户入

股 ２０００ 元 /户兴办羊场ꎬ 存栏

近 ２００ 只ꎮ 在大桥瑶族乡湘源

岭村ꎬ 组织 １２ 户贫困户入股

兴办湘江源园林养殖专业合作

社兴办养牛场ꎬ 存栏 １００ 头ꎬ
其中种母牛 ６１ 头、 种公牛 ７
头ꎻ 在湘江源瑶族乡桐村ꎬ 组

织 ２５ 户贫困户入股兴办湘江

源瑶族乡桐村山羊养殖场ꎬ 存

栏 １１３ 只ꎬ 其中母羊 ７０ 只、 公

羊 ２ 只ꎻ 在凌江河村ꎬ 组织村

集体合作社与养殖能人发展养

蜂和养阉鸡ꎬ 现有蜂箱 １００ 多

个ꎬ 阉鸡一批养殖 ５０００ 羽与

公司签订回收订单ꎮ 开展养殖

技术培训ꎬ 与县农业委、 县就

业局、 各乡镇共同举办贫困户

培训班 ３０ 次ꎬ 累计培训贫困

户约 ６０００ 户ꎬ 全年发放培训

资料 ４ 万份ꎮ 推进办点示范ꎬ
把大桥瑶族乡湘源岭村湘江源

园林养殖专业合作社以及湘江

源瑶族乡坪源村山羊养殖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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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水林气象 蓝山年鉴 (２０１９)

为示范点向全县推介ꎬ 带动贫

困户进行造血功能改造ꎮ 在社

会扶贫网上为两个养殖场进行

挂网开展众筹ꎬ 带动全县养殖

产业扶贫发展ꎬ 助力脱贫攻坚

工作ꎮ 宣传推广 “源味助—舜

皇山土猪众筹扶贫模式”ꎬ 贫

困村级贫困户认养数量均达到

１００ 头以上ꎬ 部分贫困户个人

认养的数量达到 ５ 头以上ꎮ

【乡村振兴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畜牧水产局把生猪标准

化规模养殖作为养殖产业发展

的重点来抓ꎬ 确定湖南地大农

牧有限公司、 蓝山天蓬养殖农

场、 蓝山县湘源生态种养殖专

业合作社、 蓝山县鸿晟生猪养

殖专业合作社、 蓝山县周凯林

农牧养殖场、 蓝山县楠市镇石

凉亭农场、 永州市舜九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永州恒盛畜禽

养殖专业合作社、 蓝山县王当

仁羊场、 郭悦航猪场、 蓝山宏

泰禽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８ 个标

准化规模生猪养殖场作为示范

点ꎮ 派出技术人员 ４０ 余人次

分别到 ８ 个示范点现场指导ꎬ
并对该区域进行宣传发动ꎬ 引

导发展ꎮ 实施农业品牌战略ꎬ
推进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工

作ꎬ 在乡村振兴区域内作为重

点管理ꎬ 开展违禁药品、 抗生

素使用等整治专项行动ꎬ 确保

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未出

事故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在区域内开展

行动 ３ 次ꎬ 参加人员 ８１ 人次ꎬ
检查生猪养殖场 ４７ 个、 养牛

场 ２ 家、 奶羊场 １ 家ꎮ “瘦肉

精” 尿样抽检 ４２１ 份ꎬ 组织样

１０ 份ꎬ 全部检测为阴性ꎬ 未发

现有使用人用及违禁抗生素的

情况ꎮ

【非法捕捞专项整治和规范天

然水域养殖】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畜牧水产局成立工作领导小

组ꎬ 与县公安局联合开展打击

非法捕鱼专项整治ꎬ 全年开展

打击非法捕捞专项联合行动 ４
次ꎬ 开展日常巡察每周 ２ 次以

上ꎬ 全年办理涉渔行政处罚案

件 １０ 件ꎬ 结案 １０ 件ꎬ 结案率

达到 １００％ꎮ 完成省市局下达的

目标任务ꎮ 炸鱼、 电鱼等违法

行为得到制止ꎮ 规范天然水域

养殖行为ꎬ 全县有水库 ３６ 座ꎬ
对水库养鱼承包人修改承包合

同ꎬ 加入禁止投肥养鱼条款ꎬ
取得良好效果ꎮ 水库投肥养鱼

得到禁止ꎮ 全县饮用水源地无

养殖网箱ꎬ 无渔船驶入停驻ꎮ

林 业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林

业局围绕 “森林调优、 湿地提

质、 城乡添绿、 产业增收、 管

服做精” 工作主题ꎬ 贯彻落实

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的

安排部署ꎬ 较好完成各项工作

目标任务ꎮ 全年完成人工造林

１７３３ ３３ 公顷ꎬ 其中 “五边”
绿化 ３６６ ６７ 公顷、 重要通道

裸露山地造林 ２００ 公顷、 油茶

新造 ３３ ３３ 公顷、 义务植树

３０６ ６７ 公顷 ７５ ５４ 万株ꎬ 义务

植树尽责率 ８１ ３％ꎮ 完成封山

育林 ２０００ 公顷、 退化防护林

修复 ２０００ 公 顷、 森 林 抚 育

３３３３ ３３ 公顷ꎮ 各项营造林指

标均 完 成 省 市 下 达 的 工 作

任务ꎮ

【造林方式创新】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林业局通过优化树种结

构ꎬ 优化苗木质量ꎬ 优化造林

方式ꎬ 创新营造林机制ꎬ 推进

增绿提质ꎮ 提高通道绿化质

量ꎬ 先后对二广、 厦蓉两条高

速公路及省道 ２１６ 线、 省道

３２２ 县、 省道 ３２４ 线三条省道

旁进行补植升级ꎬ 加强常绿、
落叶、 景观树种搭配ꎬ 改善重

要通道绿化质量ꎮ 提高村庄美

化质量ꎬ 结合乡村振兴和秀美

村庄建设ꎬ 根据不同的村居环

境ꎬ 因地制宜ꎬ 对 ４２ 个村庄

进行绿化美化ꎬ 改善提高人居

环境质量ꎮ 提高森林经营质

量ꎬ 按照新技术规程ꎬ 强化造

林、 森林抚育和封山育林标准

化建设ꎬ 示范带动造林绿化和

中幼林抚育水平整体提高ꎬ 提

升森林经营质量ꎮ

【森林资源管护】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林业局打击破坏森林资

源的违法犯罪行为ꎬ 促进森林

资源保护和林业秩序健康发

展ꎬ 维护森林生态安全ꎮ 全县

林业局非法占用林地行政立案

２３ 起ꎬ 移交森林公安局刑事立

案查处 １１ 起ꎻ 破获滥伐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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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年鉴 (２０１９) 农水林气象

行政案件 ９ 起、 非法收购和无

证运输林木行政案件 ４ 起ꎮ 森

林公安因打击违法犯罪被省局

记集体三等功ꎮ 建立健全森林

资源管理责任机制ꎬ 层层签订

责任状ꎬ 聘请 ２６９ 名公益林护

林员强化公益林管护ꎬ 推进三

年禁伐减伐行动ꎬ 开展森林督

查和有害生物病虫害防治ꎬ 测

报准确率达到 ９８％ꎬ 无公害防

治率、 种苗产地检疫率均达到

１００％ꎮ 加强对木材加工企业

的监管力度ꎬ 加强湿地生态恢

复修复ꎬ 规划建设省级湿地公

园ꎬ 实施 ２８ ６７ 公顷的还林还

湿试点工程ꎮ

【野生动植物保护】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林业局组织开展第

３７ 届 “爱鸟周” “２０１８ 湖南护

鸟飞行动” 蓝山分会场和 “携
手保护候鸟、 共建生态湖南”
等宣传活动ꎮ 加强野生动物保

护执法ꎬ 签订不加工经营野生

动物责任状 ４０ 余份ꎬ 查处各

类野保行政案件 ２２ 起ꎬ 行政

处罚 ５ 人ꎬ 移交森林公安处理

２ 人ꎮ 发挥村级护鸟队和志愿

者等社会力量ꎬ 强化值守和巡

护ꎬ 候鸟迁徙期间ꎬ 出动执法

车辆 １５０ 台次开展巡护执法ꎬ
确保候鸟迁徙安全和蓝山千年

鸟道的安宁ꎮ 是年ꎬ 蓝山的候

鸟保护工作得到省市林业局肯

定ꎬ 湖南都市和湖南经视频道

先后对蓝山护鸟工作进行两集

专题报道ꎬ «湖南日报» «永州

日报» 相继宣传报道蓝山保护

候鸟的工作经验ꎮ

【森林防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发生森林火灾 ３ 起ꎬ 过火面

积 ９ 公顷ꎬ 受害面积 ３ ６ 公顷ꎬ
未造成人员伤亡ꎬ 是永州市

２０１８ 年森林火灾次数最少、 过

火受害面积最小的县区之一ꎬ
是蓝县历史上 “森林火灾最

少ꎬ 防火成效最好” 之年ꎮ 森

林防火经验做法被省森林防火

指挥部在全省推介学习ꎮ 县里

召开四大家班子成员、 各部门

和乡镇主要负责人、 护林员、
村干部参加的全县防火工作会

议ꎬ 专项安排部署防火工作ꎬ
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主

要负责人调度森林防火工作ꎬ
解决森林防火工作中的问题和

困难ꎮ 重要防火时期ꎬ 两办督

查室、 县纪委监委每天对各乡

镇场、 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值

班电话、 防火检查站、 重要路

口、 重要山头巡查守护人员到

岗到位情况进行抽查、 通报ꎮ
清明期间ꎬ 全县安排 ２０４ 支专

业巡查队和 １２６０ 名专职护林

员ꎬ 加强田边、 路边、 村边、
山边和果园边等 “五边” 巡

查ꎮ 利用多种形式宣传ꎬ 防火

宣传车每天跑ꎬ 防火村村响每

天播ꎬ 防火短信每天发ꎬ 护林

人员每天巡ꎮ 全县发放宣传资

料 １０ 万余封ꎬ 制作大型户外

广告宣传牌 ３０ 块、 小型宣传

警示牌 １０００ 余块、 横幅标语

３００ 余条、 标语 ２ 万余条、 短

信 ５ 万余条ꎮ 县级领导包乡

镇、 乡镇领导包村、 村干部包

组ꎬ 具体人员包片包山头ꎬ 实

现县、 乡、 村三级联动ꎬ 各部

门相互配合ꎬ 守住重点林区、
重点区域、 重要路段、 重要山

头ꎬ 做到森林防火林有人护、
责有人担、 火有人管ꎮ

【林业产业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围绕 “四大千亿” 产业

布局ꎬ 做好林下产业谋划ꎬ 全

县林下经济、 油茶产业、 森林

旅游、 竹木加工四大产业均取

得长足发展ꎮ 全县林下经济总

产值 ４ ２５ 亿元ꎬ 发展林下经济

面积 ２ ０８ 万公顷ꎬ 参与林下经

济发展农户 ３ ０５ 万户ꎬ 就业人

数 ５ ５５ 万人ꎬ 助力贫困户 ５１７
户实现脱贫ꎬ 引导创建林下经

济企业 ９ 家ꎬ 培育林业专业合

作社 ２０ 家ꎬ 新增特色企业 ４
家ꎮ 全县森林旅游参与农户数

２８２５ 户ꎬ 全年接待游客人数

１０ ５５ 万人次ꎬ 主要采取将森林

植被  地貌特质、 水能资源、
林下养殖、 林果及林花种植有

机结合的方式ꎬ 开办农家乐和

生态旅游区ꎮ 如云冰山的竹海

木屋、 高山青苔、 千年鸟道ꎻ
湘江源大峡谷的樱花、 红枫、
杜鹃花ꎻ 百叠岭的茶园ꎻ 湘江

源头等ꎮ 通过油茶低改、 油茶

新造项目带动等方式促进油茶

产量和质量提升ꎬ 扶持茶油精

深加工ꎬ 提高茶油产值和附加

值ꎬ 是年ꎬ 全县茶油产值 ４ １
亿元ꎮ 组织林产企业到益阳市

桃江等地考察学习楠竹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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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ꎬ 鼓励扶持鑫旺竹业产业升

级ꎬ 由生产竹签、 竹帘、 竹筷

等向家具产业转型ꎻ 湘蓝木业

由低档板材向 ＥＯ 级高档拷接

板、 直接板转型ꎮ

水 利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水

利局贯彻落实党中央、 省、 市

决策部署ꎬ 提高水利支撑保障

能力ꎬ 推进毛俊水库、 毛江水

库建设ꎬ 建成完工两江口水

库ꎬ 实施农村饮水项目ꎬ 防汛

抗灾实现 “三个确保”ꎬ 加强

河堤治理ꎬ 推行河长制工作ꎬ
民生水利取得显著成果ꎬ 全县

完成水利投资约 ６ ６１ 亿元ꎬ
其中毛俊水库投资 ５ 亿元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急需建

设县防汛抗旱物资仓库、 农村

安全饮水工程水质检测中心和

重建龙溪渠道管理所等综合用

房ꎻ 灾后重建水毁修复 ２５００
万元资金筹措难度大ꎻ 毛江水

库施工因补偿问题多次阻工ꎬ
影响工程进度ꎻ 差额人员经费

压力大ꎻ 水利局业务技术力量

不足ꎬ 工作任务繁重ꎬ 防汛抗

灾压力大ꎮ

【防汛抗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落实省市防汛备汛有关要求ꎬ
有效抗击 “８１４—８１７” 洪

灾ꎬ 未垮一塘一库一坝ꎬ 未发

生人员伤亡ꎬ 未出现明显的旱

灾ꎬ 未出现明显的城市内涝ꎬ
未出现死伤事故ꎬ 取得防汛全

面胜利ꎬ 实现 “三个确保” 考

核目标任务完成ꎮ 是年ꎬ 全县

降雨量 １７９５ ４ 毫米 (１—７月降

雨偏少 ２ 成ꎬ ８—９ 月降雨是往

年的 ２ ３ 倍)ꎬ 降雨最大月份为

８ 月 ３４０ ８ 毫米ꎬ 发生 “６７—
６９” “６２１—６２２” “８
１４—８１７” 等 ３ 次强降雨ꎮ 其

中 “８１４—８１７” 降雨强度

最大ꎬ 最大降雨站点为幼江站

２８９ ５ 毫米ꎬ 湘江源等 ９ 个乡镇

受灾ꎬ 暴发山洪泥石流、 山体

滑坡和洪涝ꎮ 全县有 ８９６ ６ 公

顷农作物不同程度受损ꎬ 倒塌

房屋 １４ 间ꎬ 受灾人口 ２ ７９ 万

人ꎬ 水利、 道路交通、 电力等

基础设施损毁严重ꎬ 直接经济

损失 １０５３６ ７ 万元ꎬ 其中水利

直接经济损失 ４１４４ 万元ꎮ 县防

指及时启动防汛应急Ⅲ级响应ꎬ
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组

织县、 乡、 村干部群众抢险救

灾ꎬ 转移人员 ８９３ 人ꎬ 受灾群

众得到妥善安置ꎬ 未发放发生

人员伤亡ꎮ

【水利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继续推进毛俊水库建设ꎮ 毛

俊水库枢纽大坝工程、 梅梅岭

隧洞、 上坝公路、 库区环库公

路、 移民安置等项目稳步推

进ꎬ 全年完成投资 ５ 亿元ꎮ 毛

俊水库移民工作有序开展ꎬ 毛

俊水库淹没电站涉及 ６ 座ꎬ ２
座签订处置协议ꎬ 完成拆除 １
处ꎬ 完成补偿 １８００ 万元ꎮ 毛

江水库 ２０１８ 年累计完成投资

２５００ 万 元ꎬ 工 程 形 象 进 度

５０％ꎬ 完成枢纽左右岸边坡开

挖、 支护ꎬ 灌区完成 ３、 ４ 号

隧洞清淤加固ꎬ 新建渠道 ３ 千

米ꎮ 两江口水库建成完工ꎬ ５
月完成主体工程ꎬ ９ 月全部完

工ꎬ 全年完成投资约 ３００ 万

元ꎮ 河流治理工程实施舜水河

二期治理、 钟水河火市段治理

项目ꎬ １１ 月开工ꎬ 年度完成投

资 １５００ 万元ꎮ 舜水园林景观

完成设计ꎬ 做好舜水河综合治

理防洪通道园林景观建设规划

设计ꎬ 签订合同ꎬ １２ 月初完成

园林景观概念规划ꎮ 重点民生

实事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投

资 １９８４ ７５ 万元ꎬ 建设 ５４ 处农

村饮水项目ꎬ 受益人口 ３ ５８
万人ꎮ 其中贫困村投资 ５７０ 万

元ꎬ 实施 ２３ 个贫困村饮水项

目ꎬ 解决 ０ ６５ 万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ꎮ 贫困

村项目于 １１ 月上旬完工ꎬ １１
月中旬组织验收ꎬ １１ 月 ２５ 日

完成验收ꎮ 其余非贫村 １１ 月

底全部完成ꎬ 全县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 ８０ ３％ꎮ 电站改造顺利

推进ꎬ “十三五” 水电增效扩

容计划 ２７ 处ꎬ 完成 ２０１６ 年 １４
处水电站增效扩容项目ꎬ ２０１７
年实施 １２ 处ꎬ ２０１８ 年电站改

造工程完成 １ 处ꎬ 投资 １４００ 万

元ꎬ 三年扩容 ５０００ 千瓦ꎮ

【河长制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

山县全面推行县乡村三级河长

制和 “双河长制”ꎬ 全县 ７０ 条

河流、 ３８ 座水库纳入河长制管

理ꎬ 贯彻落实湖南省总河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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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５ 号) 开展县级河长带

头巡河ꎬ 落实 “一季度一考核

一通报” 制度ꎮ 成立 “县检察

院驻河长办联 络 室 ”ꎬ 落 实

“一河一策” 方案编制ꎬ 启动

流域面积 ５０ 平方千米以上河

流河道划界确权工作ꎮ 开展入

河排污口整治ꎬ 实施舜水—俊

水河综合治理生态修复ꎬ 打造

“样 板 河 ” ４ 条ꎮ 开 展 河 道

“清四乱” 专项整治和河道采

砂专项整治行动ꎬ 关停非法采

砂船 ４ 艘ꎬ 扣押设备 ８ 台ꎬ 取

缔非法洗砂、 吸砂点 １０ 处ꎻ
清理乱堆乱占河道 ３ 起ꎮ 实行

水资源管理制度ꎬ 落实饮用水

源保护措施ꎬ 全县水资源质量

１００％合格 [县境重要饮用水

水原地—舂陵水蓝山饮用水水

源区水质为Ⅱ类以上、 重点河

段 (６ 处) 水质为Ⅲ类以上、
水库水质为Ⅲ类以上]ꎮ 强化

水土保持监督执法ꎬ 落实水土

保持措施ꎬ 下达申报水土保持

方案审批催办通知 １７ 个ꎬ 建

设项目业主申报 １０ 个、 审批 ７
个ꎮ 加强查处水土保持违法案

件ꎬ 下达执法文书 ２ 份ꎬ 整改

通知书 ２ 份ꎮ

气 象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气

象局坚持以基础业务为依托ꎬ
牢固树立服务意识ꎬ 提升气象

服务能力和推进气象防灾减灾

能力建设ꎬ 为全县气象防灾减

灾做出应有贡献ꎮ 是年ꎬ 县气

象 局 完 成 观 测 工 作 基 数

９８７２ ０ꎬ 晴 雨 预 报 准 确 率

８３％ꎬ 服务质量稳中有升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气象现

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ꎬ
气象现代化建设和事业发展缺

少经费长效保障机制ꎮ 台站搬

迁建设项目用地内的坟地安置

用地未落实ꎻ 施工设计图因前

期规划设计省气象局调整较

多ꎬ 后续工作推进有所延缓ꎮ

【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气象局在年初

实现国家突发性预警信息发布

系统与 “村村响” 系统的有效

对接ꎬ 实 现 气 象 信 息 对 乡、
镇、 村行政机构全覆盖ꎬ 实现

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多样化 (电
视、 网络、 微信平台等)ꎬ 进

一步强化气象信息发布能力ꎬ
解决气象服务 “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ꎮ

【人工影响天气服务】 　 ２０１８
年ꎬ 蓝 山 县 气 象 局 根 据 省、
市、 县安排部署ꎬ 人工影响天

气作业工作人员在 ３ 月 ２９ 日

首次开展人工影响天气森林防

火作业ꎬ 作业后蓝山境内普降

中到大雨ꎬ 增雨效果明显ꎬ 这

是蓝山县首次实施人工影响天

气森林防火作业ꎮ ６ 月底以来ꎬ
蓝山县出现连续晴热高温天

气ꎬ 前期 １ 月 １ 日—７ 月 ３０ 日

累计降雨量为 ９１９ ７ 毫米ꎬ 较

历年同期偏少 １８％ꎻ ４ 月 １ 日

—７ 月 ３０ 日 累 计 降 雨 量 为

６１６ １ 毫米ꎬ 较历年同期偏少

２１％ꎮ 降水分布不均对全县烤

烟等农业生产危害极大ꎬ 部分

地区出现严重减产甚至绝收ꎬ
影响全县烤烟生产ꎮ 县气象局

按照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

府指示加强值班守班ꎬ ７ 月以

来ꎬ 开展人工增雨抗旱作业ꎬ
增雨效果显著ꎬ 为烤烟增产增

收发挥重要作用ꎮ

【天然氧吧创建活动启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气象局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

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 «永州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中国天然氧吧” 申报工作的

通知» 文件精神ꎬ 发掘高质量

的旅游憩息资源ꎬ 倡导绿色、
生态的生活理念ꎬ 发展生态旅

游、 健康旅游ꎬ 推进旅游升温

战役ꎬ 启动创建天然氧吧工

作ꎮ 是年ꎬ 完成相关基础设备

设施建设ꎮ

【 “三农专项” 服务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是国家 “三农

专项” 服务项目实施县ꎬ 该项

目由中国气象局投入 １２９ 万

元ꎬ 分 ３ 年实施ꎬ ２０１８ 年投入

３９ 万元ꎬ 在全县所有乡镇展开

气象防灾减灾体系建设ꎮ 塔峰

镇、 浆洞乡申报创建湖南省气

象防灾减灾标准化乡镇ꎮ

【气象台站搬迁】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气象局搬迁工作列入县

城镇提质战役ꎮ 按照 ２０１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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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经济工作会议报告和县政

府工作报告所确定的目标任

务ꎬ 县气象局把搬迁建设工作

纳入全年工作重点ꎬ 制定目标

任务月计划表ꎮ 省气象局高在

技术上从严要求ꎬ 从新站选址

到确定搬迁层层把关ꎮ ７ 月 ２５
日ꎬ 在省局召开蓝山国家气象

站新址建设规划专家评审会ꎬ
会上与会各专家和领导对规划

设计进行探讨ꎬ 并提出修改意

见ꎻ ８ 月 ７ 日ꎬ 省局计财处等

相关人员到蓝山县气象局现场

调研ꎬ 提出可行性建议ꎻ ９ 月

１４ 日ꎬ 省气象局观网处等专家

到蓝山县气象局新址进行现场

勘查ꎬ 对搬迁选址进行进一步

的认证ꎮ 按中共蓝山县委、 县

人民政府重点项目建设指示ꎬ
县气象局对建设进度每半月一

报ꎬ 推进前期工作ꎬ 完成环

评、 地勘、 填取土石方测算ꎬ
规划设计图完成公示ꎻ 施工设

计图进入在线图审阶段ꎻ 项目

用地内拆迁项目———铁塔公司

信号塔经财政评审通过ꎮ

农业机械化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农

业机械化管理局以持续推进农

机补贴政策为抓手ꎬ 推进农机

合作组织建设ꎬ 推广应用农机

化新机具新技术ꎬ 加强农机社

会化服务和农机安全生产工

作ꎬ 全县农机化事业持续向前

发展ꎬ 取得一定成绩ꎮ 全年推

广补贴机具近 ２００ 余台套ꎬ 累

计实施补贴资金 ２００ 余万元ꎮ
农机装备总量和装备水平有较

大幅度提高ꎬ ２０１８ 年ꎬ 全县农

机装备总量达到 ４０ 万千瓦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增长 １０％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机的

深入推广应用受制于土地流转

和土地园田化建设水平影响ꎬ
农业生产规模化、 产业化水平

仍然偏低ꎬ 拓展跨区作业仍有

较大空间ꎻ 农机化作业示范资

金投入不足ꎬ 效应发挥有限ꎻ
农机安全监理执法权限有限ꎬ
农机安全生产的监管工作任重

道远ꎻ 转作风强纪律的氛围仍

需加强ꎮ

【农机补贴】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农业机械化管理局突出农机

作业 “三减量” 机具的推广应

用ꎬ 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ꎮ 进

一步改善农机装备结构ꎬ 水稻

机械化生产关键环节机具的推

广应用实现大突破ꎮ 无人植保

飞机快速推进ꎬ 全年新增 ６
台ꎬ 保有总量达到 １２ 台ꎬ 飞

防减药作业从水稻田间植保向

香芋种植植保覆盖ꎬ 作业总面

积达到 ４３３３ ３３ 公顷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增长 １５０％ꎮ 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台

的基础上ꎬ 新增精量施肥机 ３
台ꎬ 开展水稻生产精施减肥作

业ꎬ 实施面积 ６６ ６７ 公顷ꎮ 新

增稻谷烘干机 １０ 台ꎬ 总量增

加到 ２６ 台ꎮ 提高农机跨区作

业量ꎬ 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效

益ꎮ 加大农机合作组织建设力

度ꎬ 以规范和创建现代农机合

作社为切入点ꎬ 推进农机装备

建设ꎬ 做大做强农机合作组

织ꎬ 合作社整体实力增强ꎮ 全

年推广补贴机具近 ２００ 余台

套ꎬ 累计实施补贴资金 ２００ 余

万元ꎮ 农机装备总量和装备水

平有较大幅度提高ꎬ ２０１８ 年ꎬ
全县农机装备总量达到 ４０ 万

千瓦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增长 １０％ꎮ

【机插秧推广】 　 ２０１８ 年ꎬ 蓝

山县农业机械化管理局做好机

插秧推广工作ꎬ 破解机插秧作

业瓶颈ꎮ 制定机插秧推广实施

方案ꎬ 安排列支工作经费ꎬ 职

责任务落实到部门、 人员ꎬ 局

领导带队进村入户ꎬ 发动和帮

助种粮大户、 农机专业大户及

农机合作组织开展机插秧ꎬ 举

办机插秧示范作业演示ꎬ 建立

机插作业示范基地ꎬ 农机与农

艺相结合推广机插秧技术ꎮ 全

县建育秧大棚 ３０００ 平方米、
播种流水线 ４ 台套ꎬ 推广插秧

机 １５ 台ꎬ 完成机插秧总面积

１６６６ ６７ 公顷ꎬ 机插率 １５％ꎮ

【农机装备】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农业机械化管理局实施农机

补贴政策和强化农机化指标考

核ꎬ 为乡镇农机化工作提供新

定位ꎬ 与乡镇联络对接ꎬ 推广

农机补贴新机具新技术ꎮ 举办

新型职业农民农机化技术培训

班 ２ 期ꎬ 培训农机操作及维修

技术人员 １００ 人次ꎻ 创建水稻

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乡镇 １ 个

和农机化作业 “三减量” 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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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 １ 个ꎻ 发展农机专业合作

组织 ３ 家ꎮ 全年完成农机作业

总面积 ５ ３３ 万公顷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增长 １０％ꎬ 其中机耕面积

２ ５３ 万 公 顷、 机 插 面 积

１６６６ ６７ 公顷ꎬ 机收面积 １ 万

公顷ꎮ 水稻生产耕、 种、 收综

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６５％ꎬ 比

２０１７ 年提高 ４ 个百分点ꎮ 农机

从业人员达到 ５０００ 余人ꎬ 农

机作业服务总产值 １ ８ 亿元ꎬ
农机从业人员人均收入 ５ 万余

元ꎬ 农机化作业为农民减负增

收 ８０００ 万元以上ꎮ

【农机合作社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农业机械化管理局

突出农机化作业主力军作用ꎬ
落实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ꎬ
持续推进农机化进程ꎮ 抓好农

机推广工作ꎬ 促农机装备增量

升级ꎬ 实施农机补贴ꎬ 贴近合

作组织、 贴近社员机手、 贴近

田间地头ꎬ 通过引进新机具作

业示范、 免费培训机手、 开展

技术咨询、 提供信息支持、 支

持农机大户带机入社等方式方

法ꎬ 提高农机合作社农机的装

备水平ꎬ 扩大装备总量ꎮ 开展

“平安农机” 创建ꎬ 加强对机

手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ꎬ 帮助

和指导合作社加强内部管理ꎬ
实现农机作业的安全高效ꎮ 注

重节本增效ꎬ 促进土地流转ꎬ
以加速农机化作业推进农业生

产的规模化、 集约化ꎬ 支持和

鼓励合作组织流转土地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全县注册登记农机专业合

作组织 ２４ 家ꎬ 入社农民 １８０ 余

户ꎬ 新增流转土地 ４３３ ３３ 公

顷、 托管土地面积 １６６ ６７ 公

顷ꎬ 有从业人员 ４２０ 人ꎬ 服务

农户 ５５００ 余户ꎬ 拥有各类农

机 １４００ 余台套ꎬ 完成农机作

业总面积 ７３３３ ３３ 公顷ꎬ 支持

培育 ２ 家省级现代农机专业合

作社和 １ 家省级示范社ꎮ

【农机安全生产】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农业机械化管理局针对

农村道路农用车辆违法载客、
人货混装、 无牌行驶、 无证驾

车等违法违章行为顽疾ꎬ 加强

农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ꎬ
杜绝重特大事故ꎮ 联系协调县

公安交警部门加大路面特别是

山区道路巡防巡查工作力度ꎬ
加强农机驾驶操作人员的安排

警示教育ꎬ 排查安全隐患ꎬ 查

处违法违章ꎬ 全县农机安全生

产形势平稳向好ꎮ 以 “抓安全

生产ꎬ 保平安作业” 为主旨ꎬ
以 “机手安全教育年” 活动为

契机ꎬ 联动县 “平安农机” 创

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ꎬ 协

调创建乡镇ꎬ 创新工作方法ꎮ
开展 “平安农机” 创建工作ꎮ
参与省级 “安全生产示范县”
创建活动ꎬ 拉动 “平安农机”
示范乡镇创建ꎮ 利用政府考核

农机安全生产的时机ꎬ 调动乡

镇创建工作热情ꎬ 指导和督促

创建乡镇加大农机安全生产宣

传力度ꎬ 加强阵地建设ꎬ 形成

“政府主导、 农机主抓、 部门

协作、 社会参与” 的农机安全

生产监管工作长效机制ꎮ 以

“平安农机” 示范合作社创建ꎬ
带动 “平安农机” 示范乡镇创

建ꎬ 帮助和指导规范安全管

理ꎬ 提高安全意识ꎬ 健全教育

机制和监管制度ꎮ 以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行动ꎬ 推动 “平安农

机” 示范乡镇创建ꎬ 持续开展

农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ꎬ
与公安交警部门配合ꎬ 宣传安

全生产知识ꎬ 排查安全隐患ꎬ
查处违规违章ꎬ 形成农机安全

生产的高压态势ꎮ 经省市农

机、 安监部门考评ꎬ 祠堂圩

镇、 所城镇创建为省级 “平安

农机示范乡镇”ꎮ

【参与中心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农业机械化管理局开展

脱贫攻坚工作ꎬ 牵头成立扶贫

工作队ꎬ 选派 ２ 名队员进驻汇

源乡湘蓝村资助联系贫困户 １５
户ꎬ 资助扶贫资金 ２ 万元ꎬ 帮

扶成立贫困户养殖合作社ꎬ 支

持引导致富能人在本村成立了

“扶贫车间”ꎬ 安置贫困户就业ꎻ
帮扶贫困户冯乔古牵线搭桥自

主创立创办 “脱贫车间”ꎻ 脱贫

攻坚工作完成年度目标任务ꎮ
开展 “三城同创” 工作ꎬ 加大

基础设施建设力度ꎬ 环境治理、
责任路段清洁、 帮扶城中村创

卫工作、 红绿灯文明劝导等有

序进行ꎻ 牵头和参与乡镇片区

和城区道路交通秩序大整治ꎻ
“三创” 资料搜集整理规范齐

全ꎬ 三创综合考评同比排名靠

前ꎮ 党建工作落到实处ꎬ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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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委队伍建设ꎬ 以推进支部

“五化” 建设为抓手ꎬ 常规化开

展 “三会一课” 和主题党日活

动、 周五政治学习日等活动ꎮ

农村经营服务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农

村经营服务站结合 “三大管

理、 一项指导” 工作职责和任

务ꎬ 落实年初制定的工作要点

和目标管理责任制ꎬ 农经各项

工作全面、 有序推进ꎬ 并取得

一定成效ꎮ 其中ꎬ 农村土地承

包仲裁工作考评得满分ꎬ 排全

市第一位ꎻ 土地确权颁证工作

通过省委托市验收ꎮ 完成 １４
个乡 镇、 １９６ 个 村、 ６ ６５ 万

户、 ３１ ９３ 万地块的土地权属

调查和登记ꎬ 实测登记面积

１ ５６ 万公顷ꎮ 全年承包合同书

签订 ９０％、 证书颁发 ３０％ꎮ 累

计流转耕地 ９２６０ 公顷、 林地

１ ７８ 万公顷ꎬ 流转率分别达到

５２ ６％、 １６ ２％ꎮ 完成 ２０９ 个

行政村、 ４ 个村改居的清产核

资任务ꎬ 并做好数据汇交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经工

作力量少ꎬ 面临人才断层的问

题ꎻ 乡镇经管站被撤销ꎬ 农经

职责被忽视和弱化ꎻ 上级对农

民权益维护和监管的检查监督

越来越严ꎬ 发现的问题多ꎬ 涉

及部门整改不到位、 不彻底ꎻ
涉农信访维稳问题频发ꎬ 牵扯

了单位大量人力、 精力ꎻ 财政

预算内经费少ꎬ 编外人员多ꎬ
无预算外收入ꎬ 保运转艰难ꎻ

机构改革后ꎬ 农经部门担负的

职责任务与其机构性质、 人员

编制、 预算经费、 领导重视程

度等不相适应ꎮ

【农村土地确权】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农村经营服务站按照省

市工作部署ꎬ 于 ４ 月启动农村

土地确权ꎬ 在原竹管寺镇启动

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试点ꎬ
下半年在全县全面铺开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全县基本完成外

业测绘任务ꎮ 全县完成 １４ 个

乡镇、 １９６ 个村、 ６ ６５ 万户、
３１ ９３ 万地块的土地权属调查

和登记ꎬ 实测登记面积 １ ５６
万公顷ꎮ 是年ꎬ 在乡镇和技术

公司在前段试颁证工作错误较

多、 证书作废返工率高的情况

下ꎬ 启动确权信息数据最终核

查工作ꎬ 全面核对修改 «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

表» 和地块示意图等资料ꎬ 农

户签字确认率 ９０％以上ꎮ 全年

承包合同书签订 ９０％、 证书颁

发 ３０％ꎮ 确权信息应用平台搭

建完毕ꎬ 档案整理项目实现开

工ꎮ ６ 月ꎬ 蓝山县土地确权汇

交数据通过农业部质检ꎮ １１
月ꎬ 确权颁证工作通过省委托

市级检查验收ꎬ 被市检查组评

为 “后来居上”ꎬ 检查结果评

定为优秀ꎬ 验收结果评定为合

格ꎮ 完善服务网络ꎬ 并乡合村

后ꎬ 全县建立 １７ 个县、 乡两

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ꎬ
２０９ 个村级土地流转服务站ꎮ
县编办批复成立县级农村产权

交易管理办公室ꎬ 与同级农经

机构合署办公ꎬ 统筹好土地确

权、 土地流转和产权交易职

能ꎮ 加快土地流转ꎬ 利用 “蓝
山政府网” 等网络媒体ꎬ 建立

土地流转信息发布平台ꎬ 发布

土地流转工作规程、 流转示范

合同书、 流转指导基准价格、
权证颁布进展、 纠纷调解管理

等业务内容ꎮ 全县累计流转耕

地 ９２６０ 公顷、 林地 １ ７８ 万公

顷ꎬ 流转率分别达到 ５２ ６％、
１６ ２％ꎬ 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ꎮ
完成县、 乡两级农地利用规划

编制ꎮ “农建投” 工作成立公

司ꎬ 开展农村综合服务平台项

目建设ꎮ 开展现代农业产业园

项目建设ꎬ 如祠堂圩镇东毛山

村的蓝山县绿色时代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千亩时鲜蔬菜园等ꎮ
完善纠纷调处机制ꎬ 县级成立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ꎬ 乡

镇成立农村土地承包调解委员

会ꎬ 村设立纠纷调解员ꎮ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仲裁工作考评在全

市获得满分ꎬ 化解涉及土地承

包问题的信访 ４ 件ꎬ 全县没有

发生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群体

性上访事件ꎮ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按照 “三权分

置” 改革办法ꎬ 探索落实集体

所有权、 稳定农户承包权、 放

活土地经营权的方式办法ꎮ 县

农村经营服务站起草 «蓝山县

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

分置改革实施意见» «蓝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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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

案»ꎬ 县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工作进展较快ꎮ 县乡组织机

构、 工作方案、 政策文件、 动

员培训等在上半年全部完成ꎮ
两个试点村改革有序推进ꎬ 以

资源性资产为主的雷家岭村完

成清产核资、 成员资格认定工

作ꎬ 筹备组建农村经济合作

社ꎮ 以经营性资产为主的毛俊

村完成清产核资工作ꎬ 成员资

格认定有序开展ꎮ ９ 月底ꎬ 全

县 ２０９ 个行政村、 ４ 个村改居

全部完成清产核资任务ꎬ 并做

好数据汇交ꎮ

【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农村经营服务

站指导服务农民合作社ꎮ 通过

创建省级示范社、 指导合作社

申报财政补助项目、 组织培

训、 金融部门征信、 宣传推介

等措施ꎬ 促进全县新型经营主

体快速发展ꎬ 全年新增注册合

作社 １００ 家ꎬ 为历年增速最

快ꎬ 全县累计注册 ４９５ 家ꎮ １１
月ꎬ 组织 １０ 名理事长参加永

州市农民合作社建设与管理培

训班ꎮ 加快发展家庭农场ꎬ 制

定 «蓝山县关于促进家庭农场

发展的实施方案» «蓝山县家

庭农场发展规划» «蓝山县关

于开展家庭农场相关保险工作

的实施方案»ꎬ 对全县家庭农

场进行摸底、 公示、 认定发

证ꎬ 建立家庭农场数据库和示

范型家庭农场名录ꎬ 认定家庭

农场 １７２ 家ꎬ 采集信息并上报

到农业部信息管理系统ꎮ 其

中ꎬ 蓝山县旺利生态家庭农场

被评为永州市 ２０１８ 年度十佳

家庭农场ꎮ 按要求落实补贴项

目ꎬ 通过 “村申报、 乡审查、
县审批” 三道程序ꎬ 将全县符

合条件的以种植粮食为主的家

庭农场申报省级财政补助ꎬ 每

年每亩补助 １００ 元ꎬ 累计补助

４３ 家ꎬ 补贴资金由财政部门直

接打卡到农户 “一卡通” 账

户ꎬ 县农经站负责督促指导ꎮ

【村级财务管理监督】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加强农村集体 “三
资” 清理ꎬ 县纪委牵头ꎬ 成立

“三资办”ꎬ 与集体产权改革清

产核资工作同步部署ꎮ 全县完

成 ２０９ 个村的资产负债总表账

实核查工作ꎮ 各乡镇自查存在

的问题数 １０ 个ꎬ 处理 １０ 个ꎮ
县 “三资” 办清理督查发现问

题数 ８ 个ꎬ 处理 ８ 个ꎮ 各级发

现问题线索 ２８ 件ꎬ 受理举报 ２８
件ꎬ 立案 ５ 件ꎬ 处理 １０ 人ꎬ 追

缴违纪资金 ８ １１ 万元ꎮ 部署申

报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进步村奖

励项目工作ꎬ 通过摸清底子ꎬ
打造亮点ꎬ 由各乡镇推荐申报ꎬ
县农经、 财政部门组织考察审

核后ꎬ 向省农业委推荐 ３ 个经

济基础薄弱、 发展潜力大、 势

头比较好的村作为全省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奖励对象ꎮ

农村能源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农

村能源工作贯彻落实中央、 省

和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ꎬ 以创

建美丽蓝山为抓手ꎬ 推进农村

清洁能源开发与利用ꎬ 促进

“两型社会” 建设ꎬ 全县农村

能源工作稳步有序推进ꎮ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农村能源办公

室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期

扶贫开发的战略思想ꎬ 推进光

伏扶贫村级电站建设ꎮ 是年ꎬ
全县有光伏扶贫电站建设任务

２７ 个ꎬ 建设规模为每个村建设

６０ 千瓦村级光伏电站ꎬ 计 １６２０
千瓦ꎬ 每个电站投资 ４５ 万元ꎬ
总投资 １２１５ 万元ꎬ 受益贫困村

２７ 个ꎬ 扶贫受益人口 ６０５５ 人ꎮ
年初ꎬ 制定光伏扶贫电站建设

实施计划ꎻ 参与光伏扶贫电站

招标ꎻ 组织相关乡镇、 县发改

委、 县扶贫办、 县财政局、 县

电力公司、 项目实施单位等对

各村建设光伏电站进行选址ꎻ
组织项目实施、 协调项目建设

工作ꎬ 不定期对项目建设的进

度和质量进行监督ꎮ ９ 月 ３０ 日ꎬ
全县 ２７ 个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全

部建成并入网发电ꎬ 通过第三

方单位质量检测ꎬ 通过县联合

验收组验收ꎮ

【中央投资大型沼气项目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完成新建大型

沼气工程 ２ 处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央

预算内投资下达蓝山县楠市镇

石凉亭种养殖农场大型沼气综

合利用工程和蓝山县俊水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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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有限公司规模化大型沼气

工程 ２ 个大型沼气项目ꎬ 总投

资 ８７８ 万元ꎬ 其中中央投资

３００ 万元ꎮ 项目建设以来ꎬ 蓝

山县农村能源办跟踪监督指导

项目单位做好项目实施工作ꎬ
督促项目建设单位严格按照设

计批复的内容实施建设ꎬ 在建

设过程中要求建设单位执行项

目法人责任制、 建设监理制和

合同管理制等各项规章管理制

度ꎮ １０ 月中旬ꎬ 两个项目完成

主体工程建设ꎬ 试运行良好ꎮ

【省级能源示范项目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农村能源办公

室做好省级农村能源示范项目

的申报与对接ꎬ 争取 ２０１８ 年

省级农村能源示范 (蓝山县乐

峰家庭农场生态能源示性项

目) １ 个ꎬ 获得省专项资金投

入 １０ 万元ꎮ 项目单位根据上

级的要求做到专款专用ꎬ 各项

建设按时完成ꎮ

【安全生产与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农村能源办强化安

全生产管理工作ꎬ 全县沼气工

程运行正常ꎬ 无一起安全事故

发生ꎮ 年初ꎬ 根据省、 市、 县

关于安全生产的要求ꎬ 制定下

发 «关于加强蓝山县沼气安全

生产与管理工作的通知»ꎬ 对

工作进行部署ꎬ 落实主体责任

和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ꎬ
开展定期和不定期安全生产隐

患排查ꎬ 落实沼气安全生产责

任制ꎬ 严防各类事故的发生ꎮ

７ 月 ５ 日ꎬ 举办全县沼气安全

培训会 １ 次ꎬ 对沼气建设师

傅、 沼气业主及沼气使用户约

２００ 多人进行沼气安全知识、
沼气使用知识培训 ５ 月、 ９ 月、
１１ 月开展沼气建设及使用安全

生产宣传、 检查活动ꎬ 到全县

各乡镇的沼气建设现场及沼气

使用村进行沼气安全宣传、 检

查工作ꎮ 全年印制发放 «农村

沼气安全使用科普常识» «沼
气安全管理与使用» «沼气使

用十不准» «沼气安全使用挂

图» «沼气安全使用管理手册»
等宣传资料 １ ０６ 万余份ꎮ

【精准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农村能源办贯彻落实省、 市、
县精准扶贫精神ꎬ 将扶贫脱贫

攻坚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ꎬ
成立由主任雷渊白任组长的精

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ꎬ 派正科

级干部胡贺武驻村工作ꎬ 制定

单位精准扶贫工作规划和年度

工作计划ꎮ 结合全办干部职工

实际情况ꎬ 组织干部职工与贫

困户结对帮扶ꎬ 并建立完善结

对帮扶档案ꎮ 资助 １ 万元用于

杨家坊村基础设施建设工作ꎮ

湘江源国家森林公园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湖南湘江

源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 荆竹

国有林场ꎬ 顺应森林公园开发、
森林旅游发展和林场改革新形

势ꎬ 推动湘江源国家森林公园

的开发建设、 荆竹国有林场的

改革发展ꎬ 取得明显成效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县级财

政薄弱ꎬ 规划建设资金短缺ꎻ
林场改革扫尾工作未彻底完

成ꎬ “五险一金” 配套未完善ꎬ
公用经费未纳入财政预算ꎻ 森

林公园基础设施薄弱ꎬ 开发利

用滞后ꎻ 争资跑项和招商引资

工作效果不好ꎻ 资源管护难度

大ꎬ 护林防火专项经费短缺ꎻ
宣传力度不够ꎬ 森林公园知名

度不高、 吸引力不强ꎮ

【森林防火】 　 ２０１８ 年ꎬ 湖南

湘江源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
荆竹国有林场成立由党委书记

任组长的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

组ꎬ 组织 ５１ 名工区护林员、 ７
名综治组成员成立专业扑火队

伍ꎬ 筹资 ５ ６４ 万元聘请社会

护林员 １５ 名ꎮ ９ 月 ３０ 日ꎬ 召

开荆竹国有林场林区护林防火

联防会ꎬ 与 ７ 位工区队长、 １５
名社会护林员分别签订森林防

火目标管理责任状、 森林防火

责任状ꎬ 确保工作职责落实到

位ꎮ 要求全场干部职工、 护林

员转变观念ꎬ 提高认识ꎬ 克服

松懈麻痹思想ꎮ 加大宣传力

度ꎬ 全年出动护林防火宣传车

１７８ 台次ꎬ 印制发放宣传材料

７６００ 份ꎬ 在醒目位置新建永久

性宣传牌 ４ 块ꎬ 在主要道口、
护林点、 禁区作业点新增护林

防火标语 ３５ 条ꎬ 提高人民群

众森林防火意识ꎬ 筑牢森林防

火第一道防线ꎮ 加强火源管

理ꎬ 做好巡护工作ꎬ 建设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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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点ꎬ 在林区主要路口设防

火检查卡点ꎬ 对入山人员进行

登记检查ꎬ 严禁携带一切火种

进入林区ꎬ 对林区边缘用火严

格管理ꎬ 杜绝一切火源入山ꎮ
坚持定期和不定期派人到各工

区进行巡查督促ꎬ 增加巡查密

度、 频度ꎬ 扫除盲区死角ꎮ 加

强队伍管理ꎬ 对现有森林防火

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ꎬ 确保车

辆、 通讯、 扑火机具发挥作

用ꎬ 补齐补足扑火工具ꎬ 适时

开展防火知识培训和实地演

练ꎬ 建立森林火灾应急处置体

系ꎮ 加强值班备勤ꎬ 在防火期

间ꎬ 坚持 ２４ 小时值班和领导

带班制度ꎬ 执行 “有火必报”
“报扑同步” “零报告” 和

“森林火灾归口报告” 等制度ꎬ
确保火情信息畅通ꎮ 全年未发

生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ꎬ
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稳定ꎮ

【森林资源管护】 　 ２０１８ 年ꎬ
湖南湘江源国家森林公园管理

局、 荆竹国有林场突出特色抓

号营林ꎬ 将全场森林资源划分

为商品林基地、 战略储备林基

地、 天然林基地、 公益林基地

等四大基地ꎬ 按照规模经营的

要求和技术指标ꎬ 突出重点分

片管理ꎮ 对各项营林生产工

作ꎬ 实行精细化管理ꎬ 由班子

成员包工作ꎬ 营林组人员包小

班ꎬ 现场跟踪ꎬ 对施工队实行

末位淘汰制ꎮ 全年完成迹地更

新造林 １３ ３３ 公顷ꎬ 新造林补

植 ３４ ８７ 公顷ꎻ 完成未成造林

地抚育抚育 ７６ ４７ 公顷ꎬ 森林

抚育 ６６ ６７ 公顷ꎻ 完成林相改

造 １０６ ６７ 公顷ꎮ 执行采伐限

额ꎬ 主伐 １４５８ 立方米ꎬ 采伐

办证率 １００％ꎮ 实现年森林蓄

积增长量 ２ ６ 万立方米ꎬ 森林

蓄积量达到 ７８ １ 万立方米ꎮ
做好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ꎬ 建

立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工作机

制ꎬ 安排专职巡护人员ꎬ 做好

信息报告和节假日应急值守工

作ꎬ 确保监测防控信息和指令

及时上传下达ꎮ 加强林地、 野

生动植物保护ꎬ 成立综合治理

组ꎬ 负责林木、 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ꎬ 监督石材开发企业的

林地占用情况ꎬ 防止超范围占

用林地ꎮ 制定林地保护与利

用、 林木采伐、 森林防火、 野

生动植物保护普法宣传方案ꎬ
对重点工区下达指令性任务ꎮ
加强依法治林ꎬ 打击偷砍盗伐

违法行为ꎬ 加强林业法律法规

宣传ꎬ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

理ꎮ 是年ꎬ 管辖区域内没发生

乱砍滥伐、 乱占林地、 乱捕滥

猎等各类林业违法案件ꎬ 林场

秩序稳定ꎮ

【森林公园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湖南湘江源国家森林公园管理

局、 荆竹国有林场实施创建国

家 ＡＡＡ 级旅游景区工作ꎬ 加

快湘江源国家森林公园保护性

开发建设进程ꎮ 投入 １２００ 余

万元ꎬ 完成 １ 万平方米生态停

车场建设ꎬ １ ２ 千米的湘江寻

源回道施工设计挂网招标ꎬ 实

施 １０００ 平方米游客接待中心、
１ 个休闲茶室、 １ ５ 千米高压

电路的施工设计ꎮ 完善旅游相

关配套服务ꎬ 加强对 ２４００ 米

湘江寻源木栈道、 ２０ 张休闲椅

凳、 ３ 个景观平台、 ３ 个观景

亭、 ３７ 个垃圾箱、 １４４ 平方米

生态公厕的管护形成吃、 住、
游、 购、 行、 乐为一体旅游休

闲观光体验区ꎮ 引导公园周边

村组新建农家乐 １０ 家ꎬ 其中

公园推荐食宿点 ６ 家、 规范旅

游特色商品摊点 ８ 家ꎮ 加强值

班备勤ꎬ 做好游客服务、 安全

生产、 文明劝导、 森林防火、
交通疏导等工作ꎬ 维护景区的

形象ꎮ 实行免收门票政策ꎬ 全

年接待游客 ４ ８８ 万人次ꎮ

【林下经济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湖南湘江源国家森林公园管理

局、 荆竹国有林场利用林下资

源ꎬ 发展林下特种养殖ꎬ 拓宽

林场职工发展林场下经济渠道ꎬ
促进职工增收、 林场增效ꎮ 在

气温适宜的三亩田工区与永州

市九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资ꎬ
建设大型特种林下动物养殖场ꎬ
总投资 ９８０ 余万元ꎬ 圈养面积

１００ 公顷ꎬ 被评为湖南省首批林

下经济示范基地ꎮ 林场职工在

十里、 坪河、 三亩田等工区养

殖山羊ꎬ 在友爱工区养殖山鸡、
竹花鸡ꎬ 人年收入均达到 ３ 万

余元ꎬ 实现职工增收致富、 生

态保护双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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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环保城建

国土资源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国

土资源局围绕中心、 服务大

局ꎬ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ꎬ 提

升要素保障能力ꎬ 提高资源节

约利用水平ꎬ 各项改革创新取

得新突破ꎬ 国土资源各项工作

继续走在全市前列ꎬ 为全县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ꎮ 是

年ꎬ 蓝 山 县 耕 地 保 有 量

２１４０５ ８ 公顷、 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 １６８４６ ９３ 公顷ꎮ

【资源保护】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耕地保有量 ２１４０５ ８ 公顷、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１６８４６ ９３
公顷ꎬ 在 ２０１７ 年永州市政府

下达蓝山县耕地保有量 ２１２５０
公 顷、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面 积

１６８４０ 公顷的基础上略有增加ꎮ
蓝山县 ２０１７ 年高标准农田建

设 (土地整治) 主体工程完

工ꎬ 建设规模 １６０６ ６７ 公顷ꎬ
总投资 ３６１５ 万元ꎮ 协助县农

田和水利建设委员会完成 ２０１８
年省级项目选址和规划设计工

作ꎬ 建设规模约 １０００ 公顷ꎬ
总投资 ２０５５ 万元ꎮ 中共蓝山

县委、 县人民政府放开社会资

本投资耕地开发ꎬ 将其与政府

投资耕地开发结合ꎬ 确保耕地

占补平衡ꎬ 加大政府投资耕地

开发力度ꎬ ３ 个土地开发项目

新增耕地 ６８ 公顷ꎬ 鼓励社会

资本投资耕地开发ꎮ ６ 月 ５ 日ꎬ
县委、 县人民政府出台 «蓝山

县 ２０１８ 年度社会资本投资耕

地开发项目实施方案» 和 «蓝
山县社会资本投资耕地开发管

理办法 (试行) »ꎬ 引导社会

资本投入耕地开发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第一批社会资本投资

耕地开发项目 ７ 个ꎬ 建设规模

２０１ ８７ 公顷ꎬ 均开工建设ꎬ 新

增耕地 １７３ ３３ 公顷ꎮ 第二批

社会资本投资耕地开发项目完

成现场踏勘 ６６６ ６７ 公顷ꎮ 依

法规范管理秩序ꎬ 加大锰铁矿

和花岗岩矿区执法监察力度ꎮ
拆除乡村振兴试点村空心房

４２６ 幢ꎬ 完成年度任务ꎮ 依法

拆除违法占地建筑 ３３ 宗ꎬ 面

积 １ 万余平方米ꎮ 办结 １１ 件

土地违法案件和 ６ 件矿产违法

案件ꎬ 无上级直接查办案件ꎬ
无上级挂牌督办案件ꎮ ２０１７ 年

度土地矿产卫星图片检查通过

省  市 验 收ꎬ 未 被 约 谈、

问责ꎮ

【用地保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国土资源局成功报批 ２０１８
年度第一、 二、 三、 四、 五、
六批次用地ꎬ 全年报批建设用

地 １７ 个项目ꎬ 面积 ５０７ ３ 公顷

(含毛俊水库)ꎬ 效率在全省排

名前列ꎮ 三蓝综合体商住用地

实现挂牌ꎬ 收回湘威公司两宗

地ꎮ 供应土地面积 ２３ ７８ 公

顷ꎬ 完成土地收入 ３６５８１ ４４ 万

元ꎮ 储备土地 ５２ 公顷ꎬ 确保

重点项目、 民生实事项目、 脱

贫攻坚项目用地需求ꎮ 中共蓝

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出台 «蓝
山县县城规划区内预留用地和

安置用地实施方案»ꎬ 县城规

划区内各村预留用地完成规划

选址ꎬ 明确位置和面积ꎬ 解决

多年预留用地和安置用地的遗

留问题ꎮ 征收土地 ２３９ 公顷

(含毛俊水库 １５４ ６７ 公顷)ꎬ
征收房屋 ３６０ 栋ꎬ 丈量未签约

房屋 ６０ 幢ꎮ

【民生服务】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国土资源局加强地质灾害防

治ꎬ 全年未发生一起因地质灾

害引发的人员伤亡安全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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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国土资源局出台地质灾害防

治方案和应急处置方案ꎬ 开展

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１５ 次ꎮ 完

成大桥瑶族乡堡城村 １７ 户和

大冲村 ４０ 户地质灾害搬迁ꎬ
跟进楠市镇甘溪村石灰山 １８
户和土市镇新安村 ２０ 户地质

灾害搬迁ꎮ 完成土市镇栗岐岭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施工ꎬ
３ 个中小型治理项目工程量完

成 ６０％ꎬ 毛俊龙江 (总投资

３４７ 万元)、 土市古院 (总投

资 １８９ 万元) ２ 个地质灾害治

理项目工程进行招拍挂ꎮ 坚持

为民处访解民忧ꎬ 以构建和谐

国土为目标ꎬ 排查涉地涉矿矛

盾纠纷ꎮ 全年接待来访群众近

１３００ 人次ꎬ 处理上级交办信访

案 １４２ 件 (包括中央巡视组 ８
件、 省巡视组 ６ 件、 市委巡视

组 ４５ 件)ꎬ 全年息访信访案 ８
件ꎮ 矛盾突出的雷氏三兄弟信

访案、 谭旭明等 １９ 人信访案

得到妥善解决ꎮ

环 境 保 护

【概况】 　 ２０１８ 年来ꎬ 蓝山县

环境保护局以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为核心ꎬ 以解决突出环境问

题为重点ꎬ 围绕打好 “污染防

治攻坚战” 决策部署ꎬ 开展环

境保护专项整治行动ꎬ 查处环

境违法行为ꎬ 确保全县生态环

境安全ꎮ 是年ꎬ 蓝山县上报生

态红线保护区面积 ４０１ ２９ 平

方 千 米ꎬ 占 国 土 面 积 比 例

２２ ３５％ꎻ 责令 ７２ 家涉污企业

限期整改ꎬ 依法拆除非法企业

５ 家ꎬ 列入环境信用评价黑名

单 １ 家ꎬ 移送法院强制执行 １
家ꎬ 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５ 起ꎬ
行政拘留 ５ 人ꎻ 整治工地不文

明施工行为和渣土运输扬尘污

染案件 １０ 起ꎻ 完成餐饮油烟

整改整治 ２２ 家ꎮ 全县城区空

气环境质量优良率达到 ９０％
以上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生态环

境治理资金缺口大ꎻ 水污染防

治基础设施建设滞后ꎻ 大气环

境质量形势严峻ꎻ 垃圾围村围

城现象突出ꎻ 畜禽养殖污染问

题严重ꎮ

【污染防治攻坚】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常委会、 县人民

政府常务会多次专题研究污染

防治攻坚战和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ꎬ 成立蓝山县生态环境保护

委员会ꎬ 并在此基础上成立由

县委书记秦志军任顾问ꎬ 县委

副书记、 县长魏和胜任组长ꎬ
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相关成

员单位及各乡镇主要负责人为

成员的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领

导小组ꎬ 先后制定 «蓝山县环

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 «蓝山

县重大环境问题 (事件) 责任

追究办法» «蓝山县污染防治

攻坚战 ２０１８ 年工作方案» «蓝
山县 ２０１８ 年污染防治攻坚战

“夏季攻势” 十大行动工作方

案» 等生态保护政策ꎬ 要求各

级各部门落实好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上的讲话精神ꎮ ４ 月ꎬ 县环境

保护局上报蓝山县生态红线保

护区面积 ４０１ ２９ 平方千米ꎬ
占国土面积的 ２２ ３５％ꎮ

【环保宣传教育】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５ 日上午ꎬ 蓝山县生态环境

保护委员会组织县人民法院、
县人民检察院、 县公安局、 县

安监局、 县国土资源局、 县环

保局、 县住建局、 县水利局、
县城管局、 县环卫局等成员单

位ꎬ 围绕 “美丽中国我是行

动者” 世界环境日主题ꎬ 在县

城塔峰路开展集中宣传活动ꎬ
内容涵盖节能降耗、 污染防

治、 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 部

门法律法规等多方面内容ꎬ 悬

挂宣传条幅 ２０ 条ꎬ 设立宣传

展板 ２０ 块ꎬ 向群众和临街铺

面发放宣传资料 １ 万余份ꎮ 开

展宣传 “五进” 活动ꎬ 县环保

局、 县经开区管委会组织人员

进入湘威运动制品有限公司、
承阳毛织厂、 昇悦玩具厂等企

业向企业员工发放环保宣传资

料ꎻ 联合塔峰镇政府到三蓝社

区、 南平社区、 南门社区向社

区群众发放环保宣传资料ꎬ 现

场解答问题ꎬ 联合相关乡镇政

府利用赶集日向群众发放环保

宣传资料ꎬ 现场受理群众咨

询、 投诉ꎻ 由县教育局牵头向

各乡镇学校学生发放环保宣传

资料ꎻ 县环保局工作人员到中

共蓝山县委办、 县政府办、 县

纪委、 县委宣传部、 县委组织

部等单位发放环保宣传资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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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绿色护考行动ꎬ 县环保局

自 ５ 月下旬以来对全城所有建

筑施工单位、 娱乐场所、 商家

店铺及夜宵摊点开展夜间环境

巡查ꎬ 控制噪声排放ꎮ 考试期

间ꎬ 县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对考

场周围 ５００ 米以内区域的建筑

工地加大监管和执法力度ꎬ 严

格执行 ２２: ００—６: ００ 禁止各

种形式夜间施工的规定ꎮ

【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县创建工

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环境保

护局开展生态创建工作ꎮ ３ 月ꎬ
蓝山县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项目在永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实施公开招标ꎬ 由湖

南中润格林生态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中标受委托实施蓝山县生

态创建规划编制工作ꎮ ５ 月ꎬ
完成 «蓝山县创建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县规划» (征求意

见稿) 编制工作ꎮ ６ 月ꎬ 县环

保局分别致函中共蓝山县委

办、 县政府办、 县发改委、 县

林业局、 县水利局、 县农业委

等 １０ 余个部门征求意见和建

议ꎬ 并将相关部门的意见和建

议及时汇总反馈给委托编制

方ꎮ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 中共蓝山县

委办公室、 蓝山县人民政府办

公室联合下发 «蓝山县创建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工作实

施方案»ꎬ 进一步明确各级各

部门生态文明创建工作责任ꎮ
推进农村环境整治ꎬ 全县累计

投入治理资金 １０００ 余万元ꎬ
实施塔峰镇古城村、 雷家岭

村、 六七甲村、 八甲村、 源桐

村、 成家村ꎬ 毛俊镇毛俊村、
沙溪村ꎬ 祠堂圩镇洞庭村、 虎

溪村、 大和堂村ꎬ 新圩镇滨溪

村ꎬ 太平圩镇大洞村、 詹家坊

村ꎬ 楠市镇盘石村、 上下村ꎬ
土市镇八五村ꎬ 所城镇长铺

村、 联云村ꎬ 汇源瑶族乡源峰

村ꎬ 荆竹瑶族乡荆竹村ꎬ 犁头

瑶族乡犁头村ꎬ 大桥瑶族乡大

冲村等 ２３ 个示范村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项目ꎬ 建成水井保护

１４ 座、 垃圾池 ８ 座ꎬ 发放垃圾

桶 １２６０ 个ꎬ 建成单户型四格

污水处理池 ４４８ 座、 三户型四

格污水处理池 ５９ 个、 五户型

四格污水处理池 ４ 个、 十户型

四格污水处理池 ９ 个和 １５ 吨 /
天、 ３０ 吨 /天、 ５０ 吨 /天集中

污水处理站 １９ 个ꎬ 配套污水

收集管网 ２２１８５ 米ꎮ

【 “蓝天” 保卫战】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环境保护局加大对砖

瓦、 铸造、 冶炼、 陶粒、 采石

场、 混凝土搅拌站等涉气企业

的监察执法力度ꎬ 结合环保监

察 “双随机” 抽查制度ꎬ 开展

辖区排污企业的日常监管ꎬ 督

促企业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

转、 污染物达标排放ꎬ 打击违

法排污行为ꎮ 是年ꎬ 县环保局

责令 ７２ 家涉气企业限期整改ꎬ
致函县科商粮经信委停电 ３２
家ꎬ 依法拆除非法企业 ５ 家ꎬ
列入环境信用评价黑名单 １
家ꎬ 移送法院强制执行 １ 家ꎬ
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５ 起行政拘

留 ５ 人ꎻ 整治工地的不文明施

工行为和渣土运输扬尘污染案

件 １０ 起ꎻ 完成 ２２ 家餐饮油烟

整改整治ꎬ 安装油烟净化设

施ꎻ 县城区域继续实行全时段

禁燃ꎬ 并扩大 “禁燃” 范围ꎬ
辐射到县城周边城郊村ꎬ 空气

质量得到明显改善ꎮ 是年ꎬ 全

县城区空气环境质量优良率

９０％以上ꎮ

【 “碧水” 保卫战】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 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

府加大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环境整治工作力度ꎬ 成立组

织机构、 落实工作经费、 制定

实施方案ꎮ ６ 月 ２８ 日ꎬ 完成饮

用水水源地环境整治工作ꎬ 并

经省、 市环保部门验收、 销

号ꎮ 完成一、 二级保护区内 １６
块界牌、 交通警示牌和宣传牌

设置ꎻ 完成一级保护区内 ２０００
米隔离护栏网建设ꎻ 完成乡道

交通穿越的建设防撞护栏设施

建设ꎻ 完成一级保护区农田农

业种植退出ꎬ 二级保护区农业

种植 “两清两减” 技术整改治

理ꎻ 完成一、 二级保护区农村

生活污水、 生活垃圾规范化治

理、 处置工程ꎻ 完成保护区内

违规建设项目及非法排污口清

理、 关停、 退出工作ꎮ 实施湘

江保护和治理第二个 “三年行

动计划” 重点项目 ９ 个ꎬ 黑臭

水体治理项目 ４ 个ꎬ 确保主要

河流、 水体水质按功能区标准

达标ꎬ ３ 个省级地表水考核断

面水质达标率 １００％ꎮ 加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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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大型水利工程毛俊水库、 小

Ⅰ型毛江水库、 两江口水库等

水源性工程建设进度ꎮ 按照省

总河长 １ 号令要求ꎬ 开展各级

河长巡河活动ꎮ 县级领导分别

带领县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及

乡、 村级河长ꎬ 多次对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 舜水河塔峰镇雷

家岭村段、 荆竹瑶族乡凌江河

等地开展巡河调研ꎬ 不断加强

水环境保护工作ꎻ 对于当前的

主要污染源畜禽养殖行业ꎬ 县

政府制定整治方案ꎬ 组织相关

部门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整治ꎬ
实现畜禽规模养殖场粪便资源

利用率 ７８％的预期目标ꎮ 依法

关闭取缔非法养殖场 ７ 家、 责

令限期整改 １７０ 余家、 移送公

安机 关 处 理 ８ 起 行 政 拘 留

８ 人ꎮ

【 “净土” 保卫战】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完成 ２２ 个重点行业企

业的用地及污染地块调查ꎬ 完

成原砷制品厂遗留废渣处置和

新圩镇上清涵选矿厂污染地块

环境风险管控工程ꎬ 控制和消

除土壤污染隐患ꎻ 完成原砷制

品厂遗留废渣处置和新圩镇上

清涵选矿厂污染地块环境风险

管控工程ꎮ 全县配置公用垃圾

桶 (池) ８５００ 余个、 垃圾焚

烧炉 １８ 个、 垃圾收集车 (含

斗车) ３００ 余台ꎬ １１ 个乡镇与

县垃圾处理场签订垃圾无害化

处理协议ꎬ ２０９ 个行政村全部

实行无害化处理ꎬ 无害化处理

率 １００％ꎮ 实行危险废物规范

化管理ꎬ 对 ７ 家工业涉危单位

和 ３２ 家医疗危废产生单位进

行跟踪检查督导ꎬ 督促企业不

断完善危险废物管理组织架

构、 建立危险废物环境污染防

治责任体系、 制订危险废物环

境应急预案、 完善危险废物贮

存台账、 进一步规范危险废物

分类存放、 警示牌和标签的设

置等工作ꎮ ９ 月ꎬ 依法对新圩

镇杨家坊村非法废旧电瓶拆解

点进行强制取缔ꎬ 并以涉嫌环

境污染犯罪将相关人员移送县

公安局ꎬ ３ 名负责人被刑事

拘留ꎮ

【联合督查执法】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制

定 «蓝山县环境联合督查专项

执法检查工作方案»ꎬ 成立由

中共蓝山县委常委、 副县长何

江鸿任顾问ꎬ 县政府办副主任

李安泽任总指挥长ꎬ 县环保

局、 县住建局、 县城管局、 县

农业委、 县食药工商质监局、
县科商粮经信委等 １７ 个职能

部门主要负责人为副指挥长的

县环境联合督查专项执法检查

指挥部ꎬ 组建燃煤锅炉、 建材

行业、 城市扬尘、 畜禽养殖、
餐饮油烟、 医疗废物等 １０ 个

联合督查执法组ꎬ 于 ６ 月 ２８
日—７ 月 ６ 日对全县范围内的

燃煤锅炉、 建材行业、 城市扬

尘、 畜禽养殖污染整治、 餐饮

油烟整治、 汽车维修和废旧汽

车拆解、 黑臭水体治理、 城区

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医疗废

弃物整治和冶炼、 选矿、 铸

件、 陶粒行业存在的问题开展

“十大” 联合督查执法行动ꎮ
期间ꎬ 检查企业及点位 ３４６ 家

(个)ꎬ 发现存在问题 ２９２ 个ꎬ
下达整改通知 ２８４ 份ꎬ 立案查

处 ３ 起ꎬ 强制拆除非法企业 １
家ꎬ 扣留非法倾倒泥浆车辆

１ 台ꎮ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利用各种媒体

对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进行

宣传ꎮ 发布 «致全县污染源普

查对象的公开信»ꎬ 制作纸质

普查宣传资料发放给社会公众

和企业ꎬ 利用 ＱＱ 群、 微信公

众号、 电子显示屏等工具进一

步开展普查宣传ꎮ 为各乡镇普

查员准备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告知书»ꎮ １ 月 ３ 日ꎬ 中共

蓝山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何

江鸿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召开

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调度

会ꎬ 研究部署污染源普查工

作ꎻ ４ 月 １２ 日ꎬ 县政府组织召

开蓝山县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

查工作推进会ꎬ ３６ 个职能部门

和各乡镇共 ４５ 人参加会议ꎬ
对污染源普查清查阶段工作作

了安排部署ꎻ ５ 月 ８ 日ꎬ 县政

府组织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和乡镇政

府分管负责人参加省第二次污

染源普查动员部署视频会议ꎬ
县政府就工业企业、 规模畜禽

养殖等清查工作进行调度部

署ꎮ ４ 月 ９ 日ꎬ 县污染源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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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相关

单位及各乡镇下达 «关于安排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阶

段普查员的通知»ꎬ 根据各单

位、 各乡镇清查内容、 清查数

量的不同ꎬ 安排工作人员参加

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ꎮ ４ 月

２３ 日ꎬ 县污普办组织全县 ６３
名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参加全

市污染源普查清查阶段 “两

员” 培训及考试ꎬ 经测试合

格、 省污普办发证后投入到工

业企业清查工作中ꎮ 蓝山县通

过对比工商、 税务部门 (工业

企业)、 水利部门 (入河排污

口)、 质量监督部门 (生活源

锅炉) 的名录数据ꎬ 确定本县

污染源普查基本单位名录库ꎮ
县污染源普查清查阶段工作从

４ 月 ５ 日开始ꎬ 清查入河排污

口 １３ 个、 生活源锅炉 ６３ 台、
工业企业和产业活动 １８９２ 个、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１４ 个、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８８３ 个ꎬ 确

定纳入普查入河排污口 １３ 个、
生活源锅炉 ４ 台、 工业企业和

产业活动 ２６４ 个、 集中式污染

治理设施 １４ 个、 规模化畜禽

养殖场 ２１１ 个ꎻ 完成入河排污

口的采样工作ꎻ 完成污染源普

查清查系统全部数据录入和审

查ꎮ １０ 月 １１ 日起ꎬ 启动污染

源普查入户调查工作ꎮ 第三方

机构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１９ 名技术人员分为若

干个入户调查工作小组ꎬ 在县

环保局、 县农业局、 县畜牧局

工作人员带领下分别对普查对

象开展入户调查ꎮ 完成工业企

业污染源入户调查工作 ２５７ 家

(补充新增 ４ 家)、 集中式污染

治理设施 １９ 家、 入河排污口

１２ 个、 移动源 (加油站) ２５
家、 农业种植业抽样 １６２ 户、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普查 １８３
家、 规模以下畜禽养殖场抽样

数 ５５ 家清查入户工作ꎮ

【环保督察交办件办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配合中央环保

督察 “回头看” 工作ꎮ ４ 月ꎬ
制定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

市县领导包案责任分解表»ꎬ
进一步明确责任单位、 责任人

员和整改完成时限ꎬ 实行挂牌

督办、 专案盯办、 跟踪问效ꎮ
２０１７ 年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交

办蓝山县的 １３ 个信访件ꎬ ９ 个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按程序

再次上报销号ꎮ ２０１８ 年中央第

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湖

南期间ꎬ 全县受理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 “回头看” 信访交办件

１４ 批 １６ 件 (含重复件 １ 件)ꎬ
其中重点关注 ２ 件ꎮ 涉及畜禽

养殖业 １１ 个、 冶炼高炉企业 ４
个、 铸件行业 １ 个、 屠宰场 １
个、 砖瓦行业 １ 个、 农村环境

１ 件、 印染行业 １ 个、 选矿行

业 １ 个、 陶粒行业 １ 个ꎮ 根据

“一个问题、 一名领导、 一套

班子、 一个方案、 一抓到底”
的工作要求ꎬ 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对各中

央交办件的办理情况进行现场

核查督办ꎮ 按照上级 “信访件

当天 办 理 １００％、 领 导 包 案

１００％、 信访见面率 １００％、 现

场 察 看 １００％、 信 息 反 馈

１００％” 和 “重新约谈信访人、
重新调查相关情况、 重新研究

处理意见、 重新面对面答复ꎬ
做到事实不查清不上报、 政策

不讲清不上报、 合理诉求不解

决不上报、 程序不到位不上

报、 领导不签字不上报” 的办

理标准落实办理整改工作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办结 １０ 件ꎮ ７ 月ꎬ 省

环保督察期间ꎬ 蓝山县接到省

第六环保督察组转办信访件 ９
批 １３ 件ꎬ 其中生态破坏 ２ 件、
其他 ４ 件、 水污染 ４ 件、 大气

３ 件ꎬ 县环保督察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均进行交办ꎬ 明确各

自牵头部门和配合整改单位ꎬ
推进问题调查处理ꎮ 经实地调

查核实ꎬ 信访件中反映情况不

属实 ２ 件ꎬ 部分属实 １１ 件ꎬ 按

时办结 １３ 件ꎬ 责令整改 ５ 家ꎮ

【县人大常委会工作审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 蓝山县人大常委

会决定依法对县环保局三年来

的工作进行审议ꎮ 蓝山县环境

保护局于 ４ 月 ８ 日ꎬ 召开局务

会ꎬ 研究迎接审议工作有关事

项ꎬ 成立迎审工作领导小组及

相关机构ꎬ 确定负责领导和具

体工作人员ꎬ 制定迎接审议工

作实施方案ꎻ ４ 月 ９ 日ꎬ 召开

局党组会议传达县人大常委会

工作审议动员会精神ꎬ 审议通

过迎审工作实施方案ꎻ ４ 月 １０
日ꎬ 向县人大常委会工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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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组汇报工作情况ꎬ 研究审

议工作开展问题ꎻ ４ 月 １６ 日ꎬ
召开迎接人大工作审议动员大

会ꎬ 就迎审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ꎮ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

凤ꎬ 中共蓝山县委常委、 常务

副县长何江鸿出席动员会议并

分别讲话ꎮ 按照县人大常委会

工作审议步骤ꎬ ５ 月ꎬ 县环保

局通过采取领导带队对社会各

界开展调查走访、 发放调查问

卷等措施ꎬ 收集对环保工作开

展和环保队伍建设的批评、 意

见和建议ꎮ ９ 月 １２ 日ꎬ 县十七

届人大常委会第 １９ 次会议对

县环保局进行工作审议ꎬ 并根

据会 议 审 议 情 况 提 出 审 议

意见ꎮ

【政务公开试点】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环境保护局成立以局党

组书记、 局长为组长ꎬ 分管政

务公开副局长为副组长的政务

公开和政务服务工作领导小

组ꎬ 把政务公开试点工作任务

落实到具体责任股室和股室负

责人ꎬ 做到领导、 机构和人员

“三到位”ꎮ 根据县政务公开试

点办的要求ꎬ 结合环保工作实

际ꎬ 对全局行政许可、 行政处

罚、 行政强制及其他公共服务

等事项进行梳理ꎬ 工作领导小

组对工作事项进行集体审定ꎮ
经梳理ꎬ 县环保局 １６７ 项政务

公开事项全部按时通过互联网

＋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向社会

公开ꎻ 纳入城市综合执法的相

关环保工作事项通过政务公开

标准化考核系统向社会公开ꎮ
２ 名环保工作人员按时按要求

进驻新政务中心环保窗口ꎬ ２７
项环保行政许可及公共服务事

项均通过窗口受理并按时限审

核办结ꎮ 定期在一定范围内通

报近期本部门的重要工作、 重

大事项、 重大决策ꎬ 做到政府

和公共资源配置等重大事项都

公开进行ꎬ 规范运作ꎮ 与民生

相关的环保重大决策ꎬ 实行决

策前向社会公示ꎬ 决策后向社

会公开ꎮ

住房与城乡规划建设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住

房与城乡规划建设局围绕以建

设 “湘新时代、 新蓝山” 战略

定位ꎬ 以加快新型城镇化为主

线ꎬ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

本ꎬ 以全力创建国家级卫生县

城、 省级园林城市为抓手ꎬ 实

施县城扩容提质行动ꎬ 坚持以

科学规划引导城乡建设ꎬ 推进

城乡规划编制工作ꎬ 各项工作

成效明显ꎮ

【县城总体规划中期修编】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住房与城乡规

划建设局坚持以 “先策划后规

划再计划” 的工作思路ꎬ 对县

城建设进行顶层设计科学规

划ꎮ 聘请王志纲工作室进行策

划ꎬ 形成 «蓝山县县域经济突

破总体战略策划»ꎬ 确立建设

“湘粤生态工贸创新城市” 的

总体思路和发展定位ꎮ 针对

“规划跟不上发展步伐” 的现

状ꎬ 发挥规划对县城发展的龙

头作用ꎬ 招标确定湖南大学设

计研究院对县城总体规划进行

中期修改ꎬ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县城

规划用地面积由 １２ 平方公里

扩展到 １８ 平方公里ꎬ 城镇常

住人口由 １２ 万人增加至 １６ 万

人ꎮ 总投资 ４６ 亿元的扩容建

设和提质改造三年行动计划ꎬ
聘请上海、 广州、 长沙等 １５
个专业设计团队ꎬ 按照 “地

上” 以绿化、 美化、 亮化为标

准ꎬ “地下” 管网改造以 ３０ 万

人口规模ꎬ ５０ 年不落后ꎬ 百年

一遇防洪泄洪为标准ꎬ 对全县

路网提质改造工程进行顶层设

计ꎬ 布局城市基础配套设施ꎮ
根据各乡镇特色特点ꎬ 完成乡

镇规划设计ꎬ 创新开展 “美丽

乡村” 旅游规划编制ꎬ 聘请浙

江省山地环艺规划设计有限公

司对毛俊镇毛俊村进行 “旅游

小镇” 总体规划和俊水河景区

修建性详规ꎮ 利用产业对接优

势ꎬ 发展清洁能源、 生态石

材、 循环治化、 加工贸易、 商

贸物流、 现代农业ꎬ 打造 “蓝
宁道新工贸升级引领区”ꎻ 以

民间投资促进产城融合发展ꎬ
破解政府债务瓶颈和融资难问

题ꎬ 开创 “县域经济发展新模

式”ꎮ 以产业的发展促进城市

的整体升华ꎮ １５ 万平方米的标

准厂房动工建设ꎻ 生态石材产

业园、 皮革皮具产业园、 归雁

创业园、 电子制鞋产业园等特

色专业园区有序推进ꎻ 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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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亿元的示范性中学、 总投

资 ３０００ 万元的示范性幼儿园、
总投资 １ 亿元的政务 “三中

心” 完成规划设计ꎮ

【规划整体提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住房与城乡规划建设局

按照 “同规划、 同建设、 同完

工” 的要求ꎬ 坚持县城提质改

造工程突出整体性、 系统性、
彻底性ꎮ 道路提质突出整体统

筹ꎬ 对总长度 ２５ 千米的 ２１ 条

城区主道路 “地上” “地下”
整体性统筹施工ꎬ 削减县城提

质改造工程中的重复施工和

“地上” “地下” 不配套等现

象ꎬ 提升施工建设效率ꎬ 节约

财政投入ꎮ 全县道路提质改造

完成雨污排水管网 ４３ ６ 千米、
燃气管道 １５ ２ 千米、 弱电下

地 １３ ４ 千米ꎮ 人行道完成花

岗岩、 透水砖铺砖 １４ ３ 万平

方米ꎬ 彩色水泥艺术压膜 ２ ２
万平方米ꎻ 集中规划设置汽

车、 摩托车、 自行车位近 ６０００
个ꎻ 改 树 池、 树 篦 ６１００ 个ꎬ
种植补植乔木 ５４００ 余株、 灌

木 １ ５ 万平方米ꎻ 完成 “白改

黑” １１１８ 万平方米ꎻ 集中改造

高压电 １３ ５ 千米ꎬ 实施路灯

节能改造和安装 ２３００ 余盏ꎮ
听取专家意见和群众意愿ꎬ 对

全县公共基础设施配套进行谋

划布局ꎮ 投入 ３０００ 万元完成

城区第一、 二农贸市场升级改

造ꎬ 建材专业市场、 水果批发

市场启动建设ꎬ 第三农贸市场

完成选址征地ꎬ 建设便民市场

３ 个ꎬ 取缔 “马路市场”ꎻ 完

成规划设计城市公园 ３ 个ꎬ 建

成 １ 个ꎻ 新建、 改建无害化公

厕 １０ 座ꎬ 规范开放沿街单位

公厕 ２６ 座ꎻ 规划建设公交站

亭 ５０ 个ꎬ 建成 ３０ 个ꎻ 规划建

设垃圾站 ８ 个ꎬ 建成垃圾站 ７
个ꎻ 规划小游园 ６ 个ꎬ 建成 ３
个ꎮ 对总长度 １８ 千米的 ５４ 条

背街小巷进行提质改造、 无缝

隙路户衔接ꎬ 配备齐全的亮

化、 绿化、 环卫设施ꎬ 设置警

示标志和停车位ꎮ

【路网扩容】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住房与城乡规划建设局以拉

开城市骨架为目标ꎬ 加快建设

总投资 １０ 亿元、 全长 ４０ 千米

的 １９ 条 扩 容 道 路ꎮ 总 投 资

３３００ 万元、 全长 １ ２ 千米的二

广高速连接线完成全线清表

土、 片石回填、 桥墩土方等工

程ꎻ 总投资 ２ 亿元、 长 ７ ６ 千

米、 宽 ６０ 米的蓝山大道一期

工程完成征地拆迁工作ꎻ 总投

资 ０ ８ 亿元的湘粤北路整体开

发完成规划设计ꎬ 启动征地批

地ꎻ 投资 １１００ 万元的塔峰西

路延伸段完成道路工程建设ꎻ
投资 ２４００ 万元、 全长 １ １ 千米

舜水河风光带完成建设ꎻ 总投

资 ８０００ 万元、 长 １ ７ 千米的创

业大道竣工ꎻ 长 ０ ８ 千米的科

技路、 德政路竣工验收ꎻ 长 ５
千米、 宽 ６０ 米的东方大道有

序推进ꎻ 英才东路建成通车ꎮ
县城 “四纵四横” 路网骨架基

本成型ꎮ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城区 １ ８ 千米的断头路

的边贸中路北段、 五里南路、
新民西路及延伸段进入道路施

工阶段ꎬ 工业大道南路进入征

地拆迁阶段ꎮ 推进楠市重点镇

污水处理设施ꎬ ２０１７ 年楠市镇

向上争取公租房基础设施配套

工程项目ꎬ 项目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动工ꎬ 是年ꎬ 完成污水收集管

网 ７０００ 米ꎬ 河水并筑 ２６０ 个ꎬ
完成污水管道投资约 ２４０ 万

元ꎮ 楠市镇区及周边村的污水

处理分三期建设ꎬ 规模为 １５００
吨 /日处理能力ꎬ 其中一期按

５００ 吨 /日的规模建设ꎬ 相关的

前期工作完成ꎬ 进入挂网招

标ꎮ 毛俊镇污水处理厂项目完

成调节池、 污泥池、 入工湿

地、 ３００ 米管网延伸等土建工

程建设以及设备安装ꎮ 太平圩

镇污水处理厂完成有关立项、
选址、 可研等前期工作ꎮ 完成

乡镇黑臭水体治理工作ꎬ 太平

圩镇制定 «大平圩镇黑臭水体

整治方案»ꎬ 成立黑臭水体整

治领导小组ꎬ 采取河道垃圾清

理、 自来水池清洗、 周边环境

卫生整治等措施ꎬ 于 ９ 月底前

完成黑臭水体治理工作ꎮ

房 产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房

产局提升房地产行业监管水

平ꎬ 规范房地产市场管理ꎬ 服

务保障民生ꎬ 高质量推动群众

居住条件改善ꎬ 各项工作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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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进展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商品房

库存不到 ８０ 套ꎬ 开发项目和

现有库存不能满足购房户需

求ꎬ 房价上涨速度难以遏制ꎻ
被拆迁对象补偿预期值过高ꎬ
阻力相当大ꎻ 棚户区改造无集

中成片的项目实施ꎬ 任务欠账

比较多ꎮ

【房地产市场运行】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在售房地产开发项

目较少ꎬ 全年销售商品房 ８００
套ꎬ 销售面积 １０ 万平方米ꎮ
全县商品房楼盘少ꎬ 而购房需

求较大ꎬ 供不应求ꎬ 商品房销

售价格上涨较快ꎬ 销售均价从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７００ 元 /平方米上涨

至 ４８００ 元 /平方米ꎮ 开发项目

品质逐渐提高ꎬ 逸品蓝山、 湘

源壹号、 蓝庭枫景园、 金盘蓝

山等示范小区创建项目的开发

项目环境、 绿化、 配套、 设计

理念上有很大变化ꎬ 得到市民

认可ꎬ ４ 个项目销售量占到全

县销售总量 ９０％以上ꎮ 规范项

目开发经营行为ꎬ 出台 «蓝山

县商品房预售监管办法»ꎬ 各

项目执行五证上墙、 销售情况

公示、 明码标价、 合同备案等

行为逐步规范ꎮ

【保障性住房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保障性住房建设围

绕加快解决城市中、 低收入家

庭住房困难问题和城市提质开

展工作ꎮ 县 ２０１８ 年棚户区改

造工作结合城市提质和学位推

进工作进行ꎬ 对县城老农业

局、 煤炭公司、 印刷厂、 制鞋

厂等老旧小区以及西区和其他

重点项目征地涉及的住房进行

棚改拆迁ꎬ 全年签订棚改拆迁

协议 ３６０ 户ꎮ 按照自愿申请、
逐级审核的办法ꎬ 启动全县廉

租住房租赁补贴工作ꎬ 全年发

放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３８８ 户ꎬ
分季度发放补贴资金 ６６ 万元ꎮ
县房产局制定保障性住房分配

方案ꎬ 明 确 申 请、 审 核、 公

示、 摇 号、 入 住、 退 出 等 程

序ꎬ 对申请对象实行三审核三

公示制度ꎬ 要求对整个分配过

程公开透明ꎬ 接受社会各界和

人民群众的监督ꎮ 全年分配保

障性住房 ３００ 套ꎬ 累计分配

６８１４ 套ꎮ

【物业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房产局加强督促指导ꎬ 宣传

物业管理法律法规ꎬ 促进物业

管理行业健康发展ꎮ 加大维修

资金收缴ꎬ 累计收缴维修资金

３２００ 万元ꎮ 探索改革物业管理

模式ꎬ 通过推广社区居委、 业

主委员会、 物业公司 “三位一

体” 的物业管理模式ꎬ 化解物

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各种矛

盾ꎬ 对提升物业公司管理水平

起到推动作用ꎮ

【个人住房信息化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房产局加大

硬、 软件设备和人力投入ꎬ 推

进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ꎮ 完

成原始纸质档案录入 ３ 万余

件ꎬ 逐步建立起与省、 市联网

和多部门资源共享的住房信息

管理基础平台ꎮ 建立和完善房

地产交易信息统计制度ꎬ 安排

专人负责统计和上报联络工

作ꎬ 安装运行湖南省房地产交

易信息报送系统ꎬ 实现与省市

系统对接ꎬ 交易信息日报、 月

报工作常态化ꎬ 信息统计上报

工作步入正轨ꎬ 实时准确掌握

交易市场动态ꎮ 逐步完善个人

住房信息系统ꎬ 加强房屋交易

和产权管理信息平台建设ꎮ

【精准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房产局联系祠堂圩镇蓝屏村

实施精准扶贫工作ꎬ 局党组安

排 １ 名队员常驻该村ꎮ 贯彻落

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市县扶

贫开发的决策部署ꎬ 落实各项

强农惠农政策ꎬ 激发帮扶对象

自我脱贫的内在动力ꎮ 掌握和

了解帮扶对象的基本情况ꎬ 落

实 “ ２４６８ 驻村” 工 作 制 度ꎬ
与帮扶对象交流ꎬ 了解其家庭

生产生活情况、 扶贫政策的落

实情况等ꎬ 针对家庭实际制定

帮扶措施ꎮ 该村 ２０１８ 年家庭

人均纯收入达到 ５０００ 元以上ꎬ
实现 “一超过、 两不愁、 三保

障” 目标ꎮ 督促帮扶对象缴纳

医疗保险和扶贫特惠保ꎬ 解决

因病致贫问题ꎮ 入户核实家庭

人均纯收入ꎬ 完善帮扶对象的

台账资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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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投资开发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城

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以市委、 市政府 “六大战役”
决策和县委经济工作会议目标

为重点ꎬ 推进全县项目建设ꎬ
较好完成各项工作任务ꎮ 蓝山

县 ２０１８ 年 易 地 扶 贫 安 置 点

(县城、 浆洞乡) 工程建设项

目有安置户 ３０６ 户ꎬ 安置人数

１２６７ 人ꎬ 总投资约 ６８００ 万元ꎮ
全年招聘员工 １３ 人ꎬ 其中技

术人员 １１ 名、 综合岗位人员

２ 名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融资形

势日益严峻ꎬ 国家政策明确要

求平台公司不再承担政府融资

职能ꎬ 公司融资模式单一ꎬ 项

目建设资金难以保障ꎻ 债务压

力沉重ꎬ 全县绝大部分基础设

施项目的投入均由公司通过项

目贷款融资ꎬ 现有银行借款金

额 １５ ８４ 亿元ꎬ 巨额债务处置

难度大ꎻ 部分项目建设还有房

屋未征收ꎬ 项目不能按时竣工

验收ꎬ 影响年度工作目标ꎻ 公

司各部门职能有待继续确定ꎬ
全县的闲置资产未注入城投集

团ꎬ 未建立完善的偿债机制ꎬ
财政没有设立专门的偿债专

户ꎻ 集团及子公司的人员身份

和薪酬没有明确ꎮ

【重点项目推进】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承担重点工程、 城建

项目、 民生工程等项目 ９ 个ꎬ
计划完成投资 ２６ ４７ 亿元ꎮ 蓝

山县 ２０１８ 年易地扶贫安置点

(县城、 浆洞乡) 工程建设项

目有安置户 ３０６ 户ꎬ 安置人数

１２６７ 人ꎬ 总投资约 ６８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完成所有安置房 (县
城点 １５ 幢、 浆洞乡点 ４ 幢)
的主体建设ꎬ 满足使用入住要

求ꎮ 蓝山县创新创业园标准厂

房二期建设项目是中共湖南省

委、 省人民政府 “１３５” 工程

和县委、 县政府 “２１１” 工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二期规划用

地总面积 ４４１ ７ 亩ꎬ 总建筑面

积约 ６５ ５ 万平方米ꎬ 总投资

约 １５ 亿元ꎬ 地块 Ａ 建设用地

７ ２７ 公顷ꎬ 新建 １２ 幢厂房ꎬ
建筑面积 １３ ３ 万平方米ꎬ 总

投资约 ３ 亿元ꎮ 完成立项、 国

土规划等前期手续以及施工图

设计和图审、 施工和监理招标

挂网工作ꎮ 城区学位建设项目

拟建学位 ２０８４０ 个ꎬ 新建学校

５ 所ꎬ 改扩建 ５ 所ꎬ 建筑面积

约 １７ １１ 万平方米ꎬ 总投资 ６
亿元ꎮ 完成新建学位 １ ６３ 万

个ꎬ 依法完成 ＥＰＣ 招标工作ꎬ
签订 ＥＰＣ 总包合同ꎻ 蓝山第一

中学、 明德小学、 第二中学小

学部、 赤蓝桥小学等项目完成

施工图审查ꎻ 湘源学校、 城南

学校进入施工图设计阶段ꎻ 龙

溪中学进入主体三层施工阶

段ꎻ 第四中教学楼基桩完工ꎬ
进入按规范要求检测阶段ꎬ 公

寓楼基础开始施工ꎻ 蓝山第一

中学进入基础开挖和垫层施工

阶段ꎻ 明德小学进入独立基础

施工和局部垫层阶段ꎻ 第二中

学小学部进入独立基础和挡土

墙施工阶段ꎻ 赤蓝桥小学施工

队伍进场ꎬ 部分基础开挖ꎮ 蓝

山县公租房二标及附属工程建

设项目全年计划投资 ６０００ 万

元ꎬ 完成投资近 ３０００ 万元ꎬ
完成税收约 １００ 万元ꎮ 蓝山县

舜水田园综合体玻璃大棚建设

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１ 万平方

米ꎬ 总投资约 ２３００ 万元ꎬ 进

入 ＥＰＣ 设计施工总承包招标挂

网阶段ꎮ 和平汽车站工程建设

项目建筑面积 １ ３９ 万平方米ꎬ
一期总投资约 ４５００ 万元ꎬ 全

年完成投资 ６００ 万元ꎬ 主体工

程完工ꎬ 进入装修施工阶段ꎮ
蓝山大道 (含余香路) 工程建

设项 目 总 投 资 约 １ ５ 亿 元ꎬ
２０１８ 年计划完成投资约 ７０００
万元ꎬ 全年完成投资 ３１００ 万

元ꎮ 保障性住房综合建设项目

二期建筑面积 ４ ６０ 万平方米ꎬ
总投资约为 ６６００ 万元ꎬ ２０１８
年计划完成投资约 ２０００ 万元ꎬ
完成投资 １６００ 万元ꎮ 东方大

道续建项目总投资 １ ３５ 亿元ꎬ
２０１８ 年计划完成投资 ７０００ 万

元ꎬ 完成投资 ４２０ 万元ꎮ

【投 (融 ) 资工作 】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配合县财政局厘

清公司资产、 债务情况ꎬ 上报

各种数据表格ꎬ 对公司政府性

债券和非政府性债务进行甄别

以及融资平台进行清理、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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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撤并ꎮ 公司工商注册资本

３ ６ 亿元 (为县行政事业单位

办公楼及土地等不动产)ꎮ 根

据公司融资部 ２０１８ 年债务统

计上报ꎬ 公司的债务余额为

３００２０４ 万元ꎬ 其中纳入政府债

务系统管理的债务为 １２２１１５
万元ꎬ 中长期财政支出责任的

债务为 １７８０８９ 万元ꎮ 公司拟

发行企业债券融资 １０ 亿元ꎬ
完成项目前期招投标工作ꎬ 确

定债券发行主承销商为广州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ꎮ ３ 月 ２８ 日ꎬ
签订 «２０１８ 年蓝山县城市建设

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

券承销协议»ꎮ 因政府性债务

清理和化解政策ꎬ 政府明确债

券发行暂缓实施ꎮ ３ 月底启动

县城区学位建设项目ꎬ 与通号

工程局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签订 ＥＰＣ 协议ꎬ 完成融资任务

４ 亿元ꎮ ９ 月 ２ 日ꎬ 与县农商

行洽谈融资工作ꎬ 以该项目向

农商行融资 １ 亿元ꎬ 完成资料

整理工作ꎬ 并上报县农商行ꎬ
９ 月 ２０ 日通过县农商行贷审

会ꎬ ９ 月 ２１ 日签订 ８０００ 万元

贷款合同ꎬ 到位 ４０００ 万元ꎮ

【项目建设资金使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 “十三五” 异地扶

贫搬 迁 建 设 项 目 资 金 到 位

６０２１ ３ 万元ꎻ ２０１８ 年ꎬ 国家

专项建设基金、 长期政策性贷

款、 中央预算内资金、 地方政

府债券到位 １２８９７ ８ 万元ꎬ 使

用 ７２２９ ８ 万元ꎻ 用于支付建

档立卡贫困户集中安置的工程

款使用 ３９２９ ４８ 万元ꎬ 该项目

同步整村搬迁项目合同金额 ５
亿元ꎬ 到位 ２ 亿元ꎬ 累计使用

２７０１ ９６ 万元ꎬ 其中 ２０１８ 年使

用 ２３３５ ６８ 万元ꎬ 项目款项主

要用于县扶贫安置点建设ꎬ 该

项目的贷转存余额 １７２９８ ０３
万元ꎮ 旧城 (城中村) 棚户区

改造项目合同金额 ８ 亿元ꎬ 到

位 ４ ５ 亿元ꎬ 使用 １３０２１ ９９ 万

元ꎬ 其中 ２０１８ 年使用 ８０７ ０５
万元ꎬ 该项目的贷转存余额

３１９７８ 万元ꎻ 项目款项主要用

于县重点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款

的支付ꎬ 包括蓝山大道、 果木

安置小区、 金石路、 蓝山县湘

粤路建设等ꎮ 创新创业标准厂

房建设项目合同金额 ２ １ 亿

元ꎬ 到 位 ２ １ 亿 元ꎬ 使 用

５０７１ １８ 万元ꎬ 其中 ２０１８ 年使

用 ９２６ ４１ 万元ꎬ 该项目的贷

转存余额 １５９２８ ８ 万元ꎬ 项目

款项主要用于支付蓝山县创新

创业标准厂房工程款ꎮ 城区学

位建设项目农商行贷款资金

２０１８ 年到位 ４０００ 万元ꎮ 城镇

垃圾收运处理工程基金合同

４０００ 万元ꎬ 到位 ４０００ 万元ꎬ
使用 １０２５ 万元ꎬ 其中 ２０１８ 年

使用 ２５３ 万元ꎬ 该项目的贷转

存余额为 ２９７４ 万元ꎮ 湘江源

舜水河综合整治项目合同金额

为 ２ ７ 亿元ꎬ 到位 １ １ 亿元ꎬ
使用 ３８１３ 万元ꎬ 其中 ２０１８ 年

使用 ４８ 万元ꎬ 该项目的贷转

存余额 ７１８６ ４６ 万元ꎬ 主要用

于湘 江 源 舜 水 整 治 工 程 款

建设ꎮ

【综合部门制度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建立适用于公司

现阶段发展的规定制度ꎬ 梳理

各个方面的工作流程ꎬ 减少错

误环节ꎬ 保障工作有序推进ꎮ
执行制度上坚持公平原则ꎬ 结

合人本管理机制ꎬ 提高管理质

量ꎬ 规范人力资源管理活动ꎮ
重视人才选拔ꎬ 做好内部人员

沟通与协调ꎮ 全年招聘员工 １３
人ꎬ 其中技术人员 １１ 名、 综

合岗位人员 ２ 名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年末ꎬ 公司有员工 ３３ 名ꎮ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把 “两学一做” 活动贯彻

到工作ꎬ 落实 “三会一课” 制

度ꎬ 组织学习 «宪法» «党

章» «准则» «条例» 等规章ꎬ
按照中央第六巡视组、 省委第

八巡视组作出的指示ꎬ 定期组

织员工观看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榜样 ３» 等警示教育

片ꎬ 加强公司员工的大局意

识、 核心意识、 法制意识、 服

务意识ꎬ 推进党员队伍的思想

建设、 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和

制度建设ꎮ 公司全年无违纪、
违法案例ꎮ

环境卫生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环

境卫生管理局为蓝山县公用事

业管理局下属的副科级事业单

位ꎬ 定编 ７０ 名ꎬ 经费全额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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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ꎮ 下设综合办公室、 财务

室、 监察室、 城市环境卫生管

理股、 农村环境卫生管理股、
设施设备管理股、 市容环境卫

生监察队、 重点项目办公室、
生活垃圾处理站ꎮ 全局有正式

干部职工 ９６ 人 (其中在职人

员 ５３ 人、 退休人员 ４３ 人)ꎬ
公益性岗位人员 ３２３ 人ꎬ 无害

化垃圾处理场 １ 个ꎬ 环卫专用

停车场座ꎬ 环卫专用车辆 ３４
台ꎬ 垃圾收集站、 压缩站 ９
座ꎮ 承担县城城区环境卫生管

理监察和 １５０ 万平方米主次干

道的垃圾清扫、 保洁ꎬ 每天

１２０ 余吨生活垃圾的密闭式收

转运、 处理ꎬ ７００ 余个果皮箱、
２００ 余个垃圾箱、 ９ 座垃圾站

的清理维护、 垃圾无害化处理

场的维护管理和建成区内机关

事业单位、 企业和经营户的环

卫有偿服务费的收取、 全县农

村垃圾治理工作的监督管理和

服务以及城镇生活垃圾收运处

理工程项目建设等工作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清扫保

洁、 清运力度与要求还有一定

差距ꎬ 个别清运司机思想认识

没有跟上ꎬ 部分背街小巷卫生

死角清理后的垃圾剧增ꎬ 清运

情况仍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

果ꎻ 环卫司机安全教育仍需加

强ꎬ 部分环卫司机急于把垃圾

拖至垃圾场ꎬ 车速偏快ꎻ 农村

环卫基础设施建设滞后ꎬ 垃圾

收集站选址和施工困难ꎬ 建设

推进阻力大ꎬ 祠堂圩站因阻工

改址ꎮ

【内部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环境卫生管理局制定各岗位

的岗位责任制ꎬ 完善各项管理

制度ꎬ 强化细化各项工作的管

理制度和组织纪律ꎬ 严格执行

单位的各项管理制度ꎬ 调动职

工的劳动积极性和主动性ꎮ 对

各股室名称进行调整ꎬ 清扫组

改名为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办公

室ꎬ 收费组改名为市容环境卫

生监察队ꎬ 新设立农村环境卫

生管理办公室和重点项目办公

室ꎮ 对全局股室长进行轮换岗

位ꎬ 除局办公室、 财务室外ꎬ
其余股室长均进行岗位调整ꎬ
提拔 ３ 名干部职工任副股所

长ꎮ 多次与外单位、 外县单位

进行学习交流ꎬ 拓宽环卫工作

和单位办公的眼界ꎬ 学习 “对
标” 单位的成功经验ꎮ 多次开

展党建模范带头活动ꎬ 以局长

和干部、 党员、 机关同事模范

带头ꎬ 开展 “重心下沉上一

线ꎬ 干群同心创国卫” “周二

人行道冲洗” “周五政治学习

日带头讲课” 等实践活动ꎮ

【清扫与保洁】 　 ２０１８ 年ꎬ 蓝

山县环境卫生管理局对各路段

以组为单位ꎬ 从早上 ４: ００ 至

晚上 １０: ００ꎬ 每天近 １８ 个小

时一天两扫、 全天候不间断巡

回保洁ꎮ 县城清扫率 １００％ꎮ
不断推行机械化作业模式ꎬ 对

塔峰路、 湘粤路、 城东路、 新

建西路、 市政广场等主街道采

用洗扫车清扫ꎬ 机械化清扫率

７４％ꎮ 加大对路段的监督管理

力度ꎬ 实行路段责任分级管理

制ꎬ 由分管领导、 路段长每日

不定时对路面的环境卫生状况

和清扫保洁工作进行督促检

查ꎬ 发现问题及时改进ꎮ 清扫

区域内基本上达到地面干净整

洁、 路面见不到垃圾的目标ꎮ
勾臂式垃圾清运车按要求做到

集装箱式密闭垃圾桶一满就运

走ꎬ 各单位的集装箱式密闭垃

圾桶按其要求进行清运ꎻ 压缩

式垃圾收集车每天早晚、 上下

午分四次定点定时上街收集居

民生活垃圾、 主街道生活垃圾

和清理路面的移动式板车垃

圾ꎮ 所有垃圾日产日清ꎬ 所有

垃圾在清运过程中全密闭式运

输ꎬ 避免二次污染ꎮ 每日清运

垃圾量约 １００ 吨ꎬ 节假日每日

清运垃圾量约 ２００ 吨ꎮ 洒水

车、 高压冲洗车、 洗扫车加强

对路面的清洗、 清扫作业ꎬ 每

天冲洗主街道路面、 路沿石 ５
次ꎮ 安排专人每天清洗果皮

箱、 移动式板车、 集装箱式密

闭垃圾桶各 ２ 次ꎬ 安排专人对

垃圾桶、 垃圾中转站和垃圾处

理场进行高科技无害化生物灭

蝇除臭处理ꎮ 加强对收费任务

的落实ꎬ 市容监察收费队在收

取环卫有偿服务费的过程中亮

证上岗ꎬ 文明收费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环境卫生管理局结

合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的开展ꎬ
对农村垃圾治理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ꎬ 相继召开县、 乡镇、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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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干部会议进行发动ꎬ 传达

上级关于开展农村垃圾治理工

作的精神ꎮ 利用多种宣传工

具ꎬ 采取多种形式ꎬ 如设置农

村垃圾整治宣传专栏和标语ꎬ
对农村垃圾治理工作进行宣传

和发动ꎮ 加大责任落实和整治

力度ꎬ 各乡镇成立领导机构和

工作机构ꎬ 明确专抓领导ꎬ 制

订整治方案ꎬ 层层分解任务ꎬ
落实工作责任ꎮ 部分乡镇、 行

政村围绕建立健全日常管护长

效机制ꎬ 实行保洁卫生费收取

制度ꎬ 取得较好效果ꎮ 是年ꎬ
向各乡镇发放 １００ 升和 ２４０ 升

垃圾收集桶计 ５０００ 余个ꎬ 向

部分村庄配备三轮垃圾收集车

６４ 台ꎬ 配置公用垃圾桶 (池)
９５００ 余个ꎬ 农户普及率 １００％ꎻ
有垃圾焚烧炉 １８ 个ꎬ 垃圾收

集车 (含斗车) ４００ 余台ꎬ 农

村有保洁员 ６６５ 人ꎬ 全县有 １１
个乡镇与县垃圾处理场签订垃

圾无害化处理协议ꎮ 组织清理

湘江源、 祠堂圩、 毛俊、 新圩

等地存量垃圾约 ２０００ 余吨ꎬ
清理整治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完

成 ３ 个ꎮ 按照一季一督查的治

理工作要求ꎬ 开展督查工作 ２
次ꎬ 对治理工作中的问题下达

督查整改书ꎮ 按照全县统一部

署ꎬ 对乡村振兴垃圾治理工作

一周一调度ꎬ １０ 个乡村振兴重

点村按要求配备保洁员 ６０ 名、
垃圾桶 ５７０ 个ꎬ 垃圾处理率

１００％ꎮ 加大垃圾收运处理基

础设施建设 (重点项目)ꎬ 建

成塔峰镇、 毛俊镇、 太平圩镇

等 ４ 个乡镇垃圾站ꎬ 蓝山县生

活垃圾全过程管理中心完成征

地任务的 ８０％ꎻ 楠市镇、 所城

镇、 新圩镇垃圾站完成征地工

作ꎬ 所城镇垃圾站进入三通一

平阶段ꎮ 九分山和小吴家两个

存量垃圾场整治等项目纳入湘

江流域存量垃圾综合治理亚行

贷款项目ꎮ

【生活垃圾处理站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生活垃圾处理

站全年除蝇、 除臭、 消鼠 ２９０
次ꎻ 完成场区覆盖防渗膜 ４００
平方米ꎻ 对场区机械设备进行

检修维护ꎬ 其中对推土机进行

１ 次大修ꎻ 完成 ３ ５ 万吨进场

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ꎻ 垃圾

渗滤液达标排放 ２ 万吨ꎬ 深蓝

公司排放 ０ ８ 万吨 (深蓝公司

于 １０ 月停止运营)ꎬ 排放 ２ ８
万吨ꎬ 达标排放率 １００％ꎮ 完

成配套设施的建设任务ꎬ 完成

垃圾处理站后续工程项目建设

和配套设施的建设ꎮ 场区垃圾

渗滤液的在线监控设备投产使

用ꎻ 对应急池工程进行验收ꎻ
引进雅迪公司应急处理设备ꎬ
投产使用ꎻ 对垃圾场场区 １１００
平方米的露土做好绿化ꎬ 用土

３５００ 立方米、 植树 １００ 株ꎻ 对

洗车平台进行升级ꎻ 对场区

４５０ 平方米的道路进行硬化ꎮ
加强环境监测ꎬ 强化垃圾渗滤

液的管理ꎬ 先后派职工参加环

卫行业水质化验员岗位培训ꎬ
每天安排专业的化验员对处理

后的垃圾渗滤液进行数据检

测ꎬ 其中检测的数据有氨氮、
ＣＯＤ、 ＢＯＤ 等项目ꎬ 垃圾渗滤

液达标排放ꎮ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按照中央、
省、 市、 县生态环境保护攻坚

战役的要求ꎬ 结合 “三城同

创” 工作ꎬ 进一步完善城市管

理长效机制ꎬ 加强城市管理ꎬ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城市形象

和人居环境质量ꎬ 促进全县经

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持续协调

发展ꎮ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履行党

要管党、 从严治党要求ꎬ 召开

局党组会议和支部组织生活

会ꎬ 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系列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ꎬ 掌握干部职工的思想动

态ꎬ 与各队室签订岗位责任

制ꎬ 培训培养全局执法队员文

明执法和爱岗敬业的理念ꎬ 增

强责任感和事业心ꎮ 开展单位

内部督查管理ꎮ 健全完善首问

责任制、 限时办结制、 责任追

究制、 外出公示制、 职位代理

制等效能建设制度ꎬ 对不作

为、 慢作为的行为进行督查整

改ꎮ 强化城管执法人员的思想

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ꎬ 提高队

伍素质ꎮ

【城市管理宣传】 　 ２０１８ 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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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采

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教育ꎬ 引

导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城市管理

规定、 配合参与城市创建ꎮ 利

用执法车辆上街巡查及时宣传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相关

政策法规ꎮ 利用电子显示屏滚

动宣传城市创建工作要求ꎮ 向

建筑工地、 运输车辆和社区下

发 «关于加强县城区渣土运输

管理的通知»ꎮ 加强网络及报

刊宣传ꎬ 对城市管理工作动

态、 城市管理先进经验与做法

及时在县政府门户网站、 手机

报、 县城管执法局门户网站及

城管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宣传

报道ꎮ

【市容市貌整治】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加

强市容秩序管理ꎬ 对县城区占

道经营、 流动摊贩、 马路市

场、 夜市烧烤、 建筑垃圾乱倒

等城市乱象开展长期专项整

治ꎮ 联合县环保局、 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 县公用事业局、 县

环卫局、 县交警大队、 县交通

局、 县农机局、 县市场服务中

心等部门开展多次联合执法ꎮ
重点开展出店经营、 占道摆

摊、 马路市场等违规乱象执法

整治行动ꎬ 清理流动摊点 ３３０
余次ꎬ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１４０ 余份ꎬ 纠正流动水果摊贩

沿街叫卖 ３０００ 余起ꎬ 清理违

章占道 ６５０ 余起ꎬ 暂扣各类违

章物品 ２００ 余起ꎬ 纠正临街门

店超门面经营行为 ３００ 余起ꎮ

按照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

府统一安排部署ꎬ 对全县城区

破旧广告牌、 路灯广告牌、 楼

顶违规广告牌进行集中整治ꎬ
拆除破损门头广告 １００ 余处、
路灯杆广告 ５００ 余块、 楼顶高

位违规大型广告 ６０００ 余平方

米ꎮ 基本取缔金龙街、 妇幼保

健路口、 劳动服务公司路口、
博爱学校路口、 南岭林场家属

区路口的马路市场ꎬ 取缔主要

街道及校园周边流动摊点 １００
余个ꎮ

【大气污染防治】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制

定与城市道路扬尘防治、 餐饮

油烟污染防治和城区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相关的治理工作方

案ꎬ 并发放各种宣传单进企业

店铺ꎬ 多次组织全局执法力量

开展大气污染集中治理行动ꎮ
整治餐饮油烟和夜宵烧烤ꎬ 采

用 “错时执法、 强化巡查ꎬ 及

时查处” 原则ꎬ 晚上安排执法

人员上班ꎬ 加大对南平路、 塔

峰路、 广场街夜市摊点摆放相

对集中的路段的管理力度ꎬ 对

污染路面、 严重影响市容市

貌、 违章占道经营的夜市烧烤

摊点进行取缔和规范ꎮ 全年整

治露天烧烤 ２０ 余户、 超门面

经营 ４０ 余户ꎬ 发放文明经营

公告 １５０ 余份ꎬ 下达限期整改

通知 ６０ 份ꎬ 暂时登记保存占

道烧烤作业炉具、 座椅等经营

用具 １２３ 件 (抽风机 ５ 台、 烧

烤炉 ２４ 台、 桌子 ２４ 张、 凳子

４３ 张、 电子秤 １６ 台、 煤气炉 ５
台、 煤气罐 ５ 个、 冰柜 ３ 个)、
占道乱放灯箱广告牌 ３０ 余块ꎮ
文明劝导油烟扰民 ４０ 余起ꎮ
规范工地夜间施工及广场舞噪

音扰民 ２０ 余起ꎮ 对市民反映

强烈的餐饮企业ꎬ 督促其增加

油烟净化器和改造油烟排放管

道ꎬ 取缔 ９０％以上不达标烧烤

炉ꎬ 夜间烧烤油烟扰民投诉基

本消除ꎮ 加大扬尘整治治理ꎬ
强化工地源头管理ꎬ 根据县

委、 县政府制定的 “六个不开

工” 和 “七个 １００％” 的规定ꎬ
定人定点检查建筑渣土运输车

辆是否按照规范化要求进出工

地ꎬ 从源头控制带泥上路、 无

准运证件和未密闭运输渣土ꎮ
加强渣土运输资质化管理、 标

准化运输ꎬ 强化渣土运输日常

巡查管理ꎬ 健全完善渣土运输

长效管理机制ꎮ 全年出动执法

车次 ８００ 多次ꎮ 联合交警、 农

机、 环保、 交通等部门进行联

合执法ꎬ 规范建设洗车平台 ６
个ꎬ 整改污染源头 １３ 处ꎬ 发

放蓝天保卫战告知函和询问通

知 ８０ 份ꎬ 下发整改通知书 ３５
份ꎬ 扣押非法运输建筑垃圾车

辆 １１ 台ꎬ 立案处罚 ３０ 件ꎮ 开

展县城主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行动ꎮ 在县城城区包括塔峰

城郊村实行全面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的行为ꎬ 牵头联合公安、
安监、 环保、 民政、 塔峰镇等

部门组成 ２０ 名人员的专门执

法队伍ꎬ 对县城主城区违章禁

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进行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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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行动ꎬ 通过行政处罚、 治

安拘留和电视台实名曝光等方

式ꎬ 对全城包括城郊村进行监

管ꎮ 全年查处违规燃放烟花爆

竹案例 ２３ 起、 非法储存销售

烟花爆竹 １０ 起ꎬ 文明劝导和

制上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８０
余 起ꎬ 规 范 红 白 喜 事 ２３０
余起ꎮ

【控违拆违】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根据中

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的统

一部署ꎬ 加强对县城规划区域

内违法建设的巡查ꎬ 采取每天

查、 重点查、 反复查的方式ꎬ
预防出现新的违法建筑ꎬ 把违

法建筑消灭在萌芽状态ꎮ 实现

新出违建 “零增长”ꎬ 加强在

城区的巡查ꎬ 预防出现新的违

法建筑ꎬ 采取不间断、 全方

位、 高频率的巡查ꎬ 特别是在

双休日和节假日严防突击抢建

行为ꎬ 对新增的违章建筑做到

“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时间查

处、 第一时间拆除”ꎬ 做到拆

控并举、 以控为主、 以拆促

控ꎮ 加大拆违力度ꎬ 对城区规

划区域内的违法建筑ꎬ 依法对

其下达 «停止施工通知书» 和

«限期自行拆除通知书»ꎬ 对逾

期不理的ꎬ 依法组织强拆ꎬ 全

年下达停止违法建设通知 １０５
次ꎬ 组织大型拆除违法建设行

动 １８ 次ꎬ 拆除违法建设面积

１０３５６ 平方米ꎮ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派出以

主任科员雷彬为工作队队长、
胡春阳为队员的工作队ꎬ 到常

驻扶贫工作地开展结对帮扶工

作ꎬ 工作队与村干部及驻村工

作人员每月定期召开例会讨论

和安排当月走访贫困户内容ꎬ
宣讲阶段性政策以及村级基础

设施建设事项ꎬ 交办省、 市、
县督查情况并进行整改ꎬ 完成

脱贫工作计划ꎮ 发展产业扶

贫ꎬ 巩固和管理好村级光伏发

电ꎬ 村级集体资金达到 ４ 万元

以上ꎬ 不断完善村级合作社南

风歌农业合作社ꎬ 培育巩固猕

猴桃种植育苗基地ꎻ 落实小额

信贷 ４４ 户ꎬ 其中分红信贷 ３７
户、 分红收入 １８ ５ 万元ꎬ ７ 户

自贷自用发展产业ꎮ 帮扶自主

产业发展 ３２ 户ꎬ 上级下拨自

主产业补助资金 ９ ６ 万元ꎮ 帮

扶就业产业 ４３ 户、 ７４ 人ꎬ 上

级下拨外出务工交通补贴 ４ ５
万元ꎮ 开展教育扶贫ꎬ 春季教

育扶贫户 ４４ 户、 ７８ 个贫困生ꎬ
发放教育补助资金 ３ ９ 万元ꎻ
秋季教育扶贫户 ４１ 户、 ６８ 个

贫困生ꎬ 发放教育补助资金

３ ４ 万元ꎮ 推进健康扶贫ꎬ ６８
户贫困户、 １９６ 人全部纳入城

乡医保ꎬ 政府代缴 ９０ 元 /人ꎬ
代缴资金 １ ７６４ 万元ꎻ ６８ 户贫

困户、 １９６ 人由政府代缴特惠

保ꎬ 代缴资金 １ １７６ 万元ꎮ 大

病医疗救助 １ 人ꎬ 救助资金

３２３０ 元ꎮ 家庭医生签约 ６８ 户

贫困户ꎬ 签约率 １００％ꎮ 对贫

困户家庭义务就诊两次ꎬ 分别

为上半年一次ꎬ 下半年一次ꎮ

城 市 供 水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自

来水公司坚持供水为全县人民

服务的指导思想ꎬ 围绕全县工

作大局ꎬ 以保障全县城镇居民

生产和生活用水为根本ꎬ 较好

完成年度各项任务指标ꎬ 为社

会稳定和经济建设作出应有贡

献ꎮ 是年ꎬ 实现水厂出厂水供

水 １１６７ 万吨ꎬ 完成水费收入

１３８０ 万元、 供水工程安装收入

６５５ 万ꎬ 全年经济总值 ２０３５ 万

元ꎬ 投入资金 ３００ 万元ꎬ 完成

两江 口 水 厂 ５０００ 吨 续 改 建

项目ꎮ

【供水管理与维护】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自来水公司完成蓝

山大道东侧供水管网、 皮革产

业园、 学位房建设项目、 舜水

村、 农产品产业加工园、 异地

扶贫搬迁区等供水主管安装ꎬ
投入资金 ５３４ 万元ꎬ 建成 Ø１１０
毫米管道 １１ ５ 千米ꎮ 推进城

乡供水一体化ꎬ 接收县水利局

农村规模水厂 ７ 座ꎬ 投入 ６０ 万

元对规模水厂进行提质改造ꎬ
确保农村饮水安全ꎮ 完成新圩

镇株木水村突发性水源引水工

程管道 Ø１６０ 毫米 ８ ６ 千米的

安装ꎬ 解决 ５０００ 余人的饮水

安全问题ꎮ 推进城区水价改革

后续工作ꎬ 开通微信支付、 支

付宝支付水费等便民措施ꎬ 方

便用户缴纳水费ꎮ 受理用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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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６８ 起ꎬ 投入资金 ３５ 万元ꎬ
完成供水管网抢修 ２１５ 处ꎮ

住房公积金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永州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蓝山县管理

部从提高实际工作和服务群众

能力入手ꎬ 推进作风建设ꎬ 提

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水平ꎬ 各项

工作取得长足发展ꎮ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归集住房公积金 １ ６３
亿元ꎬ 完成任务的 １０１ ６％ꎻ
归集单位 ２８６ 个、 新开户 ７３５
人ꎬ 完成计划的 １６３ ３％ꎻ 参

缴职工人数 １２０４０ 人ꎬ 实现行

政事业单位全覆盖ꎬ 集体企业

及私营企业有所突破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工作人

员少ꎬ 担负工作量大ꎬ 人手捉

襟见肘ꎻ 财政未将住房公积金

纳入财政专户代扣代缴ꎬ 部分

单位的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出现

错缴、 迟缴等现象ꎻ 旧有房屋

中有部分产权登记只有房屋产

权证ꎬ 无国有土地使用权证ꎬ
达不到县不动产中心抵押登记

的条件ꎬ 无法设定抵押ꎬ 办理

抵押权登记ꎬ 影响住房公积金

的信贷投放ꎬ 县政府没有制定

出台相应的措施和政策ꎮ

【住房消费与非住房消费】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提取住房公积

金 ２８３２ 笔、 ９４１８ ５ 万元ꎬ 占

同期归集额的 ５７ ８８％ꎮ 其中ꎬ
购买住房支取 ３４４ 笔、 ２０７１ 万

元ꎬ 建造住房支取 ８２ 笔、 ３８１
万元ꎬ 偿还贷款本息支取 ２０７５
笔、 ４９１５ 万元ꎬ 租房支取 １２
笔、 １０ ６ 万元ꎬ 离退休支取

２６１ 笔、 １８１２ 万元ꎬ 终止劳动

关系支取 ２０ 笔、 ５９ ８ 万元ꎬ
死亡支取 １５ 笔、 ７５ ９ 万元ꎬ
大医疗支取 １４ 笔、 ６６ ８ 万元ꎬ
其他支取 ９ 笔、 ２５ 万元ꎮ

【贷款管理与资金安全保障】
２０１８ 年ꎬ 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蓝山县管理部优化首次

住房消费的缴存办理流程ꎬ 告

之首套房优惠政策ꎬ 优先受理

和办结ꎮ 是年ꎬ 年初放贷计划

１ ５ 亿元ꎬ 后核减到 ４４００ 万

元ꎮ 全 年 发 放 贷 款 １２７ 笔、
４４１２ 万元ꎬ 其中期房按揭 ７０
笔、 ２７３７ 万元ꎬ 现房按揭 ５７
笔、 １６７５ 万元ꎮ 全年回收贷款

本金 ５３９３ 万元ꎬ 利息 １８１３ 万

元ꎬ 共计 ７２０６ 万元ꎮ 逾期率

达到省规定的安全标准ꎮ

【新系统归集员培训】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 永州市更换新的公积

金操作系统ꎬ 推行单位网上办

事厅ꎮ 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蓝山县管理部组织归集员

制作 ＰＰＴ 教学软件、 寻找合适

场地ꎬ 并在办公室发放各类学

习文件ꎬ 分批次对全县单位专

管员进行系统的培训ꎬ 促进各

单位 归 集 专 管 员 熟 悉 系 统

业务ꎮ

【参与中心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蓝

山县管理部按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要求制定贫困村发

展帮扶措施ꎬ 派出工作队员ꎬ
实现干部职工与扶贫户对结ꎬ
走访制度实现常态化ꎬ 结合贫

困村的实际拨付扶贫款ꎬ 受到

乡党委、 村委及贫困户好评ꎮ
安排综治民调工作专职人员ꎬ
对全体干部职工及其家属进行

培训ꎬ 制定方案和措施ꎬ 维护

社会稳定ꎮ 推动 “三城同创”
工作ꎬ 按照统一要求做好卫生

区及单位内部清洁卫生、 红绿

灯路口的文明劝导等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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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运 输

交 通 运 输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交

通运输局围绕中心工作和年度

交通运输发展管理目标ꎬ 推进

“交通提速战役”、 运输管理、
安全生产、 党建等各项工作ꎬ
为全县脱贫攻坚、 同步小康提

供良好交通运输服务保障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配套资

金缺口巨大ꎬ 湘九公路国省补

助资 金 仅 占 项 目 总 投 资 的

３９ ６６％ꎬ 地方财政配套资金缺

口巨大ꎻ 用地报批困难ꎬ 长铺

至高塘坪段受国土新坐标新系

统调试更新、 林地报批等因素

影响ꎬ 高塘坪至两岔河段受占

用国家森林公园用地、 国土新

坐标新系统调试更新、 林地报

批等因素影响ꎻ 阴雨天气影响

大ꎬ 工程建设项目有效施工日

较少ꎻ 公交车、 出租车及道路

运输车辆营运行为需要进一步

规范ꎮ

【综合交通运输网络项目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交通运输局推

进干线公路建设ꎮ 是年ꎬ 国家

为化解金融危机规定地方政府

不能举债融资以及调整政策ꎬ
压停缓建干线公路ꎬ 蓝山县 ３
条干线公路的 ＰＰＰ 项目被省财

政厅于 ３ 月 ３１ 日列入负面清

单建议清库ꎮ 县交通运输局向

省、 市、 县领导汇报ꎬ 争取政

策支持ꎬ 贯彻落实中共湖南省

委书记杜家毫 ６ 月 ２９ 日在蓝

山调研的讲话精神ꎬ 与市交通

运输局、 县发改委、 县财政局

等相关部门对接ꎬ 协同做好省

道 ３４７ 线湘九公路建设项目向

省发改委、 省财政厅、 省交通

运输厅的衔接汇报工作ꎬ 落实

建设缺口资金ꎬ 协调相关部门

加快土地报批和征地拆迁工

作ꎬ 推进湘九公路建设ꎬ 省道

３４７ 线蓝山湘江源至宁远九嶷

山 (蓝山段) 公路长铺至高塘

坪段完成招标和大部分征地拆

迁工作ꎻ 国道 ５３７ 线蓝山祠堂

圩至岭脚公路、 省道 ２３１ 线蓝

山县城至毛俊水库公路开展用

地报批等前期工作ꎮ 加快农村

公路及脱贫攻坚自然村通组道

路建设ꎬ 组织班子实地检查项

目建设进展情况ꎬ 督促项目施

工单位在确保施工安全的前提

下ꎬ 加快建设进度ꎻ 多次召开

调度推进会ꎬ 协调解决项目建

设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ꎬ 推进项目建设进度ꎻ 加强

监督管理ꎬ 抓好廉政建设ꎬ 确

保质量安全ꎬ 严防安全生产责

任事故ꎻ 采取措施ꎬ 提供良好

建设环境ꎮ 是年ꎬ 全县农村公

路完成窄路加宽 ３４ ２６ 千米ꎬ
完成投资 １０５４ ９１ 万元ꎬ 占年

度任务的 １００ ７７％ꎻ 完成其他

农村公路改造 ６０ 千米ꎬ 完成

投资 ２１００ 万元ꎬ 占年度任务

的 １００％ꎻ 完成安保工程 ７８ 千

米ꎬ 完 成 投 资 ８３８ ６８ 万 元ꎻ
完成玉河塘桥、 水口 １ 桥和西

海桥的危桥改造ꎬ 塔下寺桥完

成挂网招标ꎬ 累计完成投资

６１５ ５６３ 万元ꎮ 自然村通水泥

(沥青) 路完成 １２１ ３５ 千米ꎬ
完成投资 ４８５３ ８８ 万元ꎮ 服务

乡村振兴战略方面ꎬ 舜水田园

综合体道路建设雷家岭特色小

镇八甲村 “白改黑” 工程和龙

溪大道完工交验ꎻ 舜水田园综

合体其他道路 (建设里程 ６ ３６
千米ꎬ 财 审 造 价 ５３４ ７２４ 万

元) 完成测量、 设计、 预算和

财政评审等工作ꎬ 进入招投标

阶段ꎮ 云冰山景区道路建设浆

洞茶山至南风坳新改建公路全

长 ５ ５３ 千米ꎬ 采用时速 ２０ 公

０７１



交通运输 蓝山年鉴 (２０１９)

里 /小时、 路基宽 ７ 米、 路面

宽 ６ ５ 米的公路标准建设ꎮ 三

季度农村公路建设工作考核排

全市第六名ꎬ 通组公路建设工

作考核排全市第七名ꎮ 推进客

运枢纽站和农村客运招呼站建

设ꎬ 和平汽车站主体工程完

工ꎬ 进入外墙装修和绿化景观

建设阶段ꎻ 完成农村客运招呼

站 ２０ 个ꎮ

【农村公路管养】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交通运输局推进农村公

路养护管理ꎬ 加强公路巡查和

日常养护管理ꎬ 掌握公路路

况ꎬ 排查整治安全隐患ꎬ 抓好

水毁抢修、 应急保畅等工作ꎬ
确保所辖公路行车畅通和路况

稳定ꎮ 设置 １１ 个县乡公路养

路工班ꎬ 管养公路 １２１７ ７８ 千

米ꎬ 其中省道养护里程 １３ ５１
千米、 县道养护里程 １８６ １ 千

米ꎬ 乡道养护里程 ３０６ ５ 千

米ꎬ 村道养护里程 ６８８ ３７ 千

米ꎬ 专用公路养护里程为 ２３ ３
千米ꎮ 全县农村公路列养率

１００％ꎬ 经 常 性 养 护 率 县 道

１００％、 乡道 ８４％、 村道 ７６％ꎮ
强化公路路政管理ꎬ 开展路政

宣传活动 ４ 次ꎬ 发放公路法律

法规宣传资料 ２０００ 余份ꎻ 出

动执法人员 １００ 余人次对全县

农村公路开展路检路查和巡

查ꎬ 巡查 ２０ 余次ꎬ 纠正各类

路政违章 ５ 起ꎮ

【 “交通＋扶贫” 推进】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交通运输局开展交

通扶贫攻坚工作ꎬ 制定交通精

准扶贫工作实施方案ꎬ 围绕脱

贫攻坚自然村通水泥 (沥青)
路建设、 农村公路窄加宽、 农

村公路安保工程、 农村公路水

毁恢复等方面开展工作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完成全县 １２１ ３５ 千米脱

贫攻坚自然村通水泥 (沥青)
路、 ３４ ２６１ 千米农村公路窄加

宽和 ７８ 千米农村公路安保工

程ꎻ 清除公路水毁边坡塌方 ６９
处、 ６８３９ ３６ 方ꎬ 汽 车 运 土

１６５３ ４ 方ꎬ 清理疏通水沟 ８２
处、 ２６５５ 米ꎬ 抢修路基塌方

１３ 处、 ５００ 余方ꎮ 推进驻村帮

扶工作ꎬ 组建驻村工作队ꎬ 明

确分包 ３９ 户帮扶对象ꎬ 召开

脱贫攻坚专题推进会 １０ 余次ꎬ
到驻点毛俊镇尚屏村进行宣

传ꎬ 走访慰问群众 ２３４ 人次ꎬ
发放扶贫慰问金 ０ ７ 万元ꎬ 帮

助帮扶村制定发展规划和帮扶

计划ꎬ 促进困难家庭按期脱贫

退出ꎮ

【交通运输服务】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交通运输局履行 “三关

一监督” 职责ꎬ 落实监管责

任ꎬ 开展 “打非治违” 等专项

行动ꎬ 重点整治非法营运、 出

租车不打表、 拒载、 甩客和客

运班车、 公交车乱停乱靠等行

为以及客运票价监管ꎮ 全年组

织执法行动 ７６０ 余次ꎬ 出动执

法人员 ６４１０ 人次ꎬ 查处各类

违规经营行为 １５１６ 起ꎬ 其中

处理非法营运等违法经营行为

２６３ 起ꎬ 处置其他经营行为

１２５３ 起ꎮ 转运卸载旅客 ６２７ 人

次ꎮ 强化超限超载治理ꎬ 联合

公安交警、 公路路政等部门组

成治超工作组ꎬ 采取定点检

查、 机动巡查的方式进行货运

车辆超限超载治理ꎮ 全年开展

治超突击行动 ９０ 余次ꎬ 查处

违法超限超载车辆 ３６７ 台ꎬ 卸

载货物 １５４３ ８７ 吨ꎬ 强制切割

恢复原状车辆 １１ 台ꎬ 签订改

装车辆恢复原状承诺书 ２１ 份ꎬ
超限超载率控制在 １ ５％以下ꎮ
蓝山县治超工作获 ２０１８ 年上

半年全市治超工作第一名ꎮ 强

化交通扬尘污染整治ꎬ 制定工

作方案ꎬ 召开交通工程扬尘污

染安排部署会议 ４ 次ꎬ 与县内

９ 家货运企业签订 «道路运输

无扬尘污染承诺书»ꎬ 开展全

县交通工程扬尘专项整治行动

督查 １５ 次ꎬ 重点对国道 ５３７ 线

蓝山祠堂圩至岭脚公路、 省道

３４７ 线湘九公路、 省道 ２３１ 线

蓝俊公路和通村通组道路等项

目以及砂石料厂进行督查ꎬ 各

重点交通工程项目建设现场扬

尘防治工作得到控制ꎮ 完善交

通运输网络ꎬ 全县现有运输企

业 ３ 家、 公交企业 ２ 家、 驾校

４ 家、 货运企业 １０ 家 (含危货

运输)、 维修厂 ８０ 家、 客运站

９ 个、 农村客运招呼站 １０６ 个ꎬ
开通客运线路 ８４ 条ꎮ 拥有客

货营运车辆 １８５８ 台ꎬ 其中营

运客车 ２３７ 台、 城市公交车 ４４
台、 出租车 １００ 台ꎬ 行政村客

运班车通达率 １００％ꎬ 公交车

辆万人保有量达到 ６ 标台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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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小康指标ꎮ 开展年度审验

和驾驶员考核工作ꎬ 全年审验

营运车辆 １１４５ 台ꎬ 审核从业

资格 １７００ 余人次ꎮ 加强春运

组织保障ꎬ 制定春运工作方

案ꎬ 重点抓好春运安检站检查

服务和客运站 “情满旅途” 活

动ꎬ 接待返乡过节摩托车辆

１０１２２ 辆次ꎬ 服务 ２ ２ 万余人

次ꎬ 提供姜茶、 方便面等食品

２ ２６ 万余碗ꎻ 投入客运车辆

２１７ 辆ꎬ 发运客运班次 ８０４１
班ꎬ 安全运送旅客 ３２ ８ 万人ꎮ
蓝山县 ２０１８ 年春运工作被省

市评为先进单位ꎮ

【交通运输隐患排查整治】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交通运输局落

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ꎬ 建立和

完善交通运输行业 “党政同

责、 一岗双责” 和 “管行业必

须管安全、 管生产经营必须管

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 行

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体系建

设ꎮ 与各股室签订安全生产目

标责任状ꎬ 分解落实安全生产

目标任务ꎬ 明确安全生产工作

职责ꎮ 贯 彻 落 实 中 央 和 省、
市、 县有关安全生产会议、 文

件精神ꎬ 安排部署各项交通运

输安全生产工作ꎬ 召开安全生

产专题会议和季度安全例会 １２
次ꎬ 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

法ꎮ 全县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ꎮ 加大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ꎬ 开展春运安全大检

查、 安全生产 “大排查、 大管

控、 大整治”、 道路运输安全

“隐患清零” “强执法、 防事

故” 和 “两客一危” 重点车辆

安全专项治理等专项整治行

动ꎬ 建立实施客运驾驶员身体

心理生理健康检测制度ꎬ 推行

农村客运班车 “通村村” 工

作ꎬ 加大安全投入ꎬ 强化示范

单位示范企业创建活动ꎮ 全年

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２２４
次ꎬ 出动行政执法人员 ２６３６
人次ꎬ 排查治理交通安全隐患

２３２ 处ꎮ 加强应急值守ꎬ 完善

各类应急预案ꎬ 实行重点节假

日和汛期 ２４ 小时应急值守制

度ꎬ 确保信息畅通ꎬ 建立应急

抢险队伍ꎬ 储备好应急抢险设

备、 物资ꎬ 开展应急演练ꎬ 提

高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

力ꎮ 上半年蓝山县道路运输安

全 “隐患清零” 工作排名全省

第 １１ 名、 全市第二名ꎮ

【党风廉政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交通运输局党委按照

“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 要求ꎬ
把基层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及

反腐败工作摆上议事日程ꎬ 强

化 “两个责任” 和 “一岗双

责” 的落实ꎮ ２２ 月 ２４ 日召开

交通运输系统党员大会ꎬ 组织

层层签订机关基层党建责任

状、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和廉

政承诺书ꎬ 组织召开 １２ 次党

委会议专题对基层党建工作和

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败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ꎮ 制定印发 «蓝山

县交通运输局 ２０１８ 年党建工

作计划» «蓝山县交通运输局

２０１８ 年基层党建工作要点及考

核实施方案»ꎬ 组织全局干部

职工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党纪党规、 法

律法规、 先进典型事迹及违纪

通报ꎮ 通过支部主题党日 (党
员活动日)、 周五政治学习日

等活动ꎬ 以及永组在线、 红星

云、 潇湘红云等微信公众号加

强党建学习交流ꎬ 提高党员干

部职工政治理论水平ꎮ 全年组

织开展集中学习 １６ 次ꎬ 邀请

局领导上党课 ４ 次ꎬ 进行专题

讨论 ４ 次ꎬ 开展基层党务骨干

培训 １ 期ꎬ 组织观看反腐倡廉

警示电教片 ２ 次ꎬ 党员干部职

工参学率 １００％ꎮ 投入 １４ 万元

建设机关党建红色长廊ꎬ 强化

基层党建阵地建设ꎻ 推进党员

量化积分管理ꎬ 按季度进行评

定公示ꎻ 组织召开 ２ 次专题民

主生活会ꎬ 各支部分别开展 ２
次组织生活会、 支部主题党日

(党员活动日) １２ 次、 周五政

治学习日 ３０ 余次ꎻ 全年缴纳

党费 １ ９３ 万元ꎻ 择优发展 ２ 名

入党对象ꎮ 围绕元旦、 春节、
中秋、 国庆节等节假日组织开

展节日检查或自查自纠ꎬ 对 １
名违纪党员进行查办通报ꎻ 组

织开展检查 ８ 次ꎬ 未出现个人

违纪投诉和行政执法错案现

象ꎮ 针对中央、 省委巡视和市

委巡察反馈的问题ꎬ 召开局党

组会和巡视巡察整改专题推进

会ꎬ 巡视巡察反馈问题 (１５ 小

项) 基本整改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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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路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

路局贯彻中共蓝山县委全县经

济工作会议和省市公路交通工

作会议精神ꎬ 推动春运保畅、
水毁抢修、 安全隐患处治及安

保工程建设、 路政治超、 党风

廉政建设、 脱贫攻坚及 “三城

同创” 各项工作有序开展ꎮ 是

年ꎬ 蓝山县承办全市治超非现

场执法现场推进会ꎮ 蓝山的治

超工作在 «湖南治超工作简

报» 上推介ꎬ 获得中共永州市

委、 蓝山县委主要负责人肯定

批示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建养资

金紧张、 安全隐患整改压力

大ꎬ 支线公路每年的水毁抢

修ꎬ 日常养护经费、 损毁的安

保设施经费无法保障ꎬ 无法对

县境内管养公路存在安全隐患

进行彻底整改ꎮ

【冰冻和春运公路保畅】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路局针对春

运期间出现的低温天气ꎬ 组织

抢修队伍和机械投入抢险ꎮ １
月 ８ 日凌晨ꎬ 省道 ２１６ 线永连

公路 Ｋ１５３ 至 Ｋ１６５ 南风坳路段

近 １２ 千米路面因气温降低路

面冰冻路滑ꎬ 数十台车辆受阻

通行困难ꎮ 县公路局接险情后

组织 ３０ 余名公路应急抢险人

员和应急抢险车、 铲车赶赴现

场路障清理、 融冰保畅ꎬ 公路

应急人员经过 ７ 个多小时的路

障清理、 撒盐融冰ꎬ 受阻车辆

终于安全通行ꎮ ２ 月 １ 日ꎬ 因

冰冻交通受阻的县道 ０８１ 荆小

线大桥通往荆竹的 ２２ 千米瑶

山公路在抢险人员连续奋战

１２０ 小时后全线抢通ꎬ 沿线被

困群众和车辆实现正常通行ꎮ
春运期间ꎬ 县公路局管养公路

未出现道路堵塞和道路安全

事故ꎮ

【水毁公路抢修和公路畅安】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路局重点对

省道 ２１６ 线、 省道 ３２２ 线、 省

道 ３２４ 线、 县道 ０４１ 线、 县道

０８２ 线、 县道 ０８１ 线等主要干

支线公路的水沟、 路肩、 路面

进行清理整治ꎬ 对部分路面沉

陷、 坑槽等病害及时进行处

治ꎮ 调集机械设备ꎬ 先后对省

道 ２１６ 线、 县道 ０８１ 荆小线、
县道 ０４１ 火毛线等干支线公路

沿线突发的水毁塌方及水沟、
涵洞堵塞进行抢修和修复ꎮ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ꎬ 省道 ２１６ 线永连

公路 Ｋ１４７＋１００ 路段突发山体

滑坡导致该路段交通中断、 车

辆受阻ꎮ 县公路局公路应急抢

险人员和抢修机械迅速赶赴现

场冒雨抢修ꎬ 经过近 ２ 个小时

的抢修ꎬ 塌方全部清除ꎬ 永连

公路受阻车辆安全通行ꎮ ８ 月

１６ 日晚ꎬ 强降雨导致境内省道

２１６ 线永连公路 Ｋ１４５ 至 Ｋ１４９
路段多处发生泥石流及山体塌

方ꎬ 交通中断ꎮ 县公路局组织

装载机、 挖掘机及公路应急抢

险人员分组赶赴现场ꎬ 抢通受

阻公路ꎬ ６ 小时后将塌方和泥

石流全部清除ꎬ 确保受阻公路

安全畅通ꎮ 对辖区范围内的公

路、 桥梁及附属设施进行排

查ꎬ 及时处治路面坑槽、 沉陷

等病害ꎬ 规范标志标牌ꎬ 维修

受损设施ꎬ 确保管养公路安全

通行ꎮ 建设生命防护工程ꎬ 省

道 ２３２ 线、 省道 ０１２ 线、 省道

３５１ 线、 省道 ２３１ 线、 省道 １０７
线 ５ 条省道的生命防护工程建

设项目计划处治 １４４ 千米ꎬ 主

要工 程 量 为 新 建 波 型 护 栏

１２ ４４ 千米、 标志牌 ２４８ 块、
标线 ８０３６ 平方米、 防撞墙 １００
米、 水沟 ７００ 米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年末ꎬ 完成工程量的 ９５％ꎮ 南

风坳隧道出入口安全防护工程

项目总投资为 １５ 万元ꎬ 全部

完工ꎮ 建设省道 ３２４ 线新圩停

车区ꎬ 对现有新圩公路站进行

改建ꎬ 增 加 停 车、 如 厕、 休

息、 信息服务、 无障碍服务等

功能ꎮ 结合全县开展 “旅游升

温战役” 有利时机ꎬ 推进旅游

公路和美丽公路建设ꎬ 完成省

道 ２１６ 线永连公路美丽生态公

路改造ꎬ 全年完成永连公路岭

脚至南风坳段花草种植 ２１ 千

米ꎬ 新修整改万年桥瀑布停车

观景台ꎮ

【路政执法】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公路局路政加大护路维权力

度ꎬ 开展 “桥隧安全保护区专

项整治” “路政宣传月” “执
法服务大走访” 活动ꎮ 重点对

填埋水沟、 占用公路地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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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行查处ꎬ ３ 月至 ４ 月ꎬ 路

政和养护联手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ꎬ 先后对省道 ２１６ 线永连公

路岭脚至南风坳路段沿线种

菜、 违法设置广告牌、 搭建厂

棚等进行强制清理和拆除ꎬ 对

省道 ２１６ 线永连公路南风坳路

段、 县道 ０８２ 线猫大线盘家路

段风力发电施工单位涉路案

件、 平交道口接线、 排水沟引

水等问题进行查处和整改ꎬ 维

护路产路权ꎮ 开展 “桥隧安全

保护区专项整治” “路政宣传

月活动” “执法服务大走访”
等活动ꎬ 重点对全县国省干线

公路中型以上的桥梁隧道进行

摸排ꎬ 对穿越跨越的水管、 光

缆进行清理并责令当事人进行

整改ꎬ 对电信部门在省道 ２１６
线跨越新铺子、 牛塘口、 半山

大中型桥的光缆进行切割ꎮ 开

展 “ 路 政 宣 传 月 ” 活 动ꎬ ５
月ꎬ 围绕 “依法治路、 保障畅

通” 主题开展入户宣传和上门

服务ꎬ 悬挂路政宣传条幅 ２１
条、 宣传展板 ６ 块ꎬ 发放宣传

单 １５００ 余 份、 宣 传 册 ２５０
余份ꎮ

【治超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治超工作按照政府主导、 部

门联合治超原则ꎬ 先后开展货

运源头治理、 货运车辆整治、
非法改装车辆、 罐装车辆超限

超载系列专项整治行动ꎬ 查处

超限超载行为ꎮ 全年投入 ４００
余万元完成全省非现场执法试

点不停车检测系统和信息平台

建设ꎬ 实现蓝山超限超载治理

工作全覆盖ꎮ 是年ꎬ 蓝山县通

过站点和不停车检测系统共检

测车辆 ３２４４２１ 台ꎬ 开展治超

突击行动 ９０ 余次ꎬ 查处违法

超限超载车辆 ３６７ 台ꎬ 卸载货

物 １９９０ ７４ 吨ꎬ 强制切割恢复

原状车辆 １５ 台ꎬ 签订改装车

辆恢复原状承诺书 ２１ 份ꎬ 交

警扣分 １７６５ 分计 ３５３ 人ꎬ 处罚

３５３ 人ꎬ 制作法律文书 ３５３ 份ꎬ
超限超载率控制在 １ ５％以下ꎬ
达到年初预定目标ꎮ

【党风廉政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路局将廉政文化建设

与党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ꎬ 加

强党风廉政建设ꎮ 创新党组织

生活形式ꎬ 将每周五确定为

“主题党员活动日” 和 “政治

学习日”ꎬ 开展党组书记上党

课、 党员学党章学报告知识测

试、 观看 « 厉害 了 我 的 国 »
«邹碧华» «榜样 ３» 及廉政建

设典型案例教育片等活动ꎬ 前

往道县何宝珍烈士及周敦颐故

居、 蓝山土市新村红色教育基

地参观学习ꎬ 接受红色和廉政

教育洗礼ꎮ 与各股室签订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书ꎬ 全局干部职

工全年无违规违纪行为ꎮ 结合

蓝山县近期查处的 １０ 起 “四
风” 问题典型案例通报ꎬ 抓好

“四风” 整治ꎬ 执行作风建设

的有关规定ꎬ 遵守各项规章制

度ꎬ 在全县工作纪律及作风建

设督查中无一次通报纪录ꎮ

电 信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电信

蓝山分公司围绕公司经营发展

战略ꎬ 落实 “全线反击、 决胜

格局” 营销工作ꎬ 在农村、 小

区、 政企行业等各板块市场持

续开展 “万村攻坚” “万家智

慧” “政企战狼行动” 营销活

动ꎬ 较好完成各项年度指标

任务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电

信蓝山分公司的业务收入发展

在全市排名靠后ꎬ 政企市场增

量发展不够ꎬ 存量市场面对移

动的低价竞争ꎬ 业务收入流失

严重ꎬ 政企行客全年收入未达

到预计预算ꎻ 商圈门店新增移

动业务市场份额偏低ꎬ 业务发

展质量有待提高ꎬ 商圈业务发

展城区单移动业务份额发展占

比低ꎻ 农村渠道发展能力弱ꎬ
农村移动业务发展不能形成规

模突破ꎻ 城区市场的小区深

耕、 上门测速、 智能组网、 提

升差异化服务的营销模式没有

得到有效落实ꎬ 城区宽带保有

流失严重ꎮ

【电信市场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电信蓝山分公司针对农村

市场业务发展ꎬ 以电信普遍服

务为契机ꎬ 以 “信息扶贫手机

免费送” 政策抢占农村移动份

额ꎬ 开展 “万村攻坚” 活动ꎬ
持续开展挨家挨户深耕营销ꎬ
提升光网村宽带发展效果ꎬ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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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融合占比ꎬ 推动农村收入稳

步增长ꎬ 全年的 “万村攻坚”
营销活动开展百余场ꎬ 其中单

村发展宽带 １０ 户以上的有 ９３
个村ꎬ 以创建示范村营销活动

为契机单村发展宽带 ５０ 户以

上的有 ９ 个村ꎮ ２０１８ 年农村收

入环比提升 １８％ꎮ 政企市场利

用 “企业上云” 套餐对客户单

位进行通信升级ꎬ 一站式解决

企业宽带网络、 企业建站及员

工手机通信需求ꎬ 推动企业信

息化ꎻ 在异网集团反抢方面以

开展 “战狼行动” 为契机ꎬ 利

用集团打折不限量套餐优惠政

策全年发展集团用户 １２００ 户ꎮ

【网络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

电信蓝山分公司加快推进光网

宽带建设、 快速提供光网能

力ꎮ 光网建设围绕农村普遍服

务 ＦＴＴＨ 工程、 城区光网小区

补盲 ＦＴＴＨ 工程和 ８００Ｍ 基站

建设展开ꎮ 设计上关注省设计

院的设计进度ꎬ 县公司人员全

程参与设计、 定点ꎮ 加大与工

程建设中心和设计院沟通力

度ꎬ 增加设计查勘人员数量ꎬ
特别是农村和城区的补盲工

程ꎮ 关注工程光网建设进度ꎬ
支局长、 城市营业部部长对有

业务发展需求的区域进行摸

底ꎬ 调配施工队伍对有业务发

展需求的区域优先施工ꎬ 在保

证安全、 和质量的前提下ꎬ 向

市公司请求施工队增加人员ꎬ
加快工程建设ꎮ 开展移动网建

设ꎬ 提升农村移动网络覆盖ꎮ

加大 ８００Ｍ 及 ＣＤＭＡ 基站补盲

建设力度ꎬ 优化无线网络资

源ꎬ 建设投资项目ꎬ 对现网基

站进行优化调整ꎬ 蓝山城区和

农村的移动网络信号有较大提

升ꎬ 为融合业务发展提供支撑

网络能力保障ꎮ

【网络运营】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

电信蓝山分公司夯实网络基

础ꎬ 强化服务意识ꎬ 推进各项

工作ꎬ 支撑了业务发展ꎮ 提升

保障装维能力ꎬ 利用岁末年初

前划小承包的契机ꎬ 逐步解决

农村装维人员存在 Ｄ 类员工的

情况ꎬ 对农村装维片区进行划

片调整ꎬ 并对部分支局维护量

多、 面积大的情况增加装维人

员ꎬ 充实装维队伍ꎮ 抓好有线

接入网优化工作ꎮ 持续开展光

功率整治ꎬ 接入网按时按要求

完成 ＴＯＰ 分裂和 ＴＯＰ 口整治

工作ꎬ 全年完成光交整治 ２０
个ꎬ 完成质量和应完成任务量

在全市靠前ꎻ 要求装维人员做

好下户线整治ꎬ 市公司下发的

下户线整治要求全部完成ꎮ 开

展光网资源端到端清理和网络

设备清查工作ꎬ 落实清理完成

样本ꎬ 全县光网资源清理进度

较快ꎬ 效果较好ꎬ 指标在全市

排名靠前ꎮ 开展机房整治ꎬ 完

成市公司下发的正市机房搬迁

和整治ꎮ 加大线路整治的力

度ꎬ 完成大麻支局桃树坪ꎬ 新

圩支局的小洞村等线路的整治

迁改项目ꎮ 网络部新建设锦鸡

笼、 保险公司、 民族中学的

ＯＬＴ 机房ꎮ

联 通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联

通公司坚持竞争、 创新、 激

情、 诚信的企业文化ꎬ 提升服

务水平ꎬ 增强综合竞争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ꎬ 加强与各单位

的沟通联系ꎬ 在促进公司业务

发展的同时ꎬ 为蓝山县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公 司 移 网 收 入 完 成

１５４３ ４８ 万元ꎬ 完成年计划任

务的 ９５ ９１％ꎻ 固网收入完成

２０３ ４６ 万元ꎬ 完成年计划任务

９３ ６７％ꎮ 全年完成新建基站

４Ｇ 站 ２８ 个、 ３Ｇ 站 ６ 个ꎻ 公司

累计建设 ９７ 个 ４Ｇ 站、 １０２ 个

３Ｇ 站、 ８６ 个 ２Ｇ 站ꎻ ２Ｇ 覆盖

人口率 ９０％ꎬ ３Ｇ 覆盖人口率

９３％ꎬ ４Ｇ 覆盖人口率 ７０％

【中心工作落实】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联通公司组织集中学习

有关综治、 安全生产和信访维

稳工作方面的知识ꎬ 动员员工

积极行动、 自觉融入ꎮ 全年未

发生各类信访问题引起的群体

性事件ꎻ 未发生经济犯罪及治

安刑事案件ꎻ 未发生有关国

家、 集团安全的泄密事件ꎻ 未

发生散布和传播有悖于国家社

会政治稳定的不良信息和非法

言论ꎻ 未发生涉黄、 毒、 赌等

违法问题等ꎮ 制定月度文明劝

导及安全夜巡排班表ꎬ 每月定

期安排各部门员工进行白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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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劝导工作以及每月 ３０ 日

晚上的安全夜巡工作ꎮ 组织全

体员工学习创建省文明卫生城

市及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相关内

容及考核办法ꎬ 制定 «蓝山县

联通卫生管理办法»ꎬ 成立卫

生管理领导小组ꎬ 不定期对环

境卫生进行检查并通报考核ꎬ
并重点对公司所管辖的四小店

面区域ꎬ 分部门按周轮流分工

负责进行清扫并进行门前三包

文明劝导ꎬ 做好双创工作领导

小组交办的各项工作ꎬ 为全县

创建省文明卫生城市及国家森

林城市做出贡献ꎮ 实行内部安

全生产一票否决制度ꎬ 制定安

全生产管理考核办法ꎬ 定期或

不定期对全公司的安全生产工

作进行隐患排查ꎬ 在全体员工

内部进行安全生产培训及演

练ꎬ 全年未发生一起安全事

故ꎮ 制定扶贫工作方案ꎬ 参与

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扶

贫工作会议ꎬ 对浆洞扶贫村进

行摸底ꎬ 制定上报扶贫计划ꎮ

【网络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联通公司加快网络建设的进

度ꎬ 进一步完善网络覆盖ꎮ 全

年投资 １２００ 多万元ꎬ 加强 ４Ｇ
基站建设ꎬ 为蓝山县基础设施

建设做出应有贡献ꎮ 做好网络

维护工作ꎬ 确保网络的正常运

行ꎬ 公司在蓝山县安排 ２ 个工

作组专门负责通信基站的日常

维护工作ꎬ 按照中共蓝山县

委、 县人民政府要求ꎬ 做好各

项通信保障工作ꎮ 发展宽带资

源建设ꎬ 公司加大人力、 物

力、 财力投入全县宽带资源建

设覆盖ꎬ 乡镇区域宽带资源覆

盖 １８１ 个行政村ꎬ 行政村覆盖

率达到 ５０％ꎬ 县城区全光线

覆盖ꎮ

【服务质量提高】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联通公司加强各网点营

业人员的业务学习ꎬ 组织业务

技能考试ꎬ 加强业务技能考

核ꎬ 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ꎮ 强

化服务意识ꎬ 提升服务礼仪水

平ꎬ 以优质的服务迎接用户到

营业厅办理相关业务ꎮ 通过交

费送费、 赠送流量等优惠活

动ꎬ 对广大用户进行回馈活

动ꎮ 梳理公司各项产品ꎬ 将合

适的产品销售给适合的用户ꎮ

【党风廉政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联通公司依照国家的相

关法律法规办理各项业务ꎬ 杜

绝违法犯罪事件ꎮ 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ꎬ 持续整改 “四

风” 问题ꎬ 开展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ꎮ 严格执行实名制ꎬ
按国家法律要求ꎬ 凡用户购买

号码卡必须本人持本人身份

证ꎬ 才能给予办理ꎬ 由国家工

信部和国家通信管理局共同督

促执行ꎮ 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

自检自查ꎬ 并制定处罚措施ꎬ
为确保用户长期在网使用、 建

立诚信提供保障ꎬ 为大案要案

的侦破提供依据ꎮ 遵守国家的

法律法规ꎬ 遵守财经纪律和财

经制度ꎬ 杜绝贪污浪费、 挪用

公款等不法现象的发生ꎮ 加强

基础管理ꎬ 遵守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ꎬ 杜绝吃、 拿、 卡、 要

等现象ꎮ

移 动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移动

蓝山分公司运营计费收入累计

完成 ８５４９ 万元ꎬ 期末通话用

户规模 １４ １３ 万户ꎬ 期末通话

客户市场份额 ６５ ４９％ꎻ ４Ｇ 客

户累计 ９５６７６ 户ꎬ ４Ｇ 渗透率

６７ ７１％ꎻ 有效专营渠道数量为

９０ 家ꎬ 其中一级渠道 ６２ 家、
二级渠道 ２８ 家ꎮ 新增一级渠

道 ２ 家、 新增二级渠道 ２２ 家ꎬ
其中自建他营厅 １０ 家ꎮ 全年

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ꎬ 无重大

升级投诉ꎮ 年度经营绩效考评

排全市前列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期末市

场份额同期相比份额略有下

降ꎻ ４Ｇ 客户发展放缓ꎬ ４Ｇ 客

户流失严重ꎬ 存量迁转乏力ꎬ
终端销量不佳ꎻ 全县行政村体

量较大ꎬ 整体建设完成率在全

市处于落后位置ꎮ

【业务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

移动蓝山分公司实现有效宽带

社区代理点净增 ２ 家、 有效农

村村级服务站净增 ２６ 家ꎬ 新

建宽带覆盖 １５ 个乡镇主街以

及 １９５ 个行政村ꎬ 蓝山新增驻

地网小区 １１０ 个、 新增端口

７３７６ 个ꎮ 其中城区新增 １８ 个

小区共计 １３３６ 个端口ꎬ 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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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９２ 个小区ꎬ 共计 ６０４０ 个

端口ꎮ 蓝山家宽总计 ４４９４４ 个

端 口ꎬ 存 量 宽 带 用 户 共 计

１９９６８ 户ꎮ 完 成 ＢＲＡＳ 直 连

ＯＬＴ ４８ 个ꎮ 全年新增集团专线

１０５ 条ꎬ 其中互联网专线 ３２
条、 数据专线 ７３ 条ꎬ 蓝山集

团专线总数达到 ６２１ 条ꎮ

【网络建设维护】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移动蓝山分公司新建 ＬＴＥ
基站 ２１ 个ꎬ 其中宏站 ７ 个、 微

站 ７ 个、 室分 ７ 个ꎻ 新建 ２Ｇ
拆闲补忙站点 １３ 个ꎻ 新建 ＮＢ
－ＩＯＴ (蜂窝物联网) 基站 ９３
个ꎮ 网络站点总规模 ７０３ 个ꎬ
４Ｇ 站点 ４５０ 个、 ２Ｇ 站点 ２５３
个ꎬ 有 ＮＢ－ＩＯＴ (蜂窝物联网)
基站 ７５ 个ꎮ 有综合业务区光

缆 ６ 段ꎬ 综合业务接入区通信

管道 ６ 段ꎬ 城域骨干传送网光

缆线路 ３ 段ꎬ 城域传送网通信

管道 １ 段ꎬ 接入层传送网光缆

５ 段ꎮ 完成 １ 个综合业务区业

务迁移整治工作ꎮ

邮 政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湖南省蓝山县分公司

累计完成业务收入 ２４７７ ８３ 万

元ꎬ 完成计划进度的 ７５ ５９％ꎬ
较 ２０１７ 年增加 ４ ６５％ꎬ 其中ꎬ
邮务类业务收入完成 ２８２ ２３
万元ꎻ 金融类业务收入完成

１９８０ ７５ 万元ꎻ 速递物流类业

务收入完成 ９９ ９３ 万元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企业收

入与量的规模不成正比ꎬ 收入

结构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整ꎻ 发

展不平衡ꎬ 少数专业的业务收

入欠产ꎬ 对县分公司完成收入

计划造成了影响ꎬ 农村支局除

邮储业务外其他业务发展缓

慢ꎻ 经营意识和市场意识薄

弱ꎬ 各专业业务发展均十分缓

慢ꎬ 业务规模效益离计划发展

的差距较大ꎻ 部分业务目标项

目进展缓慢ꎬ 重点客户ꎬ 项目

储备不足ꎬ 业务间发展不协

调ꎬ 不平衡ꎻ 专业化营销人才

缺 乏ꎬ 称 职 的 专 业 负 责 人

短缺ꎮ

【业务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

邮政集团公司湖南省蓝山县分

公司邮储余额 １２８６０１ 万元ꎬ
其中活期 ５３２９６ 万元ꎬ 活期比

重为 ４１ ４４％ꎮ 县分公司余额

累计净增 ８４４５ 万元ꎮ 在金融

类业务发展上ꎬ 分公司依据年

初制定的业务发展目标ꎬ 加大

考核机制ꎬ 提高储蓄余额ꎮ 在

邮储余额稳步净增的同时ꎬ 不

断加大对代理保险、 绿卡短信

等业务的发展力度ꎬ 与人寿保

险和人保寿险两大保险公司配

合ꎬ 召开由网点主任、 营业员

参加的业务推介会ꎬ 聘请保险

公司人员现场指导讲解ꎻ 派驻

客户经理到支局、 所进行指

导ꎬ 保险业务快速发展ꎬ ２０１８
年ꎬ 保险业务形成代理保险收

入 ２０５ ８１ 万元ꎮ 两大攻坚战

进展顺利ꎬ 按照市分公司精

神ꎬ 落实业务拓展ꎮ 在函件业

务发展上ꎬ 挖掘市场潜力ꎬ 寻

找新的业务增长点强力推进的

重点项目ꎬ 针对中小企业、 个

体商户ꎬ 制作宣传册ꎬ 推介产

品ꎬ 不断拓展新的业务发展空

间ꎬ 加快营销团队营销进度ꎮ
２０１８ 年贺卡业务完成 ６１ ０２ 万

元ꎬ 在市分公司规定的时限内

完成贺卡任务ꎬ 排全市第六

位ꎮ 在 ２０１８ 年报刊大收订工

作中ꎬ 争取当地各级党委部门

的支持ꎬ 以党报党刊为重点ꎬ
组成挂点督导收订小组ꎬ 实行

分段包干ꎬ 责任到人ꎬ 汇总情

况ꎬ 形成日报制ꎬ 上报主管领

导ꎮ 扩大校园市场和行业报刊

的开发ꎬ 与县教育局等单位协

调ꎬ 对全县中小学进行校园收

订ꎬ 并派员协助行业报刊的征

订ꎮ 对城区内的门店、 商厦、
小区分组派专人上门宣传动

员ꎬ 挖掘自费订阅市场ꎮ 全年

大收订完成进机流转额 ５０４ 万

元ꎬ 在市分公司规定的时限内

完成报刊大收订任务ꎮ

【农村支局阵地营销】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南省

蓝山县分公司围绕永州市分公

司党委提出的农村邮政 “六个

一” 通信工程目标ꎬ 从人员配

备、 教育培训、 硬件改善、 后

勤保障、 政策倾斜等方面加强

对农村支局所的投入ꎬ 改进农

村支局所的阵地营销能力ꎮ 新

知识结构ꎬ 提高员工学习主动

性ꎬ 培养支局的市场反应和团

队协作能力ꎬ 解决支局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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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上的困难ꎬ 改善农村支局网

点的阵地营销能力ꎮ

【营销体系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南省蓝山

县分公司建有综合性营销团队

１４ 个ꎬ 完善营销职场建设ꎬ 制

定营销实施方案ꎬ 规定各营销

团队的任务目标和业绩考核ꎬ
将企业营销体系建设推进实质

性阶段ꎮ 不断加大专业营销员

的培训工作ꎬ 提高营销人员的

业务素质和营销能力ꎬ 利用每

周一进行营销团队晨会ꎬ 凝聚

团队精神ꎬ 创造团队展业激

情ꎬ 安排专业团队工作任务ꎬ

听取团队工作思路ꎬ 总结各团

队展业情况ꎬ 列出展业中遇到

的困难需要支持的问题ꎮ 是

年ꎬ 专业营销体系建设进入轨

道ꎬ 部分专业取得较好营销

成绩ꎮ

【安全生产】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

邮政集团公司湖南省蓝山县分

公司树立 “人防、 物防、 技

防” 三结合的思想ꎬ 确保全年

安全生产无事故ꎮ 通过完善制

度ꎬ 调整机构ꎬ 安全管理工作

得到进一步规范ꎻ 通过开展

“安全生产月” 等活动增强安

全意识ꎬ 提高防范技能ꎻ 在日

常工作中做到勤检查、 严落

实ꎬ 通过定期、 不定期明察暗

访ꎬ 查找安全漏洞ꎬ 限期整

改ꎬ 严加落实ꎻ 加强车辆管

制ꎬ 执行出车派单制ꎬ 做到车

辆有问题不上路、 驾驶人员有

思想波动不上路、 受极端天气

影响不上路ꎬ 从各个方面杜绝

车辆事故的发生ꎻ 对生产办公

场地的消防安全认真落实责

任ꎬ 定期检查消防器材、 彻底

清理电源线路ꎬ 规范取暖设备

的使用、 学习各种消防预案、
组织开展消防演练ꎬ 做到防患

于未然ꎮ 全年未出现一起安全

事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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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贸

科技商务粮食和

经济信息化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科

技商务粮食和经济信息化委员

会按照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

政府确定进一步打造 “创新开

放桥头堡、 产业承接首选地、
粤港澳的后花园、 生态文明示

范区、 安居乐业幸福城” 的奋

斗目标ꎬ 聚焦推进 “六大战

役”ꎬ 实施开放型发展战略ꎬ
不断强化企业服务ꎬ 科技、 商

务、 粮食、 工业经济均保持良

好发展态势ꎬ 较好完成目标任

务ꎮ １—１０ 月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８０００ 万美元ꎬ 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 (９５７８ 万美元) ８３ ５％ꎬ 增

长 １５ ９％ꎬ 总量排名全市第八

位ꎬ 增幅排名第三位ꎮ １—１０
月ꎬ 实际内资到位 ２４ ８６ 亿元

(预计全年利用外资 ２７ 亿元人

民币)ꎬ 完成全 年 目 标 任 务

( ２５ ５９ 亿 元 ) ９７％ꎬ 增 长

２０ ６％ꎬ 总量排名第二位ꎬ 增

幅排名第三位ꎮ １—１０ 月ꎬ 完

成外贸进出口 １８９５８ 万美元ꎬ
增长 ３９ ６％ꎬ 总量排名全市第

三位ꎻ 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

４１８５７ 万元ꎬ 总量排名全市第

三位ꎮ １—１０ 月ꎬ 对外承包工

程和劳务合作营业额 １４５３ 万

美元ꎬ 增长 １９ ５％ꎬ 完成全年

任务 (２２９９ 万美元) ６３％ꎬ 总

量排名全市第五位ꎮ １—１０ 月ꎬ
社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完 成

３７ ２２ 亿元ꎬ 增长 １０ ６％ꎬ 排

名全市第 ５ 位ꎮ 全年新增入统

规模工业企业 １０ 家ꎻ (１—１１
月) 完 成 规 模 工 业 总 产 值

１０７ ９３ 亿 元ꎬ 增 长 １１ ２７％ꎬ
(１—１０ 月) 完成工业实缴增

值税 ７６４３ 万元ꎬ 增长 ７６ ６％ꎬ
增幅排全市第一位ꎻ 全年工业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２ ３％ꎬ 工

业技改投资增长 ２８ ８％ꎮ 高新

技术产业完成产值 １４ 亿元ꎬ
技术合同认登记交易额完成

２０００ 万元ꎬ 超额完成市定目

标ꎮ 专利权质押融资额完成

８００ 万元ꎬ 较市定目标值 ７００
万元增长 １４ ２９％ꎮ 完成专利

申请 １６０ 件ꎬ 其中发明专利申

请 ５７ 件、 专利授权 ６０ 件、 有

效发明专利达到 ３３ 件ꎬ 每万

人口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０ ８ 件ꎻ 专利行政执法立案假

冒专利案件 ４０ 件ꎬ 专利纠纷

案件 ４ 件ꎬ 全部按期结案ꎬ 结

案率 １００％ꎮ 完成 １６００ 吨县级

储备粮原粮储备、 ４００ 吨粮食

轮换和现有的 ２０７０ 吨国家最

低保护价粮食收购、 ６６０ 吨应

急粮储备ꎮ 是年ꎬ 经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考察批准ꎬ 在 ２０１８
全国纺织产业集群工作会议

上ꎬ 蓝山县被授予 “中国毛衫

名城” 称号ꎬ 被纳入 “中国纺

织产业集群试点”ꎬ 是全国第

十个、 湖南唯一一个国家级毛

衫名城ꎻ 蓝山县生态农业科技

园区被湖南省农业科技园区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评为 “省级农

业科技园优秀园区”ꎻ ３ 月ꎬ 蓝

山县被永州市落实粮食安全责

任制度考核领导小组评为 ２０１７
年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工

作优秀单位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技术创

新能力还不够强ꎬ 科技创新对

调整经济结构、 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和培育优势产业的影响及

带动作用不够突出ꎬ 支撑和推

动作用还不够明显ꎻ 经济下行

压力大ꎬ 外需增长动力减弱ꎬ
县域经济发展趋缓、 增长乏

力ꎻ 园区基础设施滞后ꎬ 工业

用地紧张ꎬ 影响对产业转移的

承接ꎻ 全县有 ６ 个少数民族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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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ꎬ 网络全覆盖难度大ꎬ 一些

贫困村的电商服务站点难以设

立ꎻ 工作人员欠缺ꎬ 业务能力

有待加强ꎮ

【招商引资】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科技商务粮食和经济信息化

委员会通过开展 “迎老乡、 回

家乡、 建故乡” 系列招商活

动ꎬ 赴珠三角地区驻点邀请客

商到蓝投资考察ꎬ 参加省市重

大招商平台等方式ꎬ 完成舜蓝

无公害大米加工厂、 驰援五金

制造等 １８ 个重点项目的签约ꎬ
总投资超过 ４０ 亿元ꎮ 邀请到

３００ 余家皮具箱包类企业到蓝

考察并出席蓝山皮具产业专场

招商推介会ꎬ 引进 ３０ 余家投

资商及品牌入驻湘江源皮具产

业园内ꎬ 打造产业聚集、 功能

齐全、 配套完善的 “中国皮具

之都”ꎮ

【园区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完成面积 １３３ ３３ 公顷的智

能制造产业园的规划设计工

作ꎬ １１ 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项

目建设进入招标阶段ꎮ 对接海

关申请保税物流园在蓝山的落

户建设ꎬ 与 (新三板) 大泽集

团对接园区保税物流园项目ꎮ
明确园区重点承接智能制造、
精密加工、 新能源等战略新兴

产业ꎮ 其中智能制造方面ꎬ 龙

昌集团协助组织举办永州全国

首届机器人大赛ꎬ 受到国内外

的一致认同ꎻ 维利玩具总部生

产工艺流程实现全自动化ꎮ 精

密加工方面ꎬ 促成金山川粉末

冶金与香港三八集团在蓝山的

合办精密加工钛合金珠宝首饰

生产项目ꎻ 以深圳思创瑞科技

有限公司、 东莞牛博集团为代

表的精密加工项目进入洽谈投

资事宜和签约阶段ꎮ 新能源方

面ꎬ 对接主营新能源电池的东

莞特普拉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到蓝投资事宜ꎮ

【有机示范县创建】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 蓝山县科技商务粮食和

经济信息化委员会邀请国家部

委、 省、 市各级领导和专家到

蓝山参加 ２０１８ 中国有机产业

发展 (蓝山) 研讨会ꎬ 推介全

县特色有机产业及龙头企业ꎬ
受到与会领导和专家的一致好

评ꎬ 为蓝山县下阶段创建国家

级有机食品认证示范县打下

基础ꎮ

【电子商务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建成县级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中心 １ 个、 村级电商服务

站 １６８ 个 (贫困村 ３６ 个)ꎬ 搭

建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信息平

台ꎬ 实现县乡村三级物流服务

体系全覆盖ꎻ 培育三峰、 绿

野、 蓝网等本地电子商务企业

３０ 余家ꎬ 有入统电商企业 ４８
家ꎬ 其中跨境电商 ２ 家ꎮ 为 ６０
个村 (其中贫困村 ４３ 个) 和 ２
个城区实超设立扶贫专柜ꎮ 三

峰茶业、 新顺农牧业等六家企

业农特产品赋码 ３４０ ５ 万枚ꎮ
电商交易额增长较快ꎬ 全县电

商交易额 ２４ 亿元ꎬ 其中农产

品网上销售额 ７ ５ 亿元ꎬ 增

长 ２６％ꎮ

【粮食安全保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完成 １６００ 吨县级储备

粮原粮储备、 ４００ 吨粮食轮换

和现有的 ２０７０ 吨国家最低保

护价粮食收购、 ６６０ 吨应急粮

储备等工作任务ꎬ 粮食质量和

数量均处于安全水平ꎮ 帮助恒

华米业公司创立品牌产品恒妃

贡米系列ꎬ 在中国种业成果与

农资博览主委会主办的湖南

“美味大米” 评选中获得银奖ꎮ
蓝山县科技商务粮食和经济信

息化委员会做好政策性粮食管

理、 粮食收购、 应急成品粮储

备、 军供粮供应等工作ꎬ 推动

粮库智能化升级改造和县三级

粮食管理平台建设ꎬ 同时做好

粮食系统下岗人员的管理服务

工作ꎮ

【科技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科技商务粮食和经济信息化

委员会申报实施科技计划项

目ꎮ 组织三峰茶业和郁葱林申

请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工

作ꎻ 引导全县 ７５ 家规模企业

投入科研经费ꎮ 金山川、 三峰

茶业等 ３０ 多家企业入统高新

技术产值ꎬ 完成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 １４ 亿元ꎮ 开展保护知识

产权专项行动ꎬ 检查商场药店

４ 家ꎬ 检查各类电器、 药品等

商品 １０００ 余件ꎬ 指导经营者

对标注专利号、 专利标识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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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进行资料收集、 确认和登

记ꎬ 建立专利商品登记台账ꎮ
会同有关部门到重点生产企

业ꎬ 检查企业生产仓储现场ꎬ
对企业生产产品是否存在假冒

专利、 故意侵犯专利权等情况

进行检查ꎮ 在 “４２６” 知识

产权日ꎬ 与县食品药品工商管

理局联合举办专利知识培训 １
期ꎮ 开展 “知识产权宣传周”
系列活动ꎬ 提供知识产权指

导ꎬ 提高各单位、 企业等的知

识产权运用能力ꎮ

【商务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科技商务粮食和经济信息化

委员会围绕招商前期ꎬ 完善制

定措施保障ꎮ 出台 «２０１８ 年发

展开放型经济考核办法» «蓝
山县全面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

实施方案» 等文件ꎬ 激发动

力ꎬ 传递压力ꎬ 达成合力ꎬ 保

障招商引资工作取得实效ꎮ 县

政府分管招商副县长多次组织

招商部门及相关责任单位从招

商方向、 招商主体、 项目生成

策划、 机制运行等方面进行研

究ꎬ 精心包装招商项目 ２５ 个ꎬ
更新招商引资手册和招商宣传

片ꎬ 并上报省、 市在各重大招

商平台和新闻媒体上进行集中

发布推介ꎮ

【新型工业化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科技商务粮食和经

济信息化委员会贯彻落实 «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

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国务

院关于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

发展的意见» «湖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进一步扶持小型微型企

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湖
南省关于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

本的实施方案» «湖南省中小

企 业 “ 上 云 ” 行 动 计 划

(２０１８) » 等文件精神ꎬ 落实

惠企政策ꎮ 落实中共蓝山县

委、 县人民政府 «关于加速推

进新型工业化的若干规定» 文

件精神ꎬ 全县奖励中小微企业

资金 ８０ ２ 万元ꎬ 扶持中小企

业的快速发展ꎮ 推进企业服务

工作ꎬ 制定 «蓝山县党政主要

领导开展 “三走遍” 走访活动

方案»ꎬ 县委、 县政府主要负

责人示范开展 “三走遍” 走访

活动ꎮ 建设蓝山县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实体窗口平台ꎻ 全年培

训全县中小微企业经营管理人

员 ２００ 人次ꎻ 中小企业 “上

云” ４００ 户ꎻ 为中小微企业争

取省专项资金 ８０ 万元ꎻ 举办

“创客中国” ２０１８ 蓝山县创新

创业大赛ꎻ 高信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被评为 “小巨人” 企业ꎬ
金山川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被列

为湖南省 “百项专利转化推进

计划” 项目ꎮ

【参与中心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科技商务粮食和经济信

息化委员会落实中共蓝山县

委、 县人民政府对各项中心工

作的要求ꎬ 较好完成年度任

务ꎮ 党建工作方面ꎬ 建立委党

组书记亲自抓、 机关党支部具

体实施计划的党建工作体系ꎻ
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ꎬ
发挥模范先锋带头作用ꎻ 推进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ꎻ 强化宗旨观念ꎬ 勇于

担当作为ꎮ 精准扶贫方面ꎬ 联

系湘江源乡高源村ꎬ ２０１４ 年底

该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５８ 户、
２６３ 人ꎬ 现脱贫 ５３ 户ꎬ 还有 ５
户、 １５ 人没脱贫ꎻ 县科商粮经

信委调整充实扶贫工作领导班

子ꎬ 多次召开党组会议专题研

究和干部职工大会ꎬ 派驻 １ 名

专职扶贫队员ꎬ 安排 ２６ 名干

部实施结对帮扶ꎬ 建立完善基

础台账资料ꎬ 因村施策制订脱

贫规划ꎬ 因户施策制定扶贫方

案ꎬ 逐户落实扶贫政策ꎬ 镇村

户对脱贫攻坚工作满意度较

高ꎮ 环境保护方面ꎬ 配合县环

保部门开展工业企业环保督察

工作ꎬ 受理县环保督察领导小

组办公室交办函 １３ 件ꎬ 涵盖

铸造、 冶炼、 建材 (包括石

材、 搅 拌 站、 陶 粒 厂、 砖 厂

等)、 涉及工业企业 ２０ 余家ꎬ
下达整改通知书 ２ 份ꎬ 配合环

保、 安监、 公安、 国土、 林业

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一次ꎬ 出

动执法车辆 ３０ 台次ꎬ 整治非

法企业 ２ 家ꎮ 三城同创方面ꎬ
按照中共蓝山县委要求ꎬ 安排

部署三城同创工作ꎬ 改善机关

大院、 责任路段、 责任区、 超

市、 农贸市场环境卫生ꎬ 得到

上级好评ꎮ 安全生产方面ꎬ 贯

彻落实 «安全生产法»ꎬ 执行

“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 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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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责” 和 “三个必须” 的工作

要求ꎬ 开展系统内隐患排查治

理工作ꎬ 对农贸市场、 民爆仓

库、 商场超市、 加油站、 粮油

企业、 粮库等重点领域实施重

点监管ꎬ 全年开展安全生产检

查 ５６ 次ꎮ

供 销 合 作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供

销联社以实施 “乡村振兴” 战

略为引领ꎬ 不断探索供销改革

新思路、 新办法ꎬ 加快推动供

销改革向纵深发展ꎬ 全年农业

社会化服务水平显著提升ꎮ 是

年ꎬ 县供销联社完成商品购进

总额 １０ ０７ 亿元ꎬ 较 ２０１７ 年同

期 ９ 亿元增长 １２％ꎻ 完成商品

销售总额 １２ ６２ 亿元ꎬ 较上年

同期 １１ １７ 亿元增长 １３％ꎻ 实

现利润 ８４０ 万元ꎬ 较 ２０１７ 年同

期 ７８０ 万元增长 ７％ꎻ 全年建

立县级惠农服务公司 １ 个、 乡

镇惠农服务中心 ７ 个、 村 (社
区) 惠农综合服务社 ７９ 个ꎻ
全系统减少行政管理人员 １８
人ꎬ 全年非生产经营性开支减

少 １２０ 万元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社有资

产难以盘活增值ꎬ 土地权属来

源资料不全ꎬ 部分土地尚未确

权登记发证ꎮ 政策性亏损长期

挂账ꎬ 核复县供销系统各项亏

损的 １４５８ ９ 万元未给予系统

利息及亏损额度补偿ꎻ 供销改

革资金短缺、 后劲不足ꎬ 基层

社恢复重建、 领办创办农民专

业合作社、 县乡级农村合作社

经济组织联合会、 供销 “惠万

家” 建设等工作难以完成供销

改革预期目标ꎻ 体制机制不

活ꎬ 业务经营萎缩ꎬ 所属企业

业务资金来源主要靠出租铺面

收入ꎬ 开放办社力度不够ꎬ 系

统内未能发挥资源优势实现资

产重组ꎬ 系统外未能有效地引

入各类社会资本ꎮ

【供销改革】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批准县

供销联社成立理事会、 监事会

组织体系ꎬ 为推进供销社综合

改革提供组织保障ꎮ １１ 月ꎬ 由

县供销联社牵头ꎬ 组织召开蓝

山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

筹备会议ꎬ 蓝山县花果庄园农

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 ８ 家农

村合作经济组织参加会议ꎮ 会

议议定 １２ 月中旬组建完成农

合会ꎬ 同时在 ７ 个乡镇建立农

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ꎮ 建立

农合会工作得到县委组织部、
县农业开发办、 县民政局的支

持ꎮ 加强经营服务体系建设ꎬ
全年建立县级惠农服务公司 １
个、 乡镇惠农服务中心 ７ 个、
村 (社区) 惠农综合服务社

７９ 个ꎬ 形成县、 乡、 村一体化

的经营服务体系ꎮ 设立资产管

理委员会ꎬ 完善社有资产监督

管理体系ꎬ 规范社有资产经

营、 出售、 转让、 租赁、 仓储

行为ꎮ

【重点项目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供销联社围绕构建上下

畅通、 高效运转的双线运行机

制ꎬ 以开展 “向机关要效率、
向企业要效益” 活动为契机ꎬ
推动供销大厦超市经营承包及

改扩建重点项目建设ꎮ 年初ꎬ
针对供销大厦超市经营承包 ９
月到期的情况ꎬ 贸易公司制订

供销大厦超市经营承包及改扩

建项目建设方案 (草案) 报县

供销联社党组研究完善ꎬ 经召

开资产管理委员会讨论通过ꎮ
５ 月ꎬ 供销大厦超市经营承包

完成招标ꎬ 中标金额 ４３７ ５ 万

元ꎬ 较 ２０１７ 年同期 ２８６ ６ 万元

增长 ５３％ꎮ 供销大厦改扩建项

目建设 ９ 月开始实施ꎬ １２ 月底

完工ꎬ 为贸易公司年新增经济

效益 １５０ ９ 万元、 新增固定资

产投资 １０００ 万元、 新建地下

停车场 ２０００ 平方米、 新增营

业面积 ４０００ 平方米、 新增就

业岗位 １５０ 个、 年新增国家税

收 １００ 余万元ꎮ

【企业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供销联社成立基层供销社联

合社ꎬ 对传统业务缺失的 ６ 个

基层社实行 ６ 块牌子、 一套人

马的管理模式ꎬ 统一集中办

公ꎬ 负责全系统基层社工作ꎮ
合并同类型无主营业务、 经济

实力较弱、 工作量不大的农产

品公司、 土产公司ꎬ 全系统减

少行政管理人员 １８ 人ꎬ 全年

非生产经营性开支减少 １２０ 万

元ꎮ 逐步完善企业财务制度ꎬ
企业财务收支实行预算管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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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项经费开支进行规范ꎮ 组

织内审监管ꎬ 经县供销联社党

组研究ꎬ 对所属企业的财务收

支进行内部审计ꎬ 对审计中发

现违反财务制度的现象限期进

行整改ꎮ

【 “三城同创” 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供销联社加强组织

领导ꎬ 成立由县供销联社主要

领导任组长ꎬ 分管领导任副组

长、 直属企业法人代表为成员

的供销社 “三城同创” 工作领

导小组ꎬ 负责领导、 协调、 落

实本系统 “三城同创” 工作ꎮ
开展宣传教育活动ꎬ 在辖区内

设立 “三城同创” 宣传专栏、
张贴宣传标语、 公共场所张贴

了禁烟标志ꎬ 并多次召开会

议ꎬ 布置开展 “三城同创” 工

作ꎬ 提高干部职工对 “三城同

创” 工作目的、 意义的认识ꎮ
在辖区内临街铺面与业主签订

“门前五包” 责任制ꎻ 开展病

媒生物防治工作ꎻ 开展创建无

烟单位活动ꎻ 开展环境卫生综

合治理工作ꎬ 对卫生责任区定

期开展环境清扫、 评比工作ꎬ
直属企业聘请卫生保洁员对责

任路段保洁ꎻ 组织在职人员积

极参与文明劝导、 治安巡逻活

动ꎻ 开展健康教育宣传活动ꎬ
根据季节时令变化ꎬ 针对常见

病、 多发病的防治知识进行教

育普及ꎬ 组织全体在职人员到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体检ꎮ 投

入 ５ 万元对古城路生资经营部

临街铺面进行改造升级ꎻ 投入

２ 万元对单位排水、 排污系统

进行改造ꎻ 投入 １１ 万元对供

销联社大门进行改建ꎬ 对办公

区域余坪进行混凝土浇灌、 绿

化ꎬ 对走廊进行装修ꎮ

烟 草 专 卖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计

划收购烟叶 ７ ０５ 万担ꎬ 实际

收购 烟 叶 ６ ８４ 万 担ꎬ 均 价

１３９４ ３８ 元 /担 (不含产前投

入)ꎬ 排全市第三位ꎮ 上等烟

叶比例 ６８ ８８％ꎬ 排全市第二

位ꎮ 完成河北中烟、 江苏中烟

的调拨计划ꎬ 所收购的烟叶调

拨 完 毕ꎮ 全 年 销 售 卷 烟

１１７４３ ４５ 大箱ꎬ 完成全年任务

１００ １１％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同期增加

４２１ ０９ 箱ꎬ 同比增长 ３ ７２％ꎻ
单箱均价实际完成 ２６６２７ ２６
元ꎬ 超过任务目标 ５２７ ２６ 元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同期增加 ２２１７ ３６
元ꎬ 同比增长 ９ ０８％ꎮ 全年查

获案件 ９５ 起ꎬ 其中真品卷烟

案 ４５ 起、 假冒卷烟案 ４３ 起、
走私烟案 ４ 起、 烟叶烟丝案 １
起、 取消经营资格案 ２ 起ꎬ ５
万元以上的大要案 ２６ 起ꎮ 查

获各类卷烟 ７７６ ４１６ 万支ꎬ 其

中真品卷烟 ４６２ ６２ 万支、 假

冒卷烟 ２９７ ５８ 万支、 走私卷

烟 １６ ２２ 万支ꎬ 查获烟叶烟丝

１６ １７ 吨ꎮ 查获假烟数同比增

长 ４３６ ４２％ꎬ 查获假私烟总

量、 人均查获假私烟量在全省

县级局中均排第 ５ 位ꎬ 查获真

烟总量、 人均查获真烟量在全

省县级局中均排第 ２３ 位ꎮ 申

报走私烟国标网络案 １ 起ꎮ 在

办结的案件中ꎬ 刑拘 ８ 人次、
逮捕 ２ 人次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烤烟面

积、 总量 “双控” 压力大ꎬ 合

作联社的运行有待进一步规范

加强ꎻ 对物流寄递假烟案的查

办难度大ꎬ 全市没有形成统一

的办案流程和标准ꎻ 党员教育

偏理论轻实践ꎬ 不利于党员积

极性的提高、 学习效果的保障

和学习成果的转化ꎮ

【烟叶生产】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烟草专卖局落实烤烟种植申

请审批制度ꎬ 落实市局烟叶生

产 “守红线” 工作 “七个一”
的要求ꎮ 高端卷烟原料定制化

开发工作有序推进ꎬ 围绕 “三
高三好” 的品质要求制定工作

和技术方案ꎬ 烟叶质量和优化

烟叶结构持续改进ꎮ 烟叶收购

结束ꎬ 通过将土市单元的烟叶

与早禾单元、 全县的烟叶质量

情况进行对比ꎬ 亩平产量分别

高出 ２ ５４％、 １ ２４％ꎻ 收购均

价分别高出 ３ ３２％、 １ ５８％ꎻ
亩 产 值 分 别 高 出 ５ ９６％、
２ ８６％ꎻ 上等烟比例分别高出

５ ２１％、 ２ ５４％ꎮ 推进专业化

服务ꎬ 锦亿烟农合作联社运行

工作走上正轨ꎬ 专业化育苗、
机耕、 植保、 烘烤的覆盖率分

别 达 到 １００％、 ９０％、 ５０％、
８５％ꎮ 完成市局下发 １１ 项科研

项目实施任务和饼肥增香技术

等 １２ 项生产技术推广任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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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烟蚜茧蜂防治烟蚜技术、
性诱剂防治烟草害虫在全县全

面推广ꎮ

【卷烟营销】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烟草专卖局展开卷烟零售户

自律互助小组建设ꎬ 全县建有

价格自律互律小组 ７２ 个ꎬ 涵

盖 １２１０ 户零售客户ꎬ 达到全

县客户的 ９５ ９６％ꎬ 其中城区

覆盖率实现 １００％ꎮ 零售户毛

利率从 ６％提升到 １０％以上ꎮ
为每个小组建立档案ꎬ 实现动

态维护ꎮ 对 ＩＰ、 ＩＤ 相同的 ２６
户零售客户进行停访处理ꎬ 对

２５ 户卷烟非法流通涉案客户进

行暂停访销处罚决定ꎮ 成立一

户一册监控措施ꎬ 县局党组成

员与大户监管直接挂钩ꎬ 采用

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手段对

大户进行跟踪监控ꎬ 全年没有

出现卷烟外流的情况ꎮ

【专卖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烟草局推广 “南风坳专班值

守” 工作模式ꎬ 联合高速交

警、 地方交管等部门ꎬ 联合南

五县烟草部门在交通卡口ꎬ 建

立值守点ꎬ 任何一个卡点发现

涉烟违法车辆ꎬ 各方联动查处

真烟非法流通案件ꎬ 打击入

境、 过境的假私烟ꎮ 确定 ３ 户

卖烟大户为显性违法违规大户

并上报市局ꎬ ６ 户卖烟大户为

隐性大户ꎬ 纳入日常重点监督

对象名册ꎮ 排查出被大户控制

的 ７９ 名小户ꎮ 依法依规取消 ２
户卖烟大户的经营资格ꎬ １ 户

被劝退ꎬ 查获重点监管大户的

案件 ３ 起ꎮ 将 ５ 月以来新办证

的客户纳入监管对象名册ꎬ 坚

持每月走访 １ 次ꎬ 排查是否为

大户控制ꎬ 对重点监管对象每

月走访检查 ３ 次以上ꎮ

【企业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烟草专卖局推进 “三供一

业” 和公有住房管理ꎮ “三供

一业” 分离移交项目完工ꎮ 全

局有公有住房 ９３ 套ꎬ 其中除

烟草站工作人员临时使用的 ７９
套外ꎬ 其余 １９ 套签订 «房屋

租赁合同»ꎬ 并按合同约定收

取租金ꎮ 全年市局下达的采购

项目 ３０ 个ꎬ 其中 １９ 个完成招

标采购流程ꎬ 所有项目均按照

市局 “三项工作” 管理要求进

行ꎬ 项目细分到人ꎬ 责任落实

到人ꎮ 对口帮扶源桐星村ꎬ 局

机关组织脱产驻村扶贫 ２ 人ꎬ
党员干部一对一结对帮扶 １４
人ꎬ 认领贫困户 １８ 户ꎬ 开展

扶贫专项调研活动 ３０ 余次ꎬ
对口公益捐赠 １２ 万元ꎮ 扶贫

党员曾小翠被评为蓝山县 “最
美扶贫人”ꎮ

【党风廉政】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烟草专卖局党组与各部门签

订党风廉政建设承诺书 (责任

状)ꎬ 对工作任务进行责任分

解ꎬ 推动责任清单的项目化管

理ꎮ 抓好廉政专题理论学习ꎬ
利用廉政宣传片、 廉政讲座、
廉政现场教育等教育方式ꎬ 开

展廉政教育活动ꎻ 坚持作风建

设常态化ꎬ 开展自查自纠整治

活动ꎬ 开展巡视整改落实 “回
头看” 工作ꎮ 抓好党的十九大

和主题理论教育学习ꎬ 完善年

度、 月度学习安排ꎬ 全年开展

集体学习 ６ 次ꎬ 开展党员周学

习 １３ 次ꎬ 开展全员 ３０ 天 ３００
题考学活动ꎻ 推进党建＋活动ꎬ
开展 “青春放光芒、 扶贫志愿

行” 五四青年节贫困村走

访、 学习十九大征文及专题座

谈会等活动ꎮ

石 油 销 售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石化蓝

山石油分公司实现轻油零售量

３ ８２ 万吨、 增长 ７ ９％ꎬ 柴油

销 售 ２ ２７ 万 吨、 增 长 降

９ ９％ꎬ 汽油销售 １ ５５ 万吨、
增长 ９ ９％ꎻ 便利店非油实业

完成营业额 ８１４ 万元ꎮ 是年ꎬ
蓝山分公司编制环保应急预案

１２ 个ꎬ 在县环保局成功备案ꎻ
完成总市加油危化品许可证到

期换证和各加油站防雷检测工

作ꎻ 全年各加油站实现安全生

产零事故ꎮ

【零售经营】 　 ２０１８ 年ꎬ 中石

化蓝山石油分公司针对蓝山成

品油市场价格竞争多样化、 销

售集中化等特点ꎬ 围绕系统外

价格优惠情况ꎬ 细分分市场ꎮ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抓大稳小方

案ꎬ 对位置较好ꎬ 车流量大的

富阳站、 总市站列为重点培

育ꎬ 依托柴油优价拓市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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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ꎬ 应对市场竞争ꎬ 以点带面

促使加油站销量提高ꎮ 蓝山公

司完成上级下达的轻油目标任

务ꎮ 对于销量低迷或下滑严重

的站ꎬ 通过完善设施设备、 延

长营业时间、 改变销售重心策

略ꎬ 以城区蓝永站、 湘粤路

站、 新民路站及其他托管站加

强汽油销售ꎬ 确保实现汽油同

比不掉量的目标ꎮ

【非油品营销】 　 ２０１８ 年ꎬ 中

石化蓝山石油分公司根据加油

站轻油销售规模ꎬ 每月为每座

加油站制定尾气液、 燃油宝、
长白山、 赖茅、 卓玛泉、 欧露

纸、 枸杞、 车窗净的吨油目

标ꎮ 各加油站将销售目标任务

细分到人ꎬ 明确员工工作目

标ꎮ 站长以微信群通报的方

式ꎬ 每天公布业绩完成情况、
分享成功的销售经验及做法ꎮ
完善非油薪酬考核办法ꎬ 提升

员工积极性ꎬ 深化 “用心、 用

情、 责任” 的企业文化ꎮ

【安全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

石化蓝山石油分公司贯彻落实

省市公司年度工作会议精神ꎬ
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ꎬ 确保

安全发展ꎮ 编制 １２ 个环保应

急预案ꎬ 在县环保局成功备

案ꎻ 完成总市加油危化品许可

证到期换证和各加油站防雷检

测工作ꎻ 联合县安监局、 县环

保局、 县消防大队ꎬ 组织加油

站开展环保应急演练、 综合消

防演练ꎻ 结合安全生产实际ꎬ

组织加油站按公司要求进行日

常安全检查和季度性检查ꎬ 查

找管理短板ꎬ 优化提升措施ꎬ
落实整改方案ꎬ 建立长效机

制ꎬ 持续提升安全生产水平ꎮ
是年ꎬ 蓝山分公司各加油站实

现安全生产零事故ꎮ

【数质量管控】 　 ２０１８ 年ꎬ 中

国石化蓝山石油分公司剖析油

品数质量管理和各环节损耗原

因ꎬ 组织工作人员每月开展加

油机精度校对ꎬ 对误差偏大的

加油机采取措施并与县质监局

联系ꎬ 及时调试好加油机精

度ꎻ 对超耗站进行卸油、 设备

等进行检查ꎬ 借用卸油流量器

采集基础数据ꎬ 与油罐容积表

比对ꎬ 作为修正容积表的依

据ꎬ 同时加大数质量管理管控

力度ꎬ 对加油站的损耗按月度

进行考核ꎬ 做到奖惩分明ꎬ 考

核结果每月薪酬兑现ꎮ

【加油站督查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石化蓝山石油分公司

完善加油站月度督查制度和流

程ꎬ 检查不同加油站存在的共

性和个性问题ꎬ 对检查出来的

问题现场进行分析ꎬ 找出问题

根源ꎬ 制定整改方案ꎬ 将加油

站存在的问题、 先进典型进行

总结ꎬ 形成问题共勉ꎬ 经验共

享ꎮ 督促加油站进行问题整

改ꎬ 对加油站整改进行复查ꎬ
对整改的问题进行验收ꎬ 巩固

督查工作效果ꎮ

【管理人员作风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石化蓝山石油分公司

树立机关服务基层意识ꎬ 每周

一片区组织召开经理办公会

议ꎬ 对上周经营工作情况进行

分析ꎬ 听取各加油站经营管理

等方面需要解决的实际困难和

问题ꎬ 对照岗位责任安排相关

人员抓落实整改ꎬ 制定加油站

站长月度考核办法ꎬ 以制度促

进作风转变ꎬ 以制度推动工作

落实ꎬ 建立工作督办机制ꎬ 实

行加油站条线管理工作提醒制

度ꎬ 提 高 业 务 处 理 的 工 作

效率ꎮ

【党风廉政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石化蓝山石油分公司把加

强廉洁文化与党员的党风廉洁

教育、 员工职业道德教育等结

合起来ꎬ 组织学习系统内先进

人物ꎬ 用先进事迹引导全体员

工ꎮ 开展警示教育ꎬ 组织观看

违规违法案件的警示教育片ꎬ
进一步提高企业员工的思想道

德水平和自律意识ꎬ 树立遵纪

守法、 廉洁从业的观念ꎬ 形成

“凝心聚力ꎬ 和谐发展” 的良

好 氛 围ꎬ 提 升 企 业 核 心 竞

争力ꎮ

盐 务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湖南盐业

股份有限公司蓝山县分公司坚

持打好城镇提质、 交通提速、
园区升级、 旅游升温、 脱贫攻

坚、 环境治理六大战役ꎬ 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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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供应和市场管理、 非盐商

品销售开展工作ꎬ 进一步强化

内部管理ꎬ 较好完成上级交给

的各项工作任务ꎮ 是年ꎬ 销售

各类盐产品 １８２６ ５１ 吨ꎬ 小包

盐销售 １６１８ ７１ 吨ꎬ 完成年计

划的 １４１ ９９％ꎬ 其中高端盐销

售 １２７ ０３ 吨ꎬ 占 计 划 的

２１ ５３％ꎻ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２８９ ２９ 万元ꎻ 实现利润 １１３ ４３
万元ꎬ 完成年计划的 ７８ ２２％ꎮ

【食盐市场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湖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蓝山县

分公司开展各项盐业市场检查

工作ꎬ 规范盐业市场经营秩

序ꎮ 加强宣传工作ꎬ 在 “３
１５” “５１５” 期间ꎬ 分别与县

公安局、 县工商局、 县卫生部

门共同协作ꎬ 开展集中宣传活

动 ２ 次ꎬ 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

的守法经营意识和自我保护意

识ꎮ ６ 月中旬ꎬ 市公司到蓝山

分公司调研ꎬ 针对湘粤两省边

界盐业市场查摆问题、 剖析原

因、 总结经验ꎬ 深化边界市场

监督协作机制ꎬ 保障两省边界

地区盐业市场稳定和食盐安

全ꎬ 进一步净化湘粤边界地区

盐业市场ꎮ 是年ꎬ 联合县公安

局、 县食药局等职能执法部

门ꎬ 查处盐业违法案件 ６ 起ꎬ
收缴违法购进盐产品 ４０ 余吨ꎬ
收缴罚款 ３ 万元ꎬ 其中超 ２０
吨的大案 ２ 起ꎮ

【食盐非盐产品物流现代化建

设】 　 ２０１８ 年ꎬ 湖南盐业股份

有限公司蓝山县分公司实施电

话访销、 走村串户访销ꎬ 推动

食盐配送工作落实ꎮ 从 １ 月开

始ꎬ 按照城区、 城郊乡镇直接

配送到零售终端的统一要求ꎬ
展开食盐配送工作ꎮ 公布食盐

配送的方式和方法ꎬ 建立客户

信息资料ꎬ 坚持先访销再配

送ꎬ 实现对食盐配送服务的全

程监督ꎮ 全年实现食盐配送

１５１１ 吨ꎬ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良好ꎮ 按照市公司制订的对乡

村零售店实行四个管理的工作

制度ꎬ 完成 “四个一” 网点建

设 １９３ 个ꎬ 实现所有零售终端

直接配送ꎬ 减少配送费用ꎮ

【预算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湖南

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蓝山县分公

司实施全面预算管理ꎬ 提高整

体管理水平ꎮ 公司对每一个季

度的资金、 销售、 运营均做出

全面预算ꎬ 对各项费用的开支

作号预先安排ꎮ 按照上级部门

的要求ꎬ 对收支两条线实行每

月一预算ꎬ 坚持 “五天一上

报、 月月一对比”ꎬ 保证经营

资金所需ꎬ 控制无预算资金支

出ꎬ 减少资金占用ꎮ 是年ꎬ 公

司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均实现

同期减少ꎮ

商业与物资企业改制服务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商

业与物资企业改制服务办公室

围绕全县中心工作任务进行统

筹部署ꎬ 取得一定成绩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国企

改革压力大ꎬ 困难多ꎻ 信访集

中突出ꎬ 压力大ꎻ 干部作风有

待加强等ꎮ

【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商业与物资企

业改制服务办公室集中人力、
物力、 财力ꎬ 推进国企改革ꎮ
加强工作班子领导ꎬ 进一步把

任务分解到每一位干部职工身

上ꎬ 签订工作责任书ꎬ 要求各

下辖企业具体负责本企业改革

改制具体工作ꎬ 确保完成改革

任务ꎮ 配合全县改制工作指导

小组进驻企业指导工作ꎬ 宣讲

解读改制政策ꎬ 及时化解、 解

释出现的各类问题矛盾ꎮ 做好

各项测算工作ꎬ 维护职工利

益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下属 ８ 家国有企

业有 ７ 家完成改制工作ꎬ 企业

职工均签订身份置换协议ꎬ 剩

余 １ 家的签订协议正有序推

进ꎮ 完成 ４ 家企业的经济补偿

工作ꎬ 其余 ４ 家企业的经济补

偿正在向县政府申拨ꎮ

【涉改职工维稳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商业与物资企业改

制服务办公室有下属国有企、
事业单位 ９ 家ꎬ 职工 ４００ 余人ꎬ
其中在职 １８７ 人、 退休 ２１９ 人ꎬ
有下岗工人 １８０ 余人ꎮ 商改办

分析形势ꎬ 创新工作方法ꎬ 抓

好改制过程中的服务工作ꎬ 维

护职工利益ꎬ 确保社会稳定、
职工稳定ꎮ 重视职工各种诉求

和反映的问题ꎬ 专门成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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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子ꎬ 到企业一线走访、 摸

排ꎬ 把职工反映的问题一一登

记在册ꎬ 建立台账ꎮ 向县改制

办、 县改制工作领导小组汇

报ꎬ 向职工讲解改制政策ꎮ 全

年收集职工诉求 １５０ 余件ꎬ 解

决 １００ 余件ꎬ 其余 ５０ 余件都给

予政策答复ꎮ 关心、 关爱改制

职工、 退休人员的生产生活ꎬ
多次安排相关工作人员到企

业、 职工家中走访ꎬ 宣传政

策ꎬ 为职工排忧解难ꎮ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商业与物资企业改制服务办

公室下属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

９ 家ꎬ 有直属党支部 ９ 个ꎬ 管

理党员 １０３ 名ꎮ 商改办将强化

党建工作列入议事日程ꎬ 加大

工作力度ꎬ 提高工作整体水

平ꎮ 稳定企业支部班子ꎬ 强化

党建引领工作ꎬ 组织各支部落

实执行 “三会一课” 制度、 周

五政治日、 主题党日活动ꎬ 学

习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以及

党纪党规知识ꎬ 学习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ꎬ 增强党员干部

“四个意识” “四个自信”ꎬ 发

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ꎮ 落实

巡视巡察要求ꎬ 对照 “五个方

面” １５ 个问题组织查摆和限期

整改ꎮ 组织完成党员身份认定

工作ꎮ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ꎬ 协助配合县纪监委查办案

件 １ 起ꎬ 给予 ３ 人党纪处分、 ２
人诫免谈话、 １ 人提醒谈话ꎮ

【精准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商业与物资企业改制服务办

公室联系帮扶荆竹沙落村ꎬ 全

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４２ 户、
１５９ 人ꎮ 县商改办派出专职扶

贫工作队队员驻村ꎬ 落实党员

干部结对帮扶制度ꎻ 完善村内

基础设施建设ꎬ 村级活动中

心、 道路亮化工程、 路面坡形

护栏、 陈下村等公路硬化等村

内建设项目均按期完工ꎬ 共计

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３００ 余

万元ꎮ 商改办机关筹集资金

４ ６ 万元支持村内基础设施建

设ꎮ 落实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

民政 府 “ 三 走 遍 三 签 订 ”
“２４６８” 驻村制度ꎬ 为贫困户

落实政策制定脱贫计划ꎮ ２０１８
年ꎬ 沙落村实现整体退出贫困

村ꎬ 完成 ２３ 户、 ８７ 人的脱贫

任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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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税 务

财 政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财

政部门围绕 “防风险” “保工

资、 保运转、 保基本民生” 以

及脱贫攻坚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求ꎬ 克服经济下行以及国家

减税降费政策影响ꎬ 全县财政

收入稳步增长ꎬ 经济社会事业

平稳健康发展ꎮ 是年ꎬ 全县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９３３３３ 万

元ꎬ 同比增收 ６９１４ 万元ꎬ 增

长 ８％ꎻ 民本民生支出占财政

总支出的比重达到 ７５％ꎮ 全年

采购预算为 １２４５３ ５ 万元ꎬ 实

际采购规模 １１１０９ ８ 万元ꎬ 节

约财政资金 １３４３ ７１ 万元ꎬ 资

金节约率 １０ ７９％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财政收

入基数过高ꎬ 提前三年超过省

定目标任务ꎬ 财政收入持续增

长的形势比较严峻ꎻ 税收收入

缺乏稳定来源ꎬ 全县经济总量

小ꎬ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少ꎬ 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率小ꎻ
土地增值税、 耕地占用税、 契

税等一次性收入占税收收入的

比重较高ꎻ 财政收入质量不

高ꎬ 县入库非税收入仍超限额

２６４８ 万元ꎬ 省财政厅将蓝山县

列为红色警示名单ꎮ

【收支结构优化】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财政部门坚持科学、 高

效、 均衡的财政投入ꎬ 优先保

障民生支出ꎬ 注重社会事业发

展ꎬ 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水平ꎮ 重点保障行政事业

单位人员工资、 公务员津贴补

贴、 事业人员绩效工资发放和

医疗卫生、 公共安全、 社会保

障、 保障性住房、 城镇基础设

施建设等支出ꎬ 民本民生支出

占财 政 总 支 出 的 比 重 达 到

７５％ꎮ 确保教育事业的均衡发

展ꎬ 累计拨付教育资金 ８８７３
万元ꎻ 统筹安排拨付保障性住

房建设资金 １３７００ 万元ꎻ 拨付

惠民补贴 ４７３９ ８ 万元ꎬ 拨付

扶贫专项资金支出 ４４４２ ７８ 万

元ꎬ 支出资金进度为 ６９ １％ꎬ
超省支出考核进度 １９ １％ꎮ 拨

付 ２０１８ 年贫困劳动力转移就

业交通补贴 ４１６ 万元ꎮ 拨付建

档立卡贫困户 ２０１８ 年城乡居

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政府补贴

２４６ ９ 万元ꎬ 拨付农村贫困人

口医疗费用政府兜底资金 ５８４
万元ꎮ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低保户、 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

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等四类重

点对象危房存量 ２９２ 户ꎬ 拨付

四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资

金 ９００ 万元ꎮ

【向上争资】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财政部门争取上级转移支付

补助资金 ２０ 亿元ꎬ 其中以财

政部门为主争取到一般性转移

支付补助资金 １０１６１１ 万元ꎬ
包括: 均衡性转移支付增加

２９００ 万元ꎬ 总量达到 ３２１１１ 万

元ꎻ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

金增加 ６００ 万元ꎬ 总量达到

１０９７６ 万元ꎮ 争取到新增债券

转贷收入 １８２００ 万元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增加 ４２００ 万元ꎮ 争取置换

债券资金 ６３０２ 万元ꎮ

【债务融资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央、
省、 市关于融资平台公司整合

及转型工作要求ꎬ 于 ６ 月 ３０ 日

召开第 ３５ 次政府常务会ꎬ 明

确 “按照省政府要求ꎬ ６ 月底

前完成县城投公司等融资平台

的转型ꎬ 保留城建投、 经建投

两个平台”ꎬ “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ꎬ 两家平台公司脱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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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脱离县财政独立运作ꎬ 资

产按政府规定划转、 注入”ꎮ
蓝山县原有的 ６ 个投融资性质

的平台 (上报省市系统内平台

为 ４ 个: 蓝山县城市建设投资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蓝山县元

嘉城建发展有限公司、 蓝山县

湘江源水利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蓝山县异地扶贫开发有

限公司ꎻ 蓝山县交通建设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蓝山县经建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由于注册于上

报平台名录后ꎬ 未能进入省市

平台目录) 优化整合为 ２ 个ꎬ
融资 平 台 压 缩 工 作 进 度 为

１００％ꎮ 按照财政部新债务口

径及认定标准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底ꎬ 全县债务余额 ３８ ８
亿元ꎬ 其中: 政府债务 １３ 亿

元ꎬ 政府隐性债务 ２１ ９ 亿元ꎬ
其他需关注的债务 ３ ９ 亿元ꎮ

【财政财务监督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财政部门坚持日常

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ꎬ 提高

理财能力ꎮ 加强政府采购日常

监督管理ꎬ 改进管理方式方

法ꎮ 全年采购预算 １２４５３ ５ 万

元ꎬ 实际采购规模 １１１０９ ８ 万

元ꎬ 节约财政资金 １３４３ ７１ 万

元ꎬ 资金节约率 １０ ７９％ꎮ 进

一步加强内部控制建设ꎬ 县财

政局机关各股室中心局完成内

部控制操作规程的制定ꎬ 完善

内部控制相关制度ꎮ 组织开展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

评价ꎬ 提升全县行政事业单位

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水平ꎮ 加

强专项监督检查ꎬ 组织开展联

动监督检查和预决算公开检

查ꎬ 规范单位财务管理ꎬ 推进

部门预决算公开ꎮ

【工程项目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财政部门加强工程项目

评审ꎬ 提高工程评审质量ꎬ 减

少投资浪费ꎬ 提升财政投资审

核效益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全县完成评

审项目 ７１４ 个ꎬ 较 ２０１７ 年全年

增加 ７９ 个ꎬ 完成评审的送审

金额 ２４ ３ 亿 元ꎬ 审 定 金 额

２１ ３ 亿元ꎬ 审减率 １２ ２％ꎬ 其

中完成送审金额较 ２０１７ 年全

年增加 １０ 亿元ꎮ

【健全完善财政管理体制】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财政部门坚持

改革创新ꎬ 推进财政各项改

革ꎬ 包括: 清理规范地方财政

专户工作ꎬ 清理后全县保留的

专户降至 １０ 个ꎻ １０４ 个临时机

构和重点项目指挥部全部纳入

国库集中支付管理ꎻ 推进财政

支出预算绩效管理ꎬ 结合部门

预算编制完成 ２０１８ 年 ５５ 个项

目绩效目标评审工作ꎬ 开展

２０１７ 年本级财政支出绩效项目

事后评价工作ꎮ 做好 ２０１８ 年

６５ 个项目 １０ 月中期跟踪ꎻ 规

范县直单位差旅费管理ꎬ 出台

«调整县直机关差旅费住宿标

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ꎻ 联合

县发改委开展两次涉企减费优

惠政策的落实情况检查ꎬ 特别

是对县自来水公司收取排污费

情况进行专项清理ꎬ 减轻企业

负担ꎬ 发挥政策效应ꎮ

税 务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税

务局围绕机构改革主题ꎬ 落实

税务总局、 省局、 市局改革部

署要求ꎬ 推进国税地税征管体

制改革ꎮ 是年ꎬ 完成新税务机

构挂牌ꎬ 做好 “三定” 规定动

作ꎬ 纳税人获得感明显增强ꎬ
实现改革有序、 工作有为、 收

入有进、 队伍有力ꎬ 呈现出机

构改革与税收工作两不误、 两

促进的良好局面ꎮ 是年ꎬ 县税

务局完成各项入库各项收入

７５４５０ 万元ꎬ 同比增收 ９６９８ 万

元ꎬ 增长 １４ ７５％ꎻ 审批出口

退税 ３５３９ ９ 万元ꎬ 审批增值

税免抵税额 ４１０７ 万元ꎻ 落实

包各项减免税政策共计享受减

免 １０６７５ 户次ꎬ 减免增值税

９５９４ ２９ 万元ꎮ

【新机构挂牌】 　 ２０１８ 年ꎬ 蓝

山县原国税局、 原地税局成立

联合党委ꎬ 组建新班子ꎬ 成立

税务机构改革工作小组及专项

组ꎬ 明确综合部门临时负责

人ꎬ 实现集中办公ꎮ 向市局第

四联络组和地方党政有关领导

汇报ꎬ 向地方党政领导汇报改

革工作 ５ 次ꎬ 地方党政领导开

展调研税收工作 ３ 次ꎮ ７ 月 ２０
日ꎬ 新机构挂牌ꎬ 截至 １１ 月

２１ 日ꎬ 蓝山县税务局挂出机关

正式牌子 １ 块ꎬ 办公区牌 １ 块ꎬ
税务分局 (所) 挂出正式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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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块ꎮ 县局刻制党委印章 ６ 枚、
行政印章 １８ 枚、 业务印章 １８
枚ꎮ 完成新机构成立有关事项

公告、 派出机构有关税收事项

公告ꎬ 实现办税业务调整ꎬ 开

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和公告ꎬ 编

制税务机构改革台账ꎬ 新门户

网站和各项办公办税系统陆续

更新使用ꎬ “五个一” 和 “四
个确保” 要求得到贯彻落实ꎬ
实现 “四合” 新局面ꎬ 局内各

项工作稳步运行ꎮ

【 “三定” 规定动作完成】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税务局加强与

市局第四督导联络组的沟通联

系ꎬ 汇报改革及 “三定” 进

度ꎬ 利用局务会、 科务会、 支

部会、 集中学习等形式ꎬ 传达

好 «王军局长近期在县乡税务

局 (所) 落实 “三定” 座谈

会上的工作要求» 和 «王军局

长致全国税务系统各市局、 县

局、 乡镇分局 (所) 主要负责

同志的一封信» 等指示精神ꎬ
确保政策实施不走偏ꎮ 开展谈

心谈话ꎬ 确保干部队伍稳定ꎬ
做到 “三个全覆盖”ꎬ 即县级

局党委书记和正转副的党委副

书记逐一与所属机构主要负责

人及由正转副的同志谈心谈

话ꎬ 班子成员逐一与联系点及

分管部门其他副职谈心谈话ꎬ
所属机构主要负责人逐一与全

体干部谈心谈话ꎮ 做到 “三个

重点谈”ꎬ 即由正转副的干部

重点谈ꎬ 由机关转至分局的干

部重点谈ꎬ 跨部门、 跨分局

(所) 交流的干部重点谈ꎮ 县

局开展谈心谈话 ３ 轮ꎬ 涉及

１００ 多人次ꎬ 确保干部队伍思

想不乱、 工作不断ꎮ 定责定

点ꎬ 确保节点任务落地ꎬ 制作

工作任务清单ꎬ 明确具体责任

人ꎬ 其他部门承担 “三定” 工

作相关责任ꎬ 确保各层级责任

明晰ꎬ 到岗到人ꎮ 制作时间进

度表ꎬ 把好六个关键节点ꎬ 确

保每项工作按照省、 市局明确

的时间节点不抢跑、 不滞后ꎬ
保质保量完成ꎮ

【税收收入增长】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税务局完成各项入库各

项收入 ７５４５０ 万元ꎬ 同比增收

９６９８ 万元ꎬ 增长 １４ ７５％ꎮ 落

实组织收入工作纪律ꎬ 强化依

法治税ꎬ 树立 “预算确定的收

入目标就是任务” 的观念ꎬ 坚

持依法征收、 应收尽收的组织

收入原则ꎬ 将依法治税贯穿组

织收入工作始终ꎬ 防止有税不

收和无税乱收现象ꎬ 确保税收

收入可持续增长ꎮ 加强重点工

程项目管理ꎬ 堵塞征管漏洞ꎬ
按照中共蓝山县委、 县政府对

重点工程项目以 “五定” 即:
定项目、 定联系领导、 定专

人、 定时间、 定奖惩抓好重点

工程项目入库的安排部署ꎬ 县

税务局开展重点工程项目税收

征管工作ꎬ 融入经济建设大

局ꎬ 对接项目管理ꎬ 提供针对

性服务ꎬ 加强重点工程项目税

收管理ꎬ 确保重点工程项目税

源转化为税收收入ꎮ 做精做细

税收预测分析ꎬ 摸清税源底

子ꎬ 对全县税源进行摸底ꎬ 对

重点行业、 重点税源进行实地

调查ꎬ 建立健全内、 外部税源

情况沟通反馈机制ꎬ 每季度召

开专题税收分析座谈会ꎬ 开展

税收与相关经济指标的对比分

析ꎬ 发现和堵塞征管漏洞ꎮ 落

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ꎬ 释放政

策红利ꎬ 坚持应免尽免、 应减

尽减、 应抵尽抵、 应退尽退ꎬ
让企业享受政策红利ꎬ 全年审

批出口退税 ３５３９ ９ 万元ꎬ 审

批增值税免抵税额 ４１０７ 万元ꎻ
全年落实包各项减免税政策共

计享受减免 １０６７５ 户次ꎬ 减免

增值税 ９５９４ ２９ 万元ꎮ 落实小

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ꎬ １ 月—
１０ 月增值税小微企业税收优惠

７７０ ５６ 万元ꎻ 在所得税方面ꎬ
２０１８ 年前三季度为小型微利企

业 ６２３ 户 (其中盈利企业 ６３
户) 减免企业所得税 １６７ ９６
万元ꎬ 户均减免额 ２ ６７ 万元ꎻ
对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纳

税户 １００％给予税收优惠ꎬ 保

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

改善ꎮ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成立蓝山县委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专项

组ꎬ 中共蓝山县委常委、 县人

民政府常务副县长何江鸿任组

长ꎬ 组织召开国税地税征管体

制改革座谈会ꎬ 制定 «蓝山国

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组织实施

工作方案»ꎮ 简化办税程序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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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 “放管服” 各项措施落

地ꎮ 落实各项 “放管服” 措

施ꎬ 减少行政审批事项ꎬ 简化

和规范办事程序和办事流程ꎬ
提高办事效率ꎮ 提升征管质

效ꎬ 查询未申报纳税户ꎬ 并通

知相应的税收管理员做好进行

催报催缴ꎬ 对二次逾期应处罚

纳税人不折不扣的进行处罚ꎮ
对二次逾期申报处罚 ７９ 户次ꎬ
处罚率 １００％ꎮ 开展土地增值

税清算和清税注销调查工作ꎻ
对自然人数据开展数据专项清

理ꎬ 清理扣缴义务人 １１５ 户ꎬ
清理问题数据 ４４０ 条ꎮ 强化税

收风险管理ꎬ 税务核查 ２６ 户ꎬ
入库税款 ２０３ ２１ 万元ꎻ 税务

稽查 １２ 户ꎬ 入库税款 ９９９ １５
万元ꎻ 纳税评估 ２１ 户ꎬ 入库

税款 １０１９ ２９ 万元ꎻ 提示提醒

共 ５１ 户ꎬ 入库税款 １３９５ ４７ 万

元ꎮ 风险管理应对总户数 １１１
户ꎬ 完成 １１０ 户ꎬ 入库税款

３６１７ １１ 万元ꎮ

【社保费和非税收入职责划转】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税务局成立社

保费和非税收入领导小组ꎬ 为

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

责划转工作制作时间表、 路线

图ꎬ 为职责划转工作提供制度

保障ꎮ 加强沟通协作联合县人

社、 县医保、 县财政等部门做

好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

平台准备工作ꎬ 对社保费征管

职能划转涉及的地方性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ꎬ
完成数据清洗工作ꎬ 导入并核

对约五十万条信息ꎬ 全年修改

信息 ８０ 余条ꎮ 开展学习培训ꎬ
邀请 ６ 位社保专家就医疗、 养

老等 ７ 个方面内容进行专题培

训ꎬ 安排 ８ 名工作人员到县人

社局跟班学习ꎬ 安排 １ 名人员

到省局学习ꎮ

【个人所得税改革】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税务局成立由主要

负责人任组长的个人所得税改

革领导小组及专项工作组ꎬ 召

开个人所得税改革动员会ꎬ 明

确改革任务ꎬ 压实部门责任ꎬ
为推动个税改革提供组织保

障ꎮ 加强政策宣传ꎬ 利用门户

网站、 微信、 纳税人学堂等途

径ꎬ 按照上级统一口径ꎬ 对内

对外开展宣传ꎬ 做好个人所得

税管理系统扣缴客户端上线服

务工作ꎬ 开展多场重点扣缴单

位纳税人座谈会ꎬ 确保纳税人

看得懂ꎬ 会操作ꎬ 客户端上线

的第一个月个税申报率达到

１００％ꎮ 强化督导考核ꎬ 将个

人所得税改革工作纳入绩效考

核ꎬ 确保各项改革任务稳步

推进ꎮ

【税务 “大走访” 活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税务局安排局

党组成员带队ꎬ 建立走访台

账ꎬ 主要走访大型企业、 重点

税源企业以及新办纳税人、 发

票用量调整纳税人、 被税务机

关稽查过的纳税人、 纳税信用

评价为 Ｄ 级的纳税人、 发起纳

税信用补评复评的纳税人ꎬ 向

纳税人了解对各项税收政策和

服务措施的知晓及税务机关的

贯彻落实情况、 执法情况ꎬ 企

业的生产经营情况ꎬ 并向纳税

人宣传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

策ꎮ 征集纳税人意见和需求ꎬ
告知税务部门联系方式ꎬ 解决

纳税人实际问题ꎮ 活动期间ꎬ
走访纳税人 １００５ 户ꎬ 走访面

达到 １００％ꎬ 发 放 调 查 问 卷

１０００ 余张、 宣传资料 ２００ 余

份ꎬ 收回调查问卷 ９１２ 份ꎬ 收

集纳税人意见建议 １６ 条ꎬ 解

答涉税问题 ２２８ 余次ꎮ

【税法宣传活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税务局开展 “优化税收

营商环境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

展” 为主题的税收宣传月启动

仪式ꎬ 活动现场邀请 ５０ 家企

业代表参加ꎬ 现场发放宣传资

料 ３００ 余份ꎬ 接受咨询 １２０ 人

次ꎻ 开展 “纳税服务日” 主题

活动ꎬ 抽 ８ 名业务骨干组成纳

税服务小分队ꎬ 并邀请 １２ 位

企业代表、 １５ 名中学生现场体

验 “纳税服务日” 活动ꎬ 由纳

税服务咨询专家提供办税事项

“一条龙” 服务ꎮ 现场发放宣

传资料、 纳税服务卡 ２４０ 余

份ꎬ 接受纳税服务咨询约 １００
人次ꎮ

【入驻政务中心】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税务局响应蓝山县人民

政府 “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

化” 工作要求ꎬ 对办税服务厅

进行整合并统一搬迁ꎮ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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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 清单

要求ꎬ 推行新办纳税人套餐式

服务ꎬ 落实好线上 “一网通

办”、 线下 “一厅通办”、 业务

“一次办结”、 问题 “一键咨

询”ꎬ 做到对外统一办理业务ꎬ
前台后台业务融合ꎮ 对现有办

税服务厅工作人员进行税收政

策、 常用业务办税流程、 金税

三期系统操作等应知应会内容

培训 ５ 次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县税务局

在新政务中心设置窗口 ２８ 个ꎬ
综合业务窗口业务工作人员全

部到位ꎮ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税务局坚持党建引领ꎬ 落实

管党治党责任ꎮ 健全组织构

建ꎬ 完成机关党委和支部的选

举工作ꎬ 各支部交接基本完

成ꎬ 成立县局团支部、 工会委

员会、 妇女委员会等群团组

织ꎬ 并完成选举ꎮ 突出基层

“五化” 建设ꎬ 每半年进行一

次党建工作督查ꎬ 对督查情况

进行通报ꎬ 县局原所有支部都

达到三星以上标准ꎮ 强化制度

执行ꎬ 从 “制度清理” 和 “制
度创新” 两个方面入手ꎬ 形成

用制度管权、 按制度办事、 靠

制度管人的权力运行机制和工

作推进机制ꎮ 加强干部管理ꎬ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ꎬ 开展多轮

谈心谈话ꎬ 抓好各类培训ꎮ 县

局党委书记、 局长眭荐军围绕

“人合、 事合、 力合、 心合”
主题为全局党员干部讲授专题

党课ꎮ 做好人事管理工作ꎬ 根

据 “三定” 方案及时按市局要

求做好县局的领导班子分工事

项及县局各机构对本部门人员

的岗位职责分工ꎬ 实现人到

岗、 责到人的工作局面ꎬ 完成

全局的人事信息整合相关事

项ꎮ 做好数字人事工作ꎬ 贯彻

数字人事工作制度要求ꎬ 向全

局干部职工提醒每月数字人事

工作纪实完成情况ꎬ 跟进工作

自评、 领导评鉴等季度任务ꎬ
确保 “按实记录、 按时记录”ꎬ
确保 “按期考核” 工作进程ꎮ
加强廉政提醒ꎬ 通过局领导上

廉政党课ꎬ 组织税干到道县参

观周敦颐、 何保珍故居ꎬ 到东

安监狱开展听服刑官员的 “现
身说法” 警示教育ꎬ 提升税干

自律意识ꎮ 实行 “一案双查”
和 “四个一” 制度ꎬ 按要求开

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专项

整治问题自查ꎬ 运用内控监督

平台ꎬ 严格税务人员规范执法

的自觉性ꎮ 通过明察暗访ꎬ 开

展局内干部作风督查 ２７ 次ꎬ
下发通报 １５ 次ꎬ 查处违反作

风建设相关规定 ３６ 人次ꎬ 按

规定予以经济处罚 ２８３０ 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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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保 险

金 融 工 作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金

融部门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ꎬ
强化工作保障ꎬ 创新工作举

措ꎬ 各项金融工作取得较好进

展ꎮ 蓝山县被评为 ２０１７ 年度

全市恶意逃废银行债务专项活

动先进单位ꎻ 县政府金融办被

市金融办授予 ２０１７ 年金融工

作先进单位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风险防

范形势严峻ꎬ 民间借贷、 非法

集资、 互联网金融难监测管

控ꎻ 信贷主要指标与地方经济

发展要求存在很大差距ꎬ 全县

金融机构存款主要指标、 贷款

主要指标不仅与同期相比出现

较大的回落ꎬ 存款长期处于低

增速状态ꎻ 不动产抵押登记进

展较慢ꎬ 不少存量的不动产抵

押登记项目面临到期无法重新

抵押登记的风险ꎻ 融资方式单

一ꎬ 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债券发行、 企业上市挂牌融资

等尚未有实质性突破ꎮ

【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ꎬ 蓝山神农村镇银行营

业ꎬ 截至 １０ 月ꎬ 银行各项贷

款余额为 ７６７７ 万元、 各项存

款余额 １１４１７ 万元ꎮ 引导信贷

投放ꎬ 继续出台信贷考核奖惩

办法ꎬ 引导银行信贷重点投向

重点项目、 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

饮业、 规模以上服务业、 资质

以上建筑业、 入统电商企业、
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以及建档立卡贫困户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全县信贷投放机

构各项贷款余额 ７１ ９８ 亿元ꎬ
较年初新增 ６ ３３ 亿元ꎬ 增长

８ １％ꎻ 银行业机构各项存款

余额为 ９９ ２０ 亿元ꎬ 比年初新

增 ４ ０７ 亿元ꎬ 增长 ８ ２％ꎮ 创

新探索央行信贷政策支持县域

经济发展新模式ꎬ 争取中国人

民银行永州市中心支行的支

持ꎬ 县人民银行运用央行支农

再贷款、 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等

央行信贷政策通过县农商银行

定向蓝山县乡村振兴提供金融

支持ꎮ ２０１８ 年~２０２０ 年ꎬ 市人

民银行安排支农再贷款 ２ 亿

元、 支小再贷款 １ 亿 ~３ 亿元、
通过县农村商业银行定向投向

蓝山县乡村振兴项目库再贴现

限额 １ 亿元ꎮ 是年ꎬ 蓝山县争

取到支农支小贷款 ５ 亿元ꎬ 发

放 ２ ７ 亿元ꎮ 争取资本市场新

突破ꎬ 蓝山县人民政府金融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多次到企业

调研ꎬ 先后 １０ 余次配合上级

及第三方机构与企业进行对

接ꎬ 引导企业通过规范管理走

挂牌、 上市发展道路ꎮ 加快推

进移动便民支付示范工程建

设ꎬ 县农商银行依托 “商易

贷” 和 “便民卡” 信息平台ꎬ
拓展个体工商户便民支付范

围ꎮ 依托金融扶贫服务站ꎬ 推

动移动便民支付 “下乡入户”ꎬ
在有条件的贫困村逐步实现移

动便民支付 (助农取款)ꎬ ７
个村开通具备移动支付功能的

助农取款业务ꎮ 蓝山农商行在

全县建立 １１ 个助农取款终端

服务点和 ５７ 个 ＰＯＳ 助农取款

点ꎬ 均可实现移动扫码支付ꎮ
建设银行在超市、 市场、 医

院、 学校等公共领域ꎬ 农行在

公交领域及农村地区ꎬ 推广移

动便民支付ꎮ

【打逃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人民政府金融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进一步突出开展依法强

制执行工作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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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ꎬ 向县法院起诉不良贷款案

件 ７５０ 件ꎬ 申请财产保全案件

９０ 件ꎻ 对申请执行的 ８３ 个执

行案件采取电话约谈、 拘留赖

账户、 冻结银行存款等措施实

行惩戒ꎻ 收回不良贷款本息

２０００ 余万元ꎮ

【金融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人民政府金融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整合扶贫、 支农再贷款

等货币政策工具与地方政府扶

贫、 农业、 财政等配套政策ꎬ
以带动脱贫成效明显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为支点ꎬ 撬动扶贫

产业信贷投入ꎬ 取得阶段性进

展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全县

金 融 精 准 扶 贫 贷 款 余 额

３０７１５ ０４ 万元ꎬ 其中ꎬ 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１２０５０ ３１ 万元、
已脱贫人口贷款 ４１９４ ７２ 万

元、 个人及产业带动精准扶贫

贷款 １４４５０ 万元ꎮ 强化小额贷

款风险防范ꎬ 设立扶贫贷款风

险补偿基金 ２０００ 万元ꎬ 占扶

贫小额贷款余额的 １４ ２％ꎬ 超

额完成风险补偿基金设立任

务ꎻ 成立扶贫小额信贷风险防

控化解工作组ꎬ 制定 «蓝山县

扶贫小额信贷风险防控化解工

作预案»ꎬ 全年扶贫小额贷款

到期逾期率为零ꎮ

【防范非法集资】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政府金融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开展防非处非工

作ꎬ 落实 ４ 月 ９ 日市委书记专

题会议精神ꎮ 坚持宣传 “六

进”ꎬ 向市民发放防范非法集

资 «告市民书» «告学生家长

书»ꎻ 全年开展防范和处置非

法集资宣传活动 ３ 次ꎬ 其中集

中宣传活动 (含乡镇集中宣

传) ６ 次ꎬ 悬挂横幅 １０ 余条ꎬ
设展板 ５ 块ꎬ 散发各类传单

６０００ 余份ꎻ 开展防范非法集资

大宣传活动ꎬ 安排宣传车 ２
台ꎬ 对全县所有行政村进行广

播宣传ꎬ 印制海报、 宣传单、
宣传折页、 横幅、 宣传扇等宣

传资料 １０ 万余份ꎬ １０ 月上旬

全部发至群众手中 (或张贴、
悬挂)ꎮ 组织对民间融资机构

排查 ４ 次 (广告资讯信息排查

正在开展)ꎬ 排查各类机构组

织 １２００ 余家ꎬ 发现问题企业

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２ 份ꎻ
约谈负责人 １６ 人次ꎬ 对 ５ 家

网络中介关联机构进行约谈ꎬ
督促其提交工作人员信息名单

备案ꎬ 并要求其按照国家网贷

办 «关于开展 Ｐ２Ｐ 网络借贷机

构合规检查工作的通知» 要求

自查整改ꎻ 破获金融诈骗犯罪

类案件 ３ 起ꎬ 抓获 ９ 名犯罪嫌

疑人ꎬ 逮捕 ９ 人ꎬ 全部移送检

察院审查起诉ꎮ

中国人民银行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人民

银行蓝山支行坚持抓党建、 强

队伍ꎬ 抓基础、 强服务ꎬ 抓管

控、 防风险ꎬ 较好地完成各项

工作任务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重点工

作总结、 提炼滞后ꎬ 工作成效

不理想ꎻ 青年员工培养有待加

强ꎬ 干部队伍的总体数量、 整

体质量与内控制度落实与新时

期人民银行职责需要有差距ꎮ

【干部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人民银行蓝山支行强化党

建知识学习ꎬ 提升意识形态工

作水平ꎮ 支行党组召开意识形

态工作会议 ２ 次ꎬ 专题研究意

识形态工作ꎬ 定期在党内通报

意识形态领域相关情况ꎮ 坚持

抓政治理论学习ꎬ 注重舆情管

控ꎬ 重视职工思想引领ꎬ 通过

党组中心组学习、 党组书记、
支部书记上党课、 网上自学、
党员和职工集中学习等活动ꎬ
教育引领全行员工提升政治站

位ꎬ 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ꎮ 党组成员上党课 ２ 次ꎬ 收

到学习心得体会 １２ 篇ꎮ 强化

人才建设ꎬ 提升青年员工整体

素质ꎮ ２８ 岁以下青年员工有 ４
人次在业务竞赛、 信息调研或

评比中ꎬ 受到上级行发文表

彰ꎻ １ 名青年员工被推优入党ꎮ
强化组织建设ꎬ 提升党组织凝

聚力ꎬ 邀请老公社书记讲解自

己人生经历、 苦难岁月和身边

故事ꎬ 开展忆苦思甜话初心主

题党课活动ꎮ 开展 “学 «党

章»、 重温入党誓词” 活动ꎮ
坚持党建带团建ꎬ 团支部于 ４
月份完成换届ꎬ 选强配齐团支

部干部队伍ꎻ ９ 月ꎬ 蓝山支行

团支部获武汉分行五四红旗团

支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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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实体经济】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人民银行蓝山支行贯彻稳

健中性政策ꎬ 以金融回归本源

作为总方向ꎬ 结合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的实体需求ꎬ 综合运用

信贷政策窗口指导、 宏观审慎

评估、 支农再贷款等货币政策

工具ꎬ 保持信贷的适度和合理

增长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全

县信贷投放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为 ７１ ９８ 亿元ꎬ 较年初新增

６ ３３ 亿元ꎬ 增长 ８ １％ꎻ 银行

业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 ９９ ２０
亿元ꎬ 比年初新增 ４ ０７ 亿元ꎬ
增长 ８ ２％ꎮ 推动金融支持扶

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ꎬ 按

照 «关于进一步做好 ２０１８ 年

全省金融支持产业扶贫相关工

作的通知» 等文件要求ꎬ 整合

扶贫、 支农再贷款等货币政策

工具与地方政府扶贫、 农业、
财政等配套政策ꎬ 以脱贫成效

明显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支

点ꎬ 撬动扶贫产业信贷投入ꎬ
取得阶段性进展ꎮ ２０１８ 年ꎬ 金

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３０７１５ ０４
万元ꎬ 其中ꎬ 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１２０５０ ３１ 万元ꎬ 脱贫人口

贷款 ４１９４ ７２ 万元ꎬ 个人及产

业带动精准扶贫贷款 １４４５０ 万

元ꎮ 制定 «央行再贷款定向支

持蓝山县乡村振兴实施方案»ꎬ
于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ꎬ 每年安排不

低于 ２ 亿元的再贷款限额定向

用于蓝山农商银行对全县乡村

振兴项目的支持ꎻ 每年安排 １
~ ３ 亿元的支小再贷款、 再贴

现限额用于县农商银行支持中

小微企业的发展ꎮ 建立再贷款

定向支持特色产业和中小企业

的 «乡村振兴战略项目库»ꎬ
入库项目 ９９ 个、 涉及资金需

求 ３４４００ 万元ꎮ 推动深化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ꎬ 推动普惠金融

发展ꎬ 以 «关于进一步深化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 发布

为契机ꎬ 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

金融支持力度ꎮ 利用支农支小

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ꎬ 通过

“央行再贷款定向支持蓝山县

乡村振兴” 平台ꎬ 通过蓝山农

商银行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ꎮ
引导金融机构改进服务ꎬ 提高

贷款获得度ꎬ 引导商业银行优

化审贷业务流程ꎬ 提高贷款审

批发放效率ꎬ 对正常经营贷款

不惜贷、 不抽贷ꎬ 提升小微企

业审贷成功率ꎬ 缓解小微企业

融资难的问题ꎮ 推进信贷产品

创新ꎬ 引导农商银行创新便民

卡在小微企业的运用ꎬ 破解小

微企业贷款 “两难” 现象ꎻ 助

推农行探索 “失地农民＋养老

贷” 信贷新模式ꎬ 用金融手段

来破解经济发展中的难题ꎻ 助

推建行推行小微快贷信贷产

品ꎬ 借助小微快贷免抵押、 免

担保的信用贷款特色ꎬ 服务中

小微企业ꎮ

【金融秩序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人民银行蓝山支行突出内

部风险防控防范会计财务风

险ꎮ 执行财经纪律和制度ꎬ 强

化财务工作 “红线” 意识和

“底线” 意识ꎬ 从制度建设和

制度执行入手ꎬ 贯彻执行党中

央八项规定、 反 “四风”、 “约
法三章” 和 «党政机关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条例» 等规章制

度ꎻ 实行财权和事权分离ꎬ 明

确部门职责ꎬ 强化会计监督ꎻ
规范财务开支范围和会计核算

科目ꎬ 防范财务风险ꎮ 推进

“会计财务风险防控年” 活动ꎬ
建立健全风险管理长效机制ꎮ
以全省 “会计财务风险防控

年” 活动为契机ꎬ 制订实施方

案ꎬ 建立健全风险管理的长效

机制ꎬ 开展主题活动ꎬ 普及风

险防范意识ꎬ 完善风险防范措

施ꎬ 提升风险防范能力ꎮ 做好

金融管理工作ꎬ 监测防控地方

政府债务风险ꎮ 从地方政府、
财政部门了解政府债务的总体

情况、 地方政府为防范和化解

政府性债务风险所采取的措施

实施动态等ꎻ 到政府平台公司

了解政府平台公司的经营状

况、 负债情况、 偿债资金的来

源及其经营风险状况ꎻ 关注涉

政府债务商业银行的政府债务

风险状况ꎮ 把握商业银行所涉

及政府平台公司信贷资产的基

本情况、 存在的风险隐患和防

范风险所采取的措施ꎮ 监测防

控非法金融和其他风险ꎬ 组织

开展对民间投融资公司非法融

资情况进行全面摸排工作ꎬ 与

县金融办、 县工商局等部门开

展监管走访联合行动ꎮ 组织央

行金融机构评级、 央行内部评

级和金融机构年度综合评价ꎮ
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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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件要求组织相关工作人

员对辖内 ５ 家银行业金融机构

分别从货币信贷、 金融稳定、
金融统计、 征信管理、 货币金

银、 支付清算、 反洗钱、 国库

管理、 金融科技、 金融消费者

权益保护及开业管理、 外汇管

理和风险评价等 １２ 项内容进

行综合评价ꎻ 督导蓝山农商银

行按照央行金融机构评级规定

要求组织、 整理资料ꎬ 迎接长

沙中支评级工作组现场评级ꎻ
督导蓝山农商行按照央行内部

评级要求ꎬ 做好前期准备工

作ꎬ 建 立 内 部 评 级 企 业 信

息库ꎮ

【金融服务业务】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人民银行蓝山支行开展移

动便民支付示范工程建设ꎬ 推

动移动便民支付 “下乡入户”ꎮ
督促各银行提高认识ꎬ 加强组

织领导ꎬ 根据各自业务特色ꎬ
从不同领域开展移动便民支付

建设ꎮ 引导农商银行依托 “商
易贷” 和 “便民卡” 信息平

台ꎬ 拓展个体工商户便民支付

范围ꎬ 依托金融扶贫服务站ꎬ
推动移动便民支付 “下乡入

户”ꎬ 在有条件的贫困村逐步

实现移动便民支付 (助农取

款)ꎮ 在 ７ 个村开通具备移动

支付功能的助农取款业务ꎬ 蓝

山农商行在全县建立 １１ 个助

农取款终端服务点和 ５７ 个

ＰＯＳ 助农取款点ꎬ 均可实现移

动扫码支付ꎮ 移动便民支付、
农村电商、 金融扶贫服务站实

现 “三站合一”ꎻ 引导建设银

行在超市、 市场、 医院、 学校

等公共领域推广移动便民支

付ꎻ 引导农行在公交领域及农

村地区进行重点推广ꎮ

【优化企业开户服务】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人民银行蓝山支

行加强宣传与督导ꎬ 落实上级

行优化企业开户服务的政策要

求ꎬ 推动改善营商环境ꎬ 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ꎮ 督促辖内银行

机构开展企业开户服务自查ꎬ
完善优化企业开户服务措施ꎬ
简化工作流程ꎬ 缩短开户时

间ꎬ 提升开户效率ꎻ 开展优化

企业开户服务宣传ꎬ 组织辖内

所有银行机构网点开展优化企

业开户服务宣传月活动ꎬ 各银

行机构分工合作ꎬ 开展宣传活

动ꎬ 营造宣传氛围ꎻ 开展企业

开户服务实地督导ꎬ ５ 月 ３
日—４ 日ꎬ 支行分管行领导带

队对全县 ５ 家银行机构优化企

业开户服务及宣传工作开展情

况进行实地督导ꎬ 要求各银行

机构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

改ꎬ 推动辖内优化企业开户服

务工作开展ꎻ 优化企业开户服

务ꎬ 开户时间由平均 ４ 个工作

日缩短至平均 ３ 个工作日ꎮ 贯

彻落实上级行国库工作会议精

神ꎬ 参与组织开展国库高质量

发展大讨论活动ꎬ 在此基础上

开展国库高质量发展大实践活

动ꎬ 落实支行大讨论活动的实

施方案及主要措施ꎮ ６ 月 ２７ 日

召开国库高质量发展专题学习

讨论会ꎬ 组织国库部门业务人

员分别从国库相关法律知识、
会计业务标准化处理、 相关系

统业务操作规程等方面进行内

部培训ꎬ 提升国库人员业务能

力ꎬ 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ꎬ 防

范和化解潜在业务风险ꎮ 加强

金融知识宣传ꎬ 保护金融消费

者权益ꎬ 联合县金融办、 县公

安局等单位组织开展主题金融

宣传活动 ６ 次ꎬ 通过设立现场

咨询台、 悬挂宣传横幅、 张贴

宣传海报、 摆放宣传折页等方

式向群众普及金融知识、 “三
反” 知识和防范金融风险知识

等ꎬ 提高群众防范金融风险的

意识ꎬ 发放宣传折页 ２ 万余

份ꎬ 接受咨询 ５０００ 人次ꎮ

中国工商银行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工商

银行蓝山支行坚持永州市分行

的领导ꎬ 贯彻落实省、 市行长

会议精神ꎬ 规范经营、 防范风

险ꎬ 发展各项业务ꎬ 围绕 “服
务最好、 同业最强、 客户首

选” 的奋斗目标ꎬ 较好完成各

项工作目标任务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银行有各项存款余额

６３２１７ 万元ꎬ 比年初增加 １１９
万 元ꎬ 其 中 储 蓄 存 款 余 额

５４６７９ 万元ꎬ 比年初增加 ５２２６
万元ꎬ 增量同业占比排第 ３
位ꎻ 对公存款余额 ８４５４ 万元ꎬ
比年初减少 ５２７４ 万元 (国库

入库资金 ６０００ 万元)ꎻ 各项贷

款余额 １２５２７ 万元ꎬ 比年初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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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３４１３６ 万元 (永蓝高速贷款

归还)ꎻ 中间业 务 收 入 实 现

１９８ ８４ 万元ꎬ 内控管理实现

“双零” 的目标ꎬ 不良贷款率

继续保持低位ꎮ

【经营业绩提升】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工商银行蓝山支行在永州

市行长综合绩效考核中得分

１５５１ ２１ 分ꎬ 排第六位ꎬ 系统

内绩效考核排名稳步上升ꎻ 公

司贷款、 个人贷款、 信用卡质

量等在全市排列靠前ꎻ 网络金

融指标考核全市靠前ꎻ 储蓄存

款任务完成率 ９６ ０７％ꎬ 排全

市第六位ꎻ 公司业务考核综合

考核靠前ꎬ 在下半年 “百日拓

户” 竞赛中获得全市第一名ꎮ
全年新增 ＰＯＳ 商户 ７１ 户ꎬ ｅ 支

付有效商户 (户) ２６４ 户ꎬ 完

成率 １４６ ６７％ꎬ 全市排第一

位ꎬ 融 ｅ 借客户 (户) １７７ 户ꎬ
完成率 ２３６ ００％ꎻ 净增企业网

银 ９８ 户ꎬ 完成 ４６７％ꎬ 新开手

机银行 ３６４７ 户ꎬ 完成任务的

１１０％ꎬ 新增互联网金融 ２８０３
户ꎬ 完成任务的 １５３％ꎬ 融 ｅ
联 ４６６２ 户ꎬ 完 成 任 务 的

１２３％ꎬ 私人银行客户数 ２ 户ꎬ
理财产品日均余额 ７３６０ 万元ꎬ
全市排第三位ꎬ 持产品客户数

１３ 个ꎬ 全市排第一位ꎬ 理财中

间业务收入 ２２ １９ 万元ꎬ 全市

排第一位ꎮ 全面加强内控建

设ꎬ 制订 «蓝山支行内控管理

办法» «蓝山支行劳动纪律管

理办法»ꎬ 进一步完善内部控

制制度ꎬ 组织开展全行内控达

标上等级活动ꎮ 开展 “以制度

为中心” 的执行文化教育活

动ꎬ 加强对 «业务操作指南»
«员工行为守则» «加强营业网

点内控管理若干规定» 的学

习ꎬ 增强员工的风险防范意

识ꎬ 提 高 员 工 的 职 业 道 德

水平ꎮ

【服务水平提升】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工商银行蓝山支行突出存

款重点ꎬ 树立存款立行的思

想ꎬ 制定揽存考核办法ꎬ 将存

款与绩效挂钩ꎮ 加强大客户认

领工作的管理ꎬ 做好对大客户

的维护和挖转ꎮ 抓好工资代发

的挖转及新开户ꎬ 筑牢存款基

础性工作ꎮ 把握支行网点的硬

件优势ꎬ 挖掘人力资源的软优

势ꎬ 提升同业竞争力ꎬ 在存

款、 贷款、 利润等主要指标上

逐步缩小与同业的差距ꎮ 继续

大力发展外汇业务ꎬ 做好外币

工作ꎬ 稳存美元大额定期 ３００
万美元ꎬ 全年外汇结汇量 ２６６５
万美元ꎬ 保持全市领先ꎮ 支行

成立国际业务营销小组ꎬ 行长

为组长ꎬ 主管副行长为副组

长ꎬ 各部室负责人及业务骨干

为成员ꎬ 开展上门服务ꎬ 建立

重点客户微信ꎬ 加强银企之间

的联系ꎮ 加强与外资企业的沟

通和交流ꎬ 全行走访外资企业

２０ 余次ꎬ 邀请相关公司负责人

开展户外活动ꎮ 加强外汇业务

的培训ꎬ 按照市分行安排派员

到省行培训外汇业务知识ꎮ 私

人银行及理财业务发展继续保

持良好势头ꎬ 各项指标和理财

业务位于全市前列ꎬ 加强协调

配合ꎬ 营销各项理财和保险产

品ꎬ 加强理财产品的跟踪服务

工作ꎬ 到期时与客户联系ꎬ 确

保客户资金归集ꎬ 重视私人银

行业务的发展ꎬ 做好相应服

务ꎬ 形成良性循环ꎮ 强化阵地

营销和客户维护ꎬ 加大考核力

度ꎬ 网络金融业务 ２０１８ 年位

于全市前列ꎬ 做好客户维护ꎬ
支行行领导主动认领高端客

户ꎬ 采取上下联动、 分层维护

方式ꎬ 创立支行融 ｅ 联服务群

４ 个ꎬ 该群有客户 ３５００ 多人ꎬ
安排专人管理和维护ꎬ 提升客

户价值ꎮ 合理调整高低柜的配

置ꎬ 执行规范化服务标准ꎮ 加

强不良贷款清收转化ꎬ 完善行

领导清收处置责任制ꎬ 明确清

收责任ꎬ 根据客户变化情况ꎬ
调整清收处置预案ꎬ 实行一户

一策的策略ꎬ 对不良资产进行

盘活和清收ꎬ 实现信贷资产质

量的根本好转ꎮ 加强内控案防

和安全保卫工作ꎬ 落实案件防

范责任制ꎬ 人人签订 “责任

状”ꎬ 一级抓一级ꎬ 层层抓落

实ꎬ 完善落实案件防范长效机

制ꎬ 开展警示教育活动ꎬ 坚持

按月召开内控案防暨员工思想

行为动态分析会ꎬ 做好员工思

想行为动态分析ꎬ 加强案防工

作和业务检查处罚力度ꎬ 对分

行确定的案防风险点进行重点

整治ꎬ 落实安全保卫工作机

制ꎬ 防 控 和 打 击 外 部 侵 害

案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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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工商银行蓝山支行加强激

励机制改革和员工队伍建设ꎬ
调动全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ꎮ 完善考核和分配办法ꎬ 制

定 «员工绩效工资考核分配办

法»ꎬ 强化产品计价职能ꎬ 加

大考核力度ꎬ 提高员工工作的

主动性、 积极性和创造性ꎮ 加

强党建和员工队伍建设ꎬ 加大

教育培训力度ꎬ 确保员工的观

念、 知识、 技能与全行经营转

型、 业务发展相适应ꎮ 进一步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ꎬ 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ꎬ
强化对党员干部的监督ꎬ 促进

廉洁从业ꎬ 增强管理人员廉洁

自律的自觉性ꎬ 从源头上治理

腐败ꎮ 进一步加强宣传思想工

作和企业文化建设ꎬ 开展文娱

活动ꎬ 营造文化氛围ꎬ 丰富员

工的业余生活ꎮ 开展困难员工

救助ꎬ 维护改革发展和谐局

面ꎮ 坚持以人为本ꎬ 树立服务

价值理念ꎬ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ꎬ 改善服务工作ꎬ 提高

服务效率ꎬ 改观服务面貌和客

户体验ꎮ

【网点核心竞争力提升】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工商银行蓝山支

行有 １ 个物理网点、 ３ 个离行

式自助网点ꎮ 该行按照上级行

指导打造精品网点ꎬ 提升网点

核心竞争力ꎮ 实行精细化管

理ꎬ 保持网点环境整洁ꎬ 加强

花盘摆放的管理ꎬ 美化营业环

境ꎮ 加强网点的日常建设和自

助设备的维护ꎬ 通过各种自助

设备包括快捷发卡机、 自助回

单打印机等提供高效服务ꎮ 提

升服务品质ꎬ 做好阵地营销ꎬ
通过晨会和服务案例分析会等

形式ꎬ 组织员工学习规范化服

务要求ꎬ 提高员工服务意识和

素质ꎮ 开展员工业务培训ꎬ 加

快员工柜台办业务的速度ꎮ 利

用职工之家设备ꎬ 开展体育活

动ꎬ 活跃员工文化生活ꎬ 提升

员工凝聚力ꎮ 全年组织员工进

行户外活动 ３ 次ꎬ 办好职工食

堂ꎬ 提高员工的归属感、 凝

聚力ꎮ

中国建设银行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建设

银行蓝山支行按照市行战略部

署ꎬ 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ꎬ 践

行新时代使命ꎬ 做实 “四个融

合”ꎬ 持续强化内控ꎬ 从严管

控风险ꎬ 服务实体经济ꎬ 承担

大行责任ꎬ 强化金融科技应

用ꎬ 提高精细管理水平ꎬ 各项

工作取得较好成效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蓝山支行一般性存款

余额达到 １３２４８２ 万元ꎬ 本年

减少 １２５８２ 万元ꎬ 其中: 对公

存款余额 ３４０５３ 万元ꎬ 比年初

减少 １９６０３ 万元ꎻ 个人存款余

额 ９８４２９ 万元ꎬ 本年新增 ７０２１
万元ꎮ 一般性存款、 对公存

款、 个人存款余额同业占比排

全县第一位ꎬ 本年新增占比均

排全县第二位ꎮ 各项贷款余额

６５７０２ 万元ꎬ 比年初增加 ３５０５
万元ꎬ 贷款余额及本年新增在

同业占比排全县第一位ꎬ 其

中: 对公贷款余额 １８４１１ 万

元ꎬ 比年初增加 ５５９９ 万元ꎬ
对公贷款余在同业占比排全县

第二位ꎬ 本年新增占比排全县

第一位ꎻ 个人贷款余额 ３２０９６
万元ꎬ 比年初减少 ３５８０ 万元ꎻ
个人信用卡透支 １５１９５ 万元ꎬ
比年初增加 １４８６ 万元ꎮ 个人

贷款余额在同业占比排全县第

一位ꎬ 本年新增占比排全县第

三位ꎮ 年末不良余额 １７９ ７２
万元ꎬ 不良率 ０ ２７％ꎬ 其中逾

期贷款 ３９ 万元ꎬ 较年初新增

２５ 万元ꎮ 全年实现中间业务收

入 ３５８ 万元ꎬ 实现账面利润

２３５７ 万元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辖内优

质客户资源有限ꎬ 对公存款增

长动力不足ꎻ 对公和个人有效

客户提升不理想ꎻ 普惠金融业

务未取得有效突破ꎬ 未发挥普

惠金融政策和特色产品的优

势ꎻ 服务水平提高速度缓慢ꎬ
与当前业务发展不相适应ꎮ

【业务质量提高】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建设银行蓝山支行坚持做

实做牢 “四个融合”ꎬ 落实风

险管理 “五个到位”ꎬ 强化风

控管理体系ꎬ 聚焦 “六大战

役”ꎬ 持续提升服务实体质效ꎻ
认真落实 “七大行动”ꎬ 巩固

零售业务发展优势ꎬ 创新 “八
大举措”ꎬ 夯实发展基础ꎬ 落

实精细管理ꎬ 推进管理服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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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阶ꎬ 进一步优化客户结

构ꎬ 夯实客户基础ꎬ 重点抓好

源头性和结算型客户ꎮ 制定对

公业务发展考核方案ꎬ 成立对

公营销团队ꎬ 抓好国库资金、
社保资金、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 职业年金等财政性资

金ꎬ 打好财政专户保卫战ꎬ 巩

固财政性存款市场份额ꎻ 利用

系统资源狠抓源头性客户ꎬ 开

展工商结算户扫街营销ꎬ 提升

客户数量和客户贡献度ꎮ 抓好

客户分层分群维护ꎬ 强化个人

业务优势ꎬ 继续抓好代发、 商

户、 投资理财等资金源头ꎬ 强

化代发工资、 重点 ＶＩＰ 客户、
个人商户消费等重点资金留存

工作ꎬ 坚持新客户拓展与存量

客户保有、 做大客户规模与优

化客户结构并重的策略ꎬ 推行

客户分层分群维护ꎬ 通过金融

生态圈建设、 龙支付推广等拓

展客户ꎬ 继续维护和强化个人

业务优势ꎮ 做大做强个人贷

款ꎬ 提高个贷创收能力ꎬ 继续

巩固按揭优势ꎬ 与县域优质楼

盘开展业务合作ꎬ 拓展二手房

按揭、 消费贷款、 快贷等品

种ꎮ 在全行开展 “全员营销个

贷” 营销活动ꎬ 手机银行快贷

业务取得突破性进展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个人快贷余额达

到 ２７８７ 万元ꎮ 做好高中间业

务收入重点产品信用卡分期业

务的拓展工作ꎬ 完成信用卡分

期交易金额 ９１９０ ５３ 万元ꎬ 信

用卡分期收入 １５１５ ７４ 万元ꎬ
计划完成率 ８４ ６３％ꎬ 市行排

名第 ９ꎻ 信用卡客户新增 １６４７
户ꎬ 完成率 ５８ ８２％ꎬ 卡新增

３２６０ 张ꎮ 做好会计基础工作ꎬ
提升会计管理水平ꎬ 按照市分

行会计工作规划ꎬ 建立员工业

务知识学习和培训制度ꎬ 利用

晨会和定期不定期组织柜面人

员加强集中学习ꎬ 等级柜员考

试取得优良成绩ꎮ 提高会计核

算质量ꎬ 堵塞会计核算和会计

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漏洞ꎬ 防范

会计部位的风险和案件ꎬ 对重

点部位、 重要岗位、 重要时段

进行检查ꎬ 通过实时督导、 电

视监控、 突击抽查等检查方式

督促柜员执行各项操作规程ꎮ

【风险内控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建设银行蓝山支行以总行

推行内控合规考核评价为契

机ꎬ 坚守风险控制底线ꎬ 推动

内控合规工作ꎬ 确保各项业务

的合规性ꎮ 把双基管理、 内控

案防作为内部管理重点ꎬ 制定

双基管理、 内控案防考核办

法ꎬ 加大激励约束考核机制ꎬ
执行积分任务责任分配制ꎮ 继

续抓好 “四项禁止行为专项整

治” 活动ꎬ 深化 “合规管理

年” 活动成果ꎬ 使全行员工远

离打牌赌博、 投资经商、 民间

融资、 以职谋私等违规违法行

为ꎬ 遏制违规违法案件ꎮ 抓实

案件风险和员工行为动态的排

查管理ꎬ 掌握员工的思想动态

和行为表现ꎬ 加强员工日常管

控ꎮ 以积分管理促合规ꎬ 以责

任追究促执行力ꎬ 防范案件和

风险隐患ꎮ 开展突出问题专项

治理ꎬ 加强关键风险环节的管

控ꎮ 持续开展 “平安建行” 创

建活动ꎬ 重视客户投诉、 舆情

监测等工作ꎬ 及时稳妥处理客

户投诉等问题ꎬ 做好信访和维

稳工作ꎬ 消除不稳定因素ꎮ

【和谐团队创建】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建设银行蓝山支行按照中

央部署和总行党委要求ꎬ 对照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十

九大精神实施方案ꎬ 抓好党的

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

作ꎮ 以政治建设统领全行各项

工作ꎬ 增强政治能力和政治自

觉ꎬ 树立 “四个意识”ꎬ 增强

“四个自信”ꎬ 践行 “四个服

从”ꎬ 做到 “五个过硬”ꎮ 坚持

抓好 “每周一学”ꎬ 按照总行

统一部署ꎬ 推进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ꎬ 组织

学习新修订的党章、 宪法ꎬ 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ꎬ 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群众进一步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信念、 锤炼对党忠

诚的政治品格ꎮ 加强基层支部

阵地建设ꎬ 抓好支行 “党建活

动室” 建设ꎬ 推进 “党员之

家” 升级建设工程ꎮ 把关心关

爱员工的各项举措落到实处ꎬ
激发员工潜能和正能量ꎮ

中国农业银行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农业

银行蓝山县支行有在职员工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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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ꎬ 下辖 ４ 个网点ꎬ 其中在城

网点 ３ 个ꎬ 农村网点 １ 个ꎮ 银

行围绕治行兴行 “一二三四五

六” 的 “六维方略” (坚持党

的领导、 加强各级行班子建设

这一个中心ꎻ 筑牢业务工作和

党建工作这两根支柱ꎻ 坚守服

务 “三农”、 做强县域ꎬ 突出

重点、 做优城市ꎬ 集团合成、
做高回报三大定位ꎻ 强化风险

管理、 人才队伍、 科技系统、
公司治理四大支撑ꎻ 增强服务

实体经济、 案防风控、 价值创

造、 市场竞争、 稳健行远五大

能力ꎻ 推进经营理念、 组织结

构、 盈利方式、 业务流程、 动

力机制和商业模式六大转型)ꎬ
抓好重大项目的营销对接ꎬ 推

进 ＰＰＰ 项目的重点营销ꎬ 做好

服务实体经济的营销ꎮ 加快个

贷业务转型升级ꎬ 重点做好农

民安家贷、 网捷贷、 房联贷、
随薪贷、 家装贷、 房抵贷等优

势产品ꎬ 推动消费贷款发展ꎮ
优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ꎬ 营销

承接主体上下游的小微客户ꎬ
依托园区、 市场、 商业圈等重

点区域批量营销ꎮ 做强做活县

域支行ꎬ 提升服务 “三农” 能

力ꎮ 支持重大水利工程、 高标

准农田、 农村道路、 美丽乡村

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ꎮ 支持水

稻、 油茶、 茶叶、 生猪、 烟叶

等本土优势特色农业ꎬ 城镇基

础设施、 两供两治等城镇化建

设项目和医疗、 养老、 文化、
旅游等朝阳产业发展ꎮ 推进

“三权” 抵押贷款试点工作ꎬ

确保农户贷款结构持续优化ꎮ
突出产业带动和政府增信ꎬ 做

实金融精准扶贫工作ꎮ 创新

“分贷统还、 集中使用” 小额

扶贫贷款模式ꎬ 推广富农贷、
光富贷等精准扶贫产品ꎬ 加大

金融扶贫服务站的建设ꎬ 强化

“三农” 服务点向金融扶贫服

务站的稳步迁移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银行各项存款余额

１１ ９９ 亿 元、 各 项 贷 款 余 额

５ ２８ 亿 元ꎬ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３９７６ 万元、 利润 ２２９９ 万元、
中间业务收入 ５９８ 万元ꎮ 被评

为省级园林单位ꎮ

【党建引领】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

农业银行蓝山县支行按照上级

党委要求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系列讲话” “学习十九大报告”
等学习教育活动ꎬ 推动党内学

习教育ꎬ 向广大党员传达党的

方针、 政策ꎮ 每个网点均建立

和完善基层党支部ꎬ 发挥战斗

堡垒和模范带头作用ꎮ 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两个 “两个责任”ꎬ
按照要求完成 “三线一网格”
的推广和应用ꎮ

【企业文化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农业银行蓝山县支行组织

开展多项文体活动和兴趣活动

小组活动ꎬ 丰富员工业余生

活ꎬ 增强银行凝聚力ꎮ 在省、
市分行组织的文体比赛和活动

中ꎬ 蓝山县支行均取得较好成

绩ꎮ 在妇女节、 五四青年节、

七一、 八一、 端午、 中秋、 重

阳等节日期间ꎬ 均开展参观、
讲座、 知识竞赛、 文体比赛等

活动ꎬ 为给员工创造良好工作

生活环境ꎮ 加大机关食堂、 网

点食堂的设施改造ꎬ 对停车

场、 球场进行修缮提质ꎮ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蓝山县支行贯彻党的

十九大以及中央、 省委、 市委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ꎬ 坚持服务

三农、 中小微企业ꎬ 以提高发

展之路和效益为中心ꎬ 打好城

镇提质、 交通提速、 园区升

级、 旅游升温、 脱贫攻坚、 环

境治理六大战役ꎬ 各项工作健

康发展ꎬ 经营效益持续向好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银行个人

贷款余额 ５９１２３ 万元ꎬ 贷款户

数 ３３１４ 户ꎬ 每户贷款数低于

１８ 万元 /户ꎬ 全年净增负 ８５０
万元ꎻ 邮储网点个人存款余额

１７２２３６ 万元ꎬ 全年净增 １０２０６
亿元ꎬ 公司存款余额 ２９８４４ 万

元ꎬ 年净增负 ６５８ 万元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投资公

司非规范经营ꎬ 涉及面广ꎬ 生

产经营不可持续、 不可控ꎻ 市

场经济下行ꎬ 传统业务获利能

力增长乏力ꎬ 新型渠道亟待营

销化转型ꎻ 业务发展不均衡ꎬ
个商、 小企业法贷业务发展较

好ꎬ 小贷和消费贷发展与目标

差距较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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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蓝

山县支行立足服务 “三农”、
服务 “小微企业” 宗旨ꎬ 以灵

活、 高效、 服务人群多、 金额

小的原则推销贷款产品ꎮ 研究

政府的相关工作报告ꎬ 关注政

府在经济上的发展方向ꎬ 关注

２０１８ 年度的重点项目建设ꎬ 对

接风电项目、 污水处理二厂建

设、 二中搬迁工程等ꎬ 开展公

司贷款授信ꎬ 华电集团 “四方

坪” 风电项目在长沙分行授信

６ ５ 亿元ꎬ 项目落地蓝山ꎮ 改

进小微企业、 个体户的金融服

务ꎬ 支持小微企业、 个体户加

快发展ꎬ 执行支持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政策ꎬ 强化利率风险定

价机制ꎬ 对小微企业进行利率

优惠ꎬ 审批小微业务的金融服

务方案ꎬ 加大对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的激励考核ꎬ 加强对小微

企业服务人员的培训ꎮ 为 １４００
户个体工商户投放个人商务贷

款 ３ 亿元ꎬ 为 ６０ 户小微法人

企业投放小企业法人贷款 ３ ５
亿元ꎬ 是蓝山县内扶持 “小微

企业” 的主要商业银行ꎬ 坚持

在企业、 商户瓶颈期不压贷、
不抽贷ꎬ 支持企业和商户发

展ꎮ 响应中央号召ꎬ 强化服务

“三农” 责任意识ꎮ 在涉农贷

款投放中ꎬ 针对蓝山县农业发

展的特点ꎬ 利用政府扶持农业

的时机ꎬ 重点开发养殖行业ꎮ
４ 月ꎬ 联合县财政局、 县农委、
县畜牧局、 县就业局召开邮储

银行三农金融产品推介会ꎬ 到

会的种养殖大户 ８０ 余人ꎬ 达

成贷款意向 １０００ 余万元ꎬ 全

年放款 ４５７ 万ꎬ 开通特色农业

贷款 “绿色通道”ꎬ 对特色农

业生产实行优先调查、 优先评

级、 优先授信、 优先发放ꎮ 截

至 ２０１８ 年 年 末ꎬ 为 各 行 业

１５００ 余户农户投放小额贷款

１ ５ 亿元ꎮ

【零售银行特色打造】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蓝山县

支行对接扶贫户ꎬ 优化办贷流

程ꎬ 适当延长授信期限ꎬ 实行

优惠利率ꎬ 为贫困户提供差异

化金融服务ꎮ 开展精准扶贫结

对帮扶ꎬ 对挂点贫困村给予资

金、 信贷政策、 人员等多方面

支持ꎮ 推进再就业贷款ꎬ 推广

创业贷、 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

款等贷款产品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年末ꎬ 累计投放再就业创业贷

款 １ 亿元ꎬ 为 １３００ 余人解决就

业创业问题ꎮ 开展产业扶贫ꎬ
扶持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 (鑫
旺竹业、 新顺农牧、 泰兴针织

厂等)ꎬ 为 １００ 余位贫困人员

创造就业岗位ꎮ 通过汽车消费

贷款、 一手房消费贷款推动居

民消费ꎬ 刺激内需ꎬ 推动县域

经济的加速发展ꎮ

【普惠金融服务】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蓝山县支行

布放自动存取款设备 ２４ 台、
ＰＯＳ 机 ５３ 台ꎬ 开通手机银行

２２２１２ 户、 网上银行 １９７０４ 户ꎬ
在节假日、 逢墟赶场等重要时

间节点宣传防诈骗、 防非法集

资等金融知识ꎮ 设置助农服务

点 １８ 个ꎬ 其中惠农金融扶贫

站点 ５ 个ꎬ 实现基础金融服务

“村村通”ꎬ 农民不出村即可办

理小额取款、 转账等基本金融

业务ꎮ 实施移动支付便民工

程ꎬ 运用外拓设备开展 ＥＴＣ、
电子银行激活、 社保卡激活等

便民工程ꎮ 向商户介绍 “邮惠

付” 扫码收款业务ꎬ 降低商户

现金收付风险ꎬ 优化支付环

境ꎮ 推行无抵押、 无担保、 有

免息期限、 额度可循环使用的

信用卡业务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

末ꎬ 信用卡累计发卡 ７８６６ 张ꎮ

蓝山农商银行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农商

银行贯彻落实省联社年度工作

会议精神ꎬ 推动加快转型发

展ꎬ 提升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

力ꎬ 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ꎮ
是年ꎬ 蓝山农商银行存贷款规

模稳步增长ꎬ 全行各项存款余

额 ４４ ５６ 亿元ꎬ 较年初增加

３ ２６ 亿元ꎬ 完成省联社分配任

务的 １０６ ４％ꎮ 各项贷款余额

３１ ２６ 亿元ꎬ 较年初增加 ３ ０４
亿元ꎬ 完成省联社分配任务的

９４ ８７％ꎬ 存贷比 ７０ １５％ꎮ 农

业贷款 ２５８１１２ 亿元ꎬ 占全行

贷款余额的 ８２ ５８％ꎮ 全年发

放贷款 ２８ ７ 亿元ꎬ 同比增加

３ ４６ 亿 元ꎬ 累 计 收 回 贷 款

２５ ６７ 亿元ꎬ 同比增加 ５ ９２ 亿

元ꎮ 市场占有份额持续扩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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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总量和增量分别占全县金

融机构的 ４４ ９３％、 ８１ ５％ꎬ 单

位存 款 占 全 县 金 融 机 构 的

４６ ４９％ꎬ 比年初增加 ２ ４４ 个

百分点ꎻ 贷款总量和增量分别

占全县金融机构的 ６０ ２７％、
３００％ꎮ 对公客户数 １４２９ 户ꎬ
同比增长 ３１５ 户ꎮ 不良贷款余

额和占比处于历史低位ꎬ 年末

不良贷款 ３６０９ 万元ꎬ 不良贷

款占比 １ １５％ꎬ 历年发放当年

到期贷款收回率达到 ９９ ４３％ꎬ
表 外 不 良 贷 款 收 回 本 金

１６９７ ６８ 万元ꎬ 其中内核及央

行置换贷款本金收回 １０１３ ８３
万元ꎬ 收回利息 ５３３ ８２ 万元ꎬ
完成省联社规定 ９８％以上的目

标ꎮ 成本收入比实现下降ꎬ 全

行成本收入比为 ３３ ２３％ꎬ 同

比下降 ０ １９ 个百分点ꎮ 盈利

能力得到提高ꎬ 全年实现财务

总收入 ３ １３ 亿元ꎬ 其中利息

收入 ２ １１ 亿 元ꎬ 同 比 增 加

２６０９ 万元ꎮ 财务总支出 １ ９ 亿

元ꎮ 实现账面利润 １ ２３ 亿元ꎬ
实现经营利润 １ ５３ 亿元ꎬ 完

成 省 联 社 分 配 任 务 的

１４９ ７６％ꎮ 资 本 充 足 率 为

１４ １７％ꎬ 核心资本充足率为

１３ ０８％ꎮ 成 本 收 入 比 为

３３ ２３％ꎬ 下降 ０ １９ 个百分点ꎮ
拨备覆盖率为 ４４４ １７％ꎬ 比年

初增加 ３１ ４８ 个百分点ꎮ 初步

测算经营等级为二级ꎬ 绩效等

级为 Ａ ＋ ＋ꎬ 年 度 监 管 评 级

为 ２Ｂ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存款增

长持续乏力ꎬ 民间融资和民间

借贷的对业务带来较大冲击ꎬ
产品服务缺乏多样性ꎻ 员工合

规意识薄弱ꎬ 存在重经营ꎬ 轻

管理现象ꎬ 部门支行对制度、
标准不清晰、 不严谨ꎻ 贷款发

放存在要素不全、 资料不全、
贷款调查走过场、 贷后管理走

形式等问题ꎬ 贷款 “三查” 制

度落实不够严格ꎬ 企业评级授

信工作难度大ꎻ 不良贷款反弹

压力大ꎬ 控制不平衡ꎬ 大额不

良贷款清收难度大ꎮ

【市场份额提升】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农商银行加强存款营销ꎬ
整合优质资源实施精准营销ꎮ
提升服务水平ꎬ 细化优质文明

服务制度ꎬ 节省业务办理时

间ꎬ 提高工作效率ꎮ 推行晨会

晚训制度ꎬ 每周开展优质文明

服务并通报ꎬ 自 ２ 月起连续 １１
个月无投诉事件ꎬ 在市办半年

全市 １００ 家支行暗访调查中ꎬ
蓝山农商行 ６ 家支行排名均居

前列ꎬ 其中东塔支行位于全市

第一名ꎮ 坚持 “抓大惜小” 两

手策略ꎬ 重点攻关财政类和行

业垄断性客户ꎬ 包括行政事业

单位、 电信、 电力、 保险等ꎻ
以集团便民卡授信业务为契

机ꎬ 拓展单位工资账户和 “零
余额” 账户ꎬ 组织财政性存

款、 系统性存款、 重点项目存

款ꎮ 以代理社会保障卡为契

机ꎬ 争取财政系统涉农补贴资

金和重点工程土地补偿款ꎮ 加

强对学校、 医院等公用事业单

位的营销力度ꎬ 锁定一批重点

客户、 黄金客户ꎬ 提高中高端

客户比重ꎮ 做好后续服务工

作ꎬ 各支行注重存款的后续维

护服务ꎬ 支行行长、 客户经理

要定期不定期开展客户回访活

动ꎬ 增加粘性ꎮ 在乡村赶集时

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 上门走

访商户、 加班加点兑换零钱等

措施ꎬ 巩固和提升客户的满意

度与忠诚度ꎮ

【信贷投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农商银行坚持服务 “三农”、
服务中小的宗旨ꎬ 做实做优支

农支小工作ꎬ 坚持改制不改

向ꎬ 坚持服务小微、 服务县域

的市场定位ꎮ 加大信贷投放工

作ꎬ 创新适合县域经济发展的

金融产品和服务ꎬ 支持县域重

点经济项目建设ꎬ 支持加大城

镇提质、 园区升级等ꎬ 推动全

县经济在新常态下的大转型和

大发展ꎻ 支持县域 １００ 多家涉

农中小微企业如农民专业合作

社、 特色产业种植户、 农产品

加工龙头企业等发展ꎮ 推进

“访客户、 问需求、 优服务”
专项活动ꎮ 加强与集团客户业

务合作ꎬ 抓好资金组织工作ꎮ
督促在城网点加强对集团单位

回访和座谈ꎬ 落实资金账户的

到位和客户资金使用管理ꎬ 推

进电子银行业务发展ꎮ 通过

“访、 问、 优” 活动ꎬ 董事长

等班子成员带头率领部门负责

人、 支行长、 客户经理到各业

务单位、 中小企业、 中小商户

开展上门金融服务ꎬ 与签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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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加强联系和加深感情ꎬ 提高

资金归行率、 手机银行开户和

使用率ꎬ 部分客户经理与签约

单位联系人建立微信群ꎬ 加强

信息互通ꎬ 为了解客户需求提

供便利服务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

末ꎬ 对集团单位回访 ６５ 家ꎬ
实际签约集团客户 １２１ 家 (部
分单位整合授信)ꎮ 组织客户

经理培训ꎬ 提高信贷管理和风

险防控能力ꎬ ６ 月 ９ 日—１１ 日

举办信贷管理及风险防控培训

班ꎬ 参训人员 ８５ 人ꎬ 提高员

工在信贷领域的法律风险意

识ꎮ 提高信贷服务水平ꎬ 强化

贷款营销ꎮ 通过健全信贷管理

制度ꎬ 优化信贷服务流程ꎬ 进

一步提高征信应用和统计管理

水平ꎬ 推行阳光信贷ꎬ 提高工

作效率ꎬ 为广大中小微企业打

造信贷全流程一体化服务ꎮ 面

向优质集团客户推行福祥便民

卡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全行

发放福祥便民卡 ４００５ 张ꎬ 授

信金额为 １２４１８０ 万元ꎬ 用信

金额为 ６４１９６ 万元ꎬ 占贷款余

额的 ２０ ５４％ꎮ 严格审查贷款

投向是否合法、 期限是否合

理、 利率是否正确、 第一责任

人是否明确、 抵押物是否真实

合法、 担保人是否具备担保实

力、 贷款档案是否齐全等ꎬ 确

保信贷资产质量逐年提高ꎮ 对

新发放贷款推行责任问责制ꎮ
通过下发信贷管理十条禁令ꎬ
引导客户经理提升贷款质量ꎬ
提升客户经理的业务水平、 管

理水平、 合规水平ꎮ 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ꎬ 按照党的十九大精

神ꎬ 坚持 “根植本土、 普惠城

乡” 的服务理念ꎬ 打造以毛俊

镇为龙头的乡村版 “试验田”ꎬ
根据毛俊乡镇发展及其他乡镇

情况ꎬ 发放贷款 ７０００ 万元ꎮ
持续加大支农支小力度ꎬ 按照

监管部门的要求及省联社提出

的 “两个不低于” 工作目标ꎬ
调整信贷投向结构ꎬ 加大辖内

特色农业产业扶持力度ꎬ 推动

农业经济加快升级换代ꎮ

【不良贷款清收】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农商银行以县域创建省级

金融安全区为契机ꎬ 依靠中共

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ꎬ 发动

各级各部门及社会各界力量参

与清收ꎬ 形成 “依靠政府ꎬ 依

法清收” 的氛围ꎮ 定期召开压

降不良贷款的专题工作会ꎬ 分

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ꎮ 将清收

工作责任落实到人ꎬ 从上到下

压实到责任人ꎬ 加大惩戒力

度ꎮ 各网点明确清收不良贷款

主体责任ꎬ 提出化解方案ꎬ 指

定管理责任人ꎬ 完成总行年初

分配的控制目标ꎮ 严守到期收

回率 ９８％ 红线ꎬ 控制新增不

良ꎬ 确保新放贷款质量ꎮ 坚决

打击借新还旧、 违规展期、 冒

名贷款、 化整为零、 抵质押不

合规等行为ꎮ 建立健全合规管

理制度ꎬ 防范贷款操作风险ꎬ
加强关注 “两高一剩” 行业、
“僵尸企业”ꎮ 坚守 «信贷业务

十条禁令»ꎬ 严明信贷纪律ꎮ
根据每笔不良贷款的具体情

况ꎬ 逐笔制定清收计划ꎬ 逐笔

落实清收责任ꎬ 逐户研究清收

办法ꎬ 进行分类处置ꎮ 对新放

有可能形成不良的贷款要确定

清收责任人ꎬ 在第一时间将风

险进行化解ꎮ 加大与法院、 公

安的协调力度ꎬ 依法打击逃废

债行为ꎬ 加快案件快审、 快

结、 快执ꎮ 对贷款采用多种形

式清收ꎬ 管理中心制定绩效考

核办法ꎬ 坚持常规清收不放

松ꎬ 做到保持诉讼时效与收回

贷款两不误ꎮ 对已起诉的贷

款ꎬ 协调地方党政关系ꎬ 争取

法院对资产处置的支持ꎬ 向法

院申请执行ꎬ 加快速度将不良

贷款收回或接收为抵债资产ꎬ
减少贷款损失ꎻ 对生产经营已

停止ꎬ 企业关停、 破产的贷

款ꎬ 通过处置抵押物ꎬ 最大可

能收回不良贷款ꎻ 对部分企

业ꎬ 个体工商户及个人由于经

营亏损ꎬ 无还款来源ꎬ 但借款

人愿意处置抵押物偿还贷款本

息的ꎬ 主动与房产评估公司或

房屋中介公司联系的ꎬ 协助贷

款户挂牌出让抵押物ꎬ 通过处

置抵押物及时偿还贷款本息ꎬ
对贷款金额较小ꎬ 借款人有还

款来源ꎬ 或还款来源还有潜力

可挖的ꎬ 做到盯紧一户就落实

收回一户ꎮ 按照省联社和永州

办事处的安排和部署ꎬ 加大对

信贷风险隐患的排查处置化

解、 贷款到期收回的检查考

核ꎬ 追究管理责任和包收责

任ꎬ 做到 “违规必究、 追责从

严”ꎮ 推行 “违规必究”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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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ꎬ 对新增不良贷款出台考核

办法ꎮ 各网点负责人对于清收

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向包点人

员或挂片领导汇报ꎬ 包点人员

到所包网点ꎬ 了解清收进度、
掌握清收困难ꎬ 挂片领导适时

向所辖网点及包点人员了解情

况ꎬ 解决实际问题ꎬ 协同清

收ꎬ 同奖同罚ꎮ

【拓展盈利空间】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蓝山农商银行电子银

行交易替代率为 ８０ ６２％ꎬ 比

年初增长 １１ ４９ 个百分点ꎬ 完

成省联社分配任务 (７４％) 的

１０８ ９７％ꎮꎻ 手机银行累计开户

数为 ２９３２０ 户ꎬ 全年新增开户

６１５８ 户ꎬ 有效户数净增 ６４４０
户ꎬ 完 成 省 联 社 分 配 任 务

(３６００ 户) 的 １７８ ８９％ꎬ 完成

年度新增计划 ( ５３００ 户) 的

１２１ ５１％ꎬ 累 加 交 易 笔 数

２５ ７４ 万笔ꎬ 交易金额 ４０ ４９
亿元ꎻ 发行社保 ＩＣ 卡 １０ ２ 万

张ꎬ 社保卡激活率为 ９６ ７６％ꎬ
完成省联社分配任务 (８０％)
的 １２０ ９５％ꎮ 开展电子银行业

务宣传营销工作ꎮ 利用媒体、
广告开展电子银行业务宣传ꎻ
利用与人社部门联合开展工作

调研开展电子银行业务和社保

业务的宣传工作ꎻ 配合省联社

相关业务宣传ꎬ 对扫码支付、
福民贷记卡等业务进行线下联

动宣传ꎮ 与银联商务永州分公

司合作开展 “蓝山农商行感恩

回馈” 活动ꎬ 为客户提供 “一
元观影” “五元洗车” 等优惠

活动ꎮ 做好第二批社保卡及学

生社保卡发放工作ꎬ 完成第二

批社保卡、 学生社保卡共 ４ 万

多张社保 ＩＣ 的发放工作ꎮ 做

好电子银行业务新产品的培训

及推广工作ꎮ 对福祥 Ｅ 支付、
福祥 Ｅ 盾、 二代液晶 ＫＥＹ 等

新业务进行培训ꎬ 培训人数 ９８
人次ꎮ 做好福祥 Ｅ 盾、 二代液

晶 ＫＥＹ、 福祥便民卡手机银行

放款业务申请凭证的订购、 福

祥 Ｅ 支付的申请开通等工作ꎮ
配合完成省联社洋湖数据中心

切换工作ꎬ １１ 月 ３ 日ꎬ 分别对

辖内员工进行业务处理和系统

操作培训ꎬ 要求全行员工 ２４
小时在岗ꎬ 确保洋湖数据切换

工作正常有序开展ꎬ 并以停业

为契机开展业务宣传ꎬ 提升企

业知名度ꎮ 拓展单位客户缴费

通道改造工作ꎬ 与县人民法

院、 县烟草公司、 县中心医

院、 县疾控中心、 县城乡居民

保险中心等单位合作ꎬ 为其缴

费通道进行改造ꎬ 安装 ＰＯＳ 机

提供刷卡、 二维码缴费等功

能ꎮ 完成县政务中心网点开通

工作ꎬ 以 “让政府放心ꎬ 让群

众满意” 为宗旨ꎬ 按照县政府

工作部署ꎬ 与县政务中心搞好

对接ꎬ 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ꎬ
在县政务中心大楼增设网点工

作ꎬ 确保政务中心网点开通ꎮ
做好新业务的推广上线工作ꎬ
做好贷记卡的发放工作ꎬ 准备

大额存单、 理财产品发行准备

工作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发

放各类贷记卡 １７５３ 张、 各类

贷记卡总授信额度 ２ ７８ 亿元、
用信 １ ４８ 亿元ꎮ

【风险防控化解攻坚战】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农商银行根据年

初工作规划ꎬ 实行社会治理综

合治理和安全保卫目标责任

制ꎬ 按 “谁主管、 谁负责” 的

原则ꎬ 逐级签订 “三防一保”
责任状和联防协议书ꎬ 将案防

综合治理目标责任落实到人ꎮ
规定各基层网点负责人要对职

工进行普法教育和防范意识教

育ꎬ 规定各网点每月安全教育

学习不少于 ２ 次ꎬ 坚持做到逢

会必讲安全ꎮ 加强对监控中心

的管理ꎬ 实行 ２４ 小时坐班ꎬ
执行 “谁值班、 谁负责” 的岗

位责任制ꎮ 加强安全检查ꎬ 保

卫部每两个月对全辖网点进行

不少于一次全面检查ꎬ 检查的

方法主要以明查与暗查相结

合、 抽查与普查相结合ꎬ 同时

采用白天普遍查、 夜间重点

查、 晚上监控中心视频查ꎮ 在

检查中做到 “三不”ꎬ 即不打

招呼、 不定时间和路线、 不定

检查单位ꎮ 检查后做到 “三

有”ꎬ 即有检查情况和处理意

见、 有整改期限和措施、 有整

改后验收报告ꎮ 全年对营业网

点查夜 ３０４０ 次、 检查 １３０ 次ꎬ
对 １４ 个单位发放整改通知 １４
份ꎬ 整改 １４ 次ꎬ 查处违章 ２５
人ꎬ 罚款 ３３２００ 元ꎮ 强化内部

控制ꎬ 提高规章制度执行力ꎬ
坚持抓检查惩处ꎬ 守住合规底

线ꎮ 加大对常规稽核、 移位稽

４０２



金融保险 蓝山年鉴 (２０１９)

核、 序时稽核、 专项稽核、 突

击检查的频率ꎬ 全年开展各项

专项稽核审计项目 １１ 次、 常

规序时性稽核审计 ４ 次ꎮ 开展

多次警示教育课堂和员工账户

异常交易行为排查ꎮ 建立家访

制度ꎬ 加强对员工八小时外的

监督ꎬ 了解员工的工作、 家庭

生活、 “八小时” 外的生活情

况ꎬ 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后顾

之忧ꎮ 对于稽核检查发现的问

题及时发文通报、 整改落实ꎬ
对发现违规违纪问题ꎬ 建立问

题台账ꎬ 并分门别类同时抄送

相关部门负责人ꎬ 实行前、 后

台双向跟踪整改ꎬ 加强对前台

操作、 要害岗位、 重点业务的

稽核监督ꎬ 紧盯新发放贷款投

向的合理性、 手续的合规性、
担保抵押的有效性等重点风险

领域ꎬ 关注信用风险ꎬ 紧盯资

金业务、 大额收支等重点风险

业务ꎬ 关注流动性风险ꎬ 对风

险预警系统的预警提示处置及

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监督ꎮ
对于查处的各类问题ꎬ 坚持

“下重手” 处罚ꎬ 全年发出整

改通知书 ９１ 份ꎬ 问题涉及 ２２６
项ꎬ 处罚责任人 １０１ 人次ꎬ 金

额 ９３２００ 元ꎮ 协助纪检监察室

积极妥善处置客户信访投诉ꎬ
加强基层支行柜台服务监督ꎬ
维护客户权益ꎬ 按照 “有访必

查ꎬ 有查必复” 的原则ꎬ 对客

户上访投诉举报的问题均登记

受理ꎮ 全年接受客户信访投诉

２１ 起ꎬ 其中涉及客户信访投诉

贷款类 １４ 起、 客户个人征信

信息修改及清理表内外贷款利

息 ５ 起ꎬ 涉及存款类客户信访

６ 起ꎬ 涉及其他方面客户信访

１ 起ꎬ 处置信访投诉问题 １９
起ꎬ 正在调查待处理 ２ 起ꎮ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农商银行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

党的 “十九大” 精神ꎬ 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ꎬ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

导ꎬ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ꎬ 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

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ꎮ 组织开展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ꎬ 抓

好专题学习、 集中宣传、 主题

党课、 培训轮训等工作ꎬ 引导

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ꎬ 打牢

思想根基ꎮ 加强党建工作机

制ꎬ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

党内民主建设、 作风建设和制

度建设ꎮ 配备专门党务专干ꎬ
加强党务培训ꎬ 进行集体学习

１２ 次ꎮ 按照党委部署ꎬ 新成立

营业部、 竹市、 土市、 富阳四

个党支部ꎬ 对基层党支部党员

(支部) 活动室进行标准化建

设ꎮ 落实 “三会一课”、 主题

党日、 谈心谈话、 组织生活

会、 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ꎬ 落

实党组织建设各项工作ꎮ 落实

用人机制ꎬ 加强队伍建设ꎬ 按

照 “对党忠诚　 清正廉洁” 的

选任标准ꎬ 做好 ２０１８ 年度 ８ 名

新员工面试、 考察、 岗前培

训、 实习、 签订合同工作ꎬ 年

内完成对 ８ 家支行行长调整ꎬ

其中提拔 ５ 名青年干部到支行

行长岗位ꎬ 通过公开竞聘方

式ꎬ 选拔 ３ 位支行副行长ꎬ 继

续按照总行党委的安排ꎬ 做好

２０１９ 年度新员工招聘指标上

报、 资格审核工作ꎮ 抓好员工

教育培训工作ꎮ 通过外派、 内

训方式ꎬ 组织全行中层干部及

客户经理 １０５ 人开展 “开门

红” 业务培训ꎬ 组织全行内勤

人员 ７０ 人分六期到永州市参

加集中轮训ꎬ 班子成员带队到

河南、 广西等地参加领导能力

提升、 专项业务研究培训会ꎮ
组织全行中层管理干部和主办

会计参加省联社组织的云学堂

学习ꎬ １００％通过学时和考试任

务ꎮ 推进企业文化建设ꎬ 开展

“５４” 青年节户外登双峰石

活动、 组织参加县政府 “３
８” 妇女节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大合唱ꎻ 为基层支行配

备体育用品ꎮ 冠名 “农商银行

杯” 篮球赛等活动ꎬ 落实中共

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创国卫

精神ꎬ 细化员工慰问ꎬ 开展

“八一” 建军节新农村建设观

光活动、 “九九” 重阳节退休

干部座谈和慰问活动ꎮ 制定员

工大病求助管理办法ꎬ 对在职

及退休的困难职工建档立卡ꎮ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蓝山支

公司下设总经理室、 综管部、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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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部、 客户服务部ꎬ 有在职

干部职工 ８ 人ꎬ 经营险种为:
企业财产保险、 货物运输保

险、 机动车辆保险、 责任险、
短期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

险、 建筑工程保险、 安装工程

保险、 种植养殖保险及有关经

中国保监会及国家有关部门批

准的其他业务ꎮ 公司实行标准

化管理ꎬ 建立具有平安特色和

现代企业特点的公司制度ꎬ 奉

行 “信誉第一、 效率第一、 客

户至上、 服务至上” 服务宗

旨ꎬ 遵循 “专业ꎬ 价值” 的经

营理念ꎬ 全年实现保费 (不含

农险 ) 收 入 １９００ 万 元ꎬ 增

长 ２５％ꎮ

【企业文化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蓝山支公司坚持客户向导不

动摇ꎬ 将客户体验作为公司经

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ꎬ 打造财

产险品牌ꎮ 以符合中国国情、
符合行业特点为原则ꎬ 遵守法

律法规以及各监管部门的相关

规定ꎬ 完善公司治理制度ꎮ 树

立专业价值的经营理念ꎬ 奉行

“信誉第一ꎬ 客户至上” 的服

务宗旨ꎬ 在蓝山县参加保险业

务的所有招标项目ꎬ 公务用车

车险招标排第一名ꎬ 主承保蓝

山县医疗责任险、 安全生产责

任险、 校方责任险、 建工险、
承运人责任险、 团体意外险等

重大业务ꎬ 开展保险进社区、
保险进学校、 保险进农村等活

动ꎮ 制定全业务流程ꎬ 规范各

项规章制度ꎬ 定期开展合规检

查活动ꎬ 坚持以制度管理为根

本ꎬ 打造合规经营文化ꎮ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蓝山支

公司贯彻落实全省系统经理工

作会议和全市系统工作会议精

神ꎬ 围绕省分公司确定的 “品
质卓越、 引领市场、 跨越 ２００
亿”ꎬ 以及市分 公 司 确 定 的

“品质卓越、 引领市场、 跨越

１４ 亿” 的战略目标和工作思

路ꎬ 围绕全市保险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ꎬ 不断提升公司的管理

水平ꎬ 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

展ꎮ 以 “七抓七促” 和 “七种

意识” 为统领ꎬ 以依法合规经

营为抓手ꎬ 坚持有效益加快发

展ꎬ 倡导弘扬 “亮剑” 和 “工
匠” 两种精神ꎬ 培育责任、 专

业、 协同三种团队建设思维ꎬ
抓好发展提速、 效益提质、 服

务提效、 管控提高四大重点工

作ꎬ 打造进取、 超越、 和谐、
友爱的幸福企业文化ꎻ 树立

“效益优先、 依法合规” 的经

营理念ꎬ 践行 “算着干” 的经

营方法ꎬ 推进 “政府合作、 城

市市场、 农村市场、 客户服

务” 四大工程建设ꎬ 强化 “发
展能力” “盈利能力” “服务

能力” 三种能力ꎻ 增强 “底线

意识、 问题意识、 对标意识”
三种意识ꎬ 进一步解放思想ꎬ

与时俱进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业务发

展不均衡ꎬ 财货险出现负增

长ꎻ 队伍建设不够ꎬ 农险、 理

赔以及所城营销部都缺编ꎻ 交

叉互动渠道建设不力ꎬ 交叉业

务发展乏力ꎮ

【干部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蓝山支公司对照改进作风要

求和客户期盼ꎬ 查摆蓝山支公

司班子成员在 “四风” 方面存

在的问题ꎬ 梳理查找宗旨意

识、 工作作风、 廉洁自律方面

的差距ꎬ 进行自我剖析ꎬ 联系

自身思想、 工作实际ꎬ 认真查

找领导班子在思想、 工作、 作

风上存在的问题和根源ꎬ 并进

行查漏补缺ꎮ 遵守党的政治纪

律ꎬ 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路线不动摇ꎮ 在政治原则、 政

治立场、 政治观点和路线、 方

针、 政策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ꎮ 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

一ꎬ 坚持反对分裂党、 抵触党

的言论、 思想和行为ꎮ 坚决维

护中央权威ꎬ 对党负责、 听党

指挥ꎬ 对中央做出的重大方

针、 政策和决议没有不同意

见ꎮ 全年新签地版合同 ３ 人、
劳务外包合同 ２ 人ꎮ 完成办公

楼装修ꎬ 改善职工食堂和交流

员工居住条件ꎬ 申请开办 “职
工之家”ꎮ

【业务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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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支公司全险种保费收入同比

增长较快ꎬ 综合成本率有效控

制ꎬ 实现承保利润ꎬ 超额完成

利润目标ꎬ 未决赔款准备金充

足ꎮ 调整部分团队经理ꎬ 优化

团队成员ꎬ 提升办事效率ꎬ 发

挥员工优势ꎮ 车险方面ꎬ 加强

续转保呼叫力度ꎬ 公司的车险

存量业务、 分散性业务坚持保

单认领ꎬ 无人认领的私家车数

据交由地面电销和南中心进行

跟进ꎬ 支公司负责接待处理ꎬ
加强转保信息搜集ꎬ 巩固团车

关系ꎬ 对照县域团车市场地

图ꎬ 跟进业务质量制定不同公

关政策ꎬ 湘运公司、 顺昌危

货、 昌隆公司、 德茂物流、 政

府采购公车业务等取得较大进

展ꎬ 现有的续保团车业务关系

稳固ꎬ 坚持车商巡店和 “一店

一策” 的费用政策ꎬ 做到颗粒

归仓ꎬ 三个季度的车险考核排

名中ꎬ 蓝山支公司排名一个第

一、 两个第二ꎮ 农险方面ꎬ 紧

盯财政补贴规模ꎬ 营销政府及

相关职能部门ꎬ 水稻保险、 商

品林保险保费实现增长ꎬ 开辟

新的险种ꎬ 水稻制种保险保

费、 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保费收

入增加ꎬ 全年农险保费规模增

加ꎬ 落实保监会开展农业保险

承保理赔专项治理整顿ꎬ 开展

“两加强、 两遏制” 专项检查

整顿 “回头看”ꎬ 开展农险宣

传活动ꎬ 发放和粘贴 «致农户

的一封信» ２ 万余份ꎬ 加大培

训力度ꎬ 提升专干、 协保员对

农业保险的认识ꎬ 推进楠市营

销服务部示范点建设工作ꎬ 按

照市分公司对示范点月度任务

推进计划ꎬ 落实到人ꎬ 打造公

司的第五级机构的落地ꎮ 商业

非车险方面ꎬ 按照市分公司落

实 “大抓项目、 大上产能” 的

工作要求ꎬ 围绕区域经济发展

状况ꎬ 对接政府职能转变释放

出来的保险需求ꎬ 特别是基础

建设方面和民生等新兴领域的

市场需求ꎬ 寻找有效项目信

息ꎬ 扩大项目储备ꎻ 落实管理

责任ꎬ 对项目进行表格管理ꎬ
建立项目分级管理制度ꎬ 形成

项目储备、 项目拓展、 项目落

地的全流程跟踪ꎻ 完成蓝山县

城乡居民意外医疗托管ꎬ 扶贫

特惠保承保ꎬ 竞回原在中华联

承保的乡镇卫生院医责险和老

年人机构责任险ꎻ 毛俊水库工

程保险完成招标ꎮ 理赔方面ꎬ
整体考核排名靠前ꎬ 全险种赔

付率均控制在管控范围内ꎻ 从

理赔服务和理赔效率指标逐一

下手ꎬ 加大未决赔案清理和非

车险案件的处理速度ꎬ 对理赔

的一些关键指标进行重点管

理ꎬ 进一步规范理赔员行为ꎬ
理顺反欺诈外部流程和环境ꎬ
加大送修资源跟踪管控力度ꎬ
确保修理资源换保费和换费

用ꎮ 做好防灾防损工作ꎬ 根据

上级的防灾防损要求ꎬ 制定公

司防灾防损工作预案ꎬ 制作警

示牌和宣传标语ꎬ 执行值班

制ꎻ 做到提前把握、 提前介

入ꎬ 会同各部门对预案执行情

况进行检查落实ꎬ 对可能出现

问题及时采取措施ꎬ 减少损

失ꎬ 增强防范风险能力ꎮ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概述】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华联合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蓝山县

支公司下设总经理室、 副经理

室、 综 合 部、 业 务 部、 农 险

部、 客户服务部ꎬ 有签约员工

８ 人ꎬ 大专及以上学历 ７ 人ꎬ
公司职场位于蓝山县塔峰镇南

平路 ２５９ 号ꎮ 主要经营险种

有: 车辆保险、 农业保险、 责

任保险、 财产保险、 意外伤害

保险、 信用保险、 短期健康保

险等数百个险种ꎮ 全年实现保

费收入 ２７２１ ８４ 余万元ꎬ 完成

年计划的 １０８ ８７％ꎬ 支付各类

赔款 １６３２ 余万元ꎬ 实现利润

５６８ 万元ꎮ 支公司经理肖志兴

被中华财险湖南分公司评为

２０１８ 年度优秀支公司经理ꎮ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蓝山支公司

个险分配的期交目标 ２１４６ 万

元ꎬ 完成 ２０９７ 万元ꎬ 完成率

９７ ８％ꎻ 标保目标 １０３８ 万元ꎬ
完 成 １０２６ 万 元ꎬ 完 成 率

９８ ２８％ꎻ １０ 年期目标 １３２１ 万

元ꎬ 完成 １１２４ 万元ꎬ 完成率

８５ １％ꎻ 保障型产品目标 ７３１
万元ꎬ 完成 ６８８ 万元ꎬ 完成率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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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１％ꎻ 短险保费目标 ２２４ 万

元ꎬ 完成 １８７ 万元ꎬ 完成率

８３ ４８％ꎻ 人力达到 ３８２ 人ꎬ 月

均增员率 ８％ꎮ 团体业务部完

成短险保费 ７２８ 万元ꎬ 完成年

度 计 划 的 １０２ ３４％ꎬ 增 长

２０ ４３％ꎮ 银保全年销售指标完

成首年标保 ５８ ５２ 万元、 首年

期交 １３７ 万元、 十年期及以上

６４ ３ 万元、 保障性完成 ３６ ８７
万元、 短险 １３ ２ 万元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业务

发展上ꎬ 离年初指定目标任务

有较大的差距ꎻ 工作方法简

单ꎬ 克服困难的主观能动性发

挥不够ꎻ 业务理论水平和管理

能力离要求还有差距ꎮ

【个险拓展】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蓝山支

公司年初制定 «２０１８ 年蓝山个

险工作方案»ꎬ 结合上级公司

的方针进行落实ꎮ 全年组织 ２
次个险精英二十强家属座谈

会ꎮ 对个险的团队主管和城区

农网前主管业务骨干进行春节

拜年ꎮ 二三季度营销员以老客

户亲访活动为依托ꎬ 借助新产

品上市ꎬ 围绕做好产品学习、
研讨、 训练、 通关工作ꎬ 将产

品推广与客户积累结合ꎬ 重点

对产品研讨训练进行实操活

动ꎻ 借限时限量销售、 销售典

范及兼讲助力产品推动用训练

提升技能ꎬ 用技能增加收入ꎻ
开展营销活动ꎬ 提升公司品牌

和个人影响力ꎬ 推动营销员通

过活动拉升件数、 提高收入ꎬ

挖掘客户资源ꎮ 营销管理干部

逐级逐层逐类进行营销员亲

访、 恳谈人力清分工作ꎬ 以恳

谈和内部亲访主抓启动会参会

人力、 日常参会人力和方案知

晓人力ꎬ 确保全月参战ꎬ 人人

合格ꎬ 人力和业务同比增长

３０％ꎮ 稳定营销队伍的ꎬ 做好

安抚激励工作ꎬ 每月对未举绩

伙伴和预警人员进行家访ꎬ 对

刚入司新人进行陪访育成ꎮ

【团险业务拓展】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蓝山支公司团体业务部

完成短险保费 ７２８ 万元ꎬ 完成

年度计划的 １０２ ３４％ꎬ 增长

２０ ４３％ꎮ 加强学平险稳保份

额ꎬ 一季度与县分管教育的县

领导、 县教育局进行沟通汇

报ꎬ 在学平险春季收费过程

中ꎬ 做实育才代理学平险营销

员的培训ꎬ 加大学平险的宣传

工作力度ꎬ 让家长进一步了解

重疾险ꎬ 稳定学平险保费市场

份额的 ６０％ꎮ 紧盯政策性业

务ꎬ 多次与县人民政府和相关

职能部门沟通协商ꎬ 稳定扶贫

保险、 村干部保险、 教师险ꎮ
坚持 “守住传统的ꎬ 做大新型

的” 原则ꎬ 稳健发展团险业

务ꎬ 与合作单位保持合作关

系ꎮ 紧跟上级公司的步伐与策

略ꎬ 与县政府及县扶贫办多次

汇报沟通ꎬ 由财政出资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购买意外保险ꎬ 拿

下扶贫保险 ７５ 万余元ꎬ 市场

份额占据 ４７％ꎮ 各条行代线都

配备专管员ꎬ 每天召开行代线

客户经理早会ꎬ 加强客户经理

的服务意识ꎬ 大局意识ꎬ 要求

客户经理日清日结ꎬ 及时处理

各行代线承保、 理赔等服务ꎬ
赢得各行线认同和支持ꎮ

【银保业务拓展】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蓝山支公司银保全年销

售指标完成首年标保 ５８ ５２ 万

元、 首年期交 １３７ 万元、 十年

期及以上 ６４ ３ 万元、 保障性

完成 ３６ ８７ 万元、 短险 １３ ２ 万

元ꎮ 围绕 “主抓队伍基础管

理ꎬ 主动作为” 理念ꎬ 抢抓出

勤、 保规队伍和客经队伍小说

会召开等基础工作ꎬ 加强队伍

出勤、 参与平台、 队伍新增、
月均举绩、 抢抓收入等 ５ 个方

面的队伍基础管理ꎮ 确保渠道

正常开展工作ꎬ 联合农行、 工

行、 建行进行长期项目合作ꎬ
维护渠道业务ꎬ 在现有市场份

额的基础上ꎬ 开展 “假日客户

经营” “银行旺季大会战” 等

多项合作ꎬ 抢占市场份额ꎮ 结

合省公司和市公司联合开展战

略合作ꎬ 快速组织专销、 鑫项

目运作ꎬ 确定银保渠道ꎮ 在职

客户经理全部回归网点ꎬ 渠道

队伍发展有序进行ꎮ 蓝山银保

保规队伍年底正常出勤 １６ 人ꎬ
以职场经理为核心主抓队伍建

设ꎬ 落实现有队伍每日正常出

勤ꎬ 每月正常举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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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教 育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教

育局围绕办人民满意教育目标ꎬ
稳步推进教育强县步伐ꎬ 取得

阶段性成果ꎬ 被评为湖南省

２０１７ 年度校车安全管理先进单

位ꎮ 对照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

衡县的标准和要求ꎬ 对全县公

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进行年度

统计报表的数据的监测ꎬ ３１ 所

小学、 ２２ 所初中综合评估均达

标ꎮ 小学的差异系数为 ０ ４５６ꎬ
初中的差异系数为 ０ ３０１ꎬ 均在

小学 ０ ６５、 初中 ０ ５５ 的监测范

围内ꎮ 全县 ５３ 所中小学校的师

生比、 生均图书、 生均教学仪

器设备值、 每百名学生拥有计

算机台数、 专任教师学历合格

率均达到省定标准ꎮ 全年新招

聘教师 ３６５ 名ꎬ 全县初中师生

比为 ０ ０７０、 小 学 师 生 比 为

０ ０５１ꎬ 超过省标初中 ０ ０６３、
小学 ０ ０４８ 的标准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县 “全面改薄” 工程

累计投入 １４８４６ 万元ꎬ 其中ꎬ
中央及省级薄改专项资金 ５７５３
万元ꎬ 统筹其他资金 ９０９３ 万

元ꎮ 完成资金支出 １４５８８ 万元ꎬ

资金支出率 １３７％ꎻ 校舍开工面

积 ３ ３３ 万 平 方 米ꎬ 开 工 率

１５８％ꎻ 校舍竣工面积 ２ ６２ 万平

方米ꎬ 竣工率 １２４％ꎻ 完成设备

采购 ５７２０ 万元ꎬ 设备采购率

１０９％ꎮ 是年ꎬ 全县高中阶段在

校学生人数 ９２１２ 人ꎬ 普通高中

在校生人数 ４６０５ 人ꎬ 中职在校

生人数为 ４６０７ 人ꎬ 初中升学率

９３ ６２％ꎮ 是年ꎬ 实现城乡教师

交流 １９１ 人、 城区学校之间和

农村学校之间教师交流 １０６ 人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城区学

位建设问题严峻ꎬ 资金筹措困

难ꎬ 教师编制缺口较大ꎬ 拆班

分流任务艰巨ꎮ 教师队伍建设

形势严峻ꎬ 义务教育阶段教师

缺员严重ꎮ

【城区学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针

对城区学校 “入学难” “大班

额” 问题ꎬ 把城区学位建设作

为民生之要来推动ꎮ 制定 «蓝
山县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城区学位

建设实施方案»ꎬ 计划投资 ８ ７
亿元ꎬ 新建示范性中学、 湘源

学校等 ５ 所学校ꎬ 改扩建职业

中专、 明德小学等 ６ 所学校ꎻ
新增校园面积 ４２ 公顷ꎬ 新建

校舍面积 ２８ 万平方米ꎬ 城区

学位建设进入全面施工阶段ꎮ
２０１８ 年秋季开学期间ꎬ 采取新

建校舍、 改扩建校区、 租赁闲

置资产等方式ꎬ 新增教室 ９７
间ꎬ 新增学位 ４４５５ 个ꎮ 全县

２３２ 个 ６５ 人以上超大班额全部

化解ꎬ ３３９２ 名城区义务教育阶

段超员学生实现在校内平稳有

序分流ꎮ «蓝山: 超大班额平

稳 “瘦身” » 分别在永州红网

“时刻” 新闻、 湖南日报 «新
湖南» 网站报道ꎬ ９ 月 ７ 日在

湖南卫视 «午间新闻» 节目和

湖南教育频道播报ꎮ

【教师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教育局在全县教育系统

开展师德师风建设系列活动ꎬ
涌现出永州市第三届名校长黄

俊向、 市优秀校长梁绍兴、 市

最可爱乡村教师雷勤俭、 市师

德标兵杨东成、 市优秀班主任

李婵娟、 市教学能手陶先国等

一批师德典范ꎮ 继续实施 “三
名工程”ꎬ 壮大名师、 名校、
名校长队伍ꎮ 开展教师培训ꎬ
全年 选 派 ４８００ 余 人 次 参 加

“国培” “省培” 等各类培训ꎬ
促进教师知识更新和专业化成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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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ꎮ 是年ꎬ 通过特岗计划、 定

向培养、 公开招聘等方式录用

教师 ４５１ 名ꎬ 改善全县教师年

龄结构和学科结构ꎬ 促进城乡

师资均衡发展ꎮ

【教育硬件设施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教育局推进合格学

校建设ꎮ 全年投入建设资金

４８５４ 万元ꎬ 完成竹市上丰头等

１５ 所标准化村小教学点建设、
薄弱学校改造和学校提质改造

工程ꎮ 投入资金 １１４ 万元为所

有公办中小学校配备节能饮水

机ꎮ 维护校园安全ꎬ 完善学校

安全建设机制ꎬ 争取各职能部

门配合ꎬ 定期开展消防、 禁

毒、 防溺水、 校车安全、 校园

安全等方面的技能培训和演

练ꎮ 全年投入 ２５０ 万元添置安

保设备ꎬ 校车运行监管系统投

入使用ꎮ 健全校园周边环境综

合治理机制ꎬ 设立 “护学岗”ꎮ
落实校园安全具体责任ꎬ 实现

创建 “平安校园” 的目标ꎮ 县

教育局被评为 “湖南省 ２０１７
年度校车安全管理先进单位”ꎮ
县教育扶贫专业组制定 «２０１８
年蓝山县教育扶贫工作专业组

实施方案»ꎬ 全年为 １１８１７ 人

次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发放教育

扶贫款 ７５２ １１ 万元ꎬ ２０１８ 年

春季学期 “雨露计划” 资助贫

困生 ６３０ 人、 ９４ ５ 万元ꎬ 补发

２０１７ 年 雨 露 计 划 ３３５ 人、
５０ ２５ 万元ꎮ ２０１８ 年义务教育

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无

辍学现象发生ꎬ 实现 “义务教

育有保障” 和 “教育资助全覆

盖” 的目标ꎮ 减轻教育负担ꎬ
重点对在职教师有偿家养家教

等问题进行专项整治ꎬ 春、 秋

季招生ꎬ 小学一、 二年级做到

教辅材料 “零” 征订ꎮ

【特色教育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新乡村教育吸引美国教

育交流协会负责人约翰查尔

斯菲尔丁到大桥学校进行交

流活动ꎮ 汇源中小 “非遗” 文

化传承分别在永州电视台、 湖

南教育电视台进行报道ꎬ 三蓝

学校、 县二中被教育部评为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ꎬ
民族中学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青

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ꎮ 楠市

中小学美心教育被评为全国德

育工作先进典型ꎮ ２０１８ 年高考ꎬ
一本、 二 本 上 线 ６３７ 人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增加 ６１ 人ꎬ 首次突破

６００ 大关ꎬ 其中一本上线 ２０４
人ꎬ 同比 ２０１７ 年增加 ８０ 人ꎬ
二本上线 ４３３ 人ꎮ ６００ 分以上高

分人数为 ４１ 人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增

加 ３６ 人ꎮ 县职业中专机械制造

专业成功申报为省级示范性专

业群建设项目ꎬ 该项目是省

“十三五” 重点建设项目ꎮ 创新

办学模式ꎬ 对接本地产业ꎬ 与

湘威公司联合创办湘威制鞋管

理班ꎬ 先后引进 ４ 家合作企业

为学校投入价值 ６００ 余万元的

实训教学设备ꎮ 县普职招生比

继续保持全省领先水平ꎬ 对口

高考二本上线人数 １０７ 人ꎬ 首

次突破 １００ 大关ꎮ 完善民办学

校管理机制ꎬ 实施优惠政策ꎬ
民办学校教师与公办学校教师

同样开展职称评聘工作ꎮ

【 “四改三化” 工程实施】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教育局投入资

金 １７２ ３ 万元对早禾学校、 新

圩学校、 火市中学、 火市中

小、 竹市中小、 楠市中小、 祠

市中小、 所城学校、 总市学校

等 １３ 所学校厕所进行改造ꎬ
全县所有学校旱厕均改建成水

冲式厕所ꎮ 投入资金 ３３ ４ 万

元对正市、 新圩等 ７ 所义务教

育学校寝室进行粉刷改建ꎮ 投

入资金 ５７９ ３ 万元新建一完

小、 楠市中学、 火市中学、 太

平学校等 １１ 所学校食堂ꎬ 其

中一中、 民族中学 ２ 所学校食

堂改建成市级标准化食堂ꎮ 投

入资金 ８０ ５ 万元对火市中小

等 ５ 所学校进行绿化硬化ꎬ 其

中正市学校、 总市学校成功创

建为市级绿色美丽校园ꎮ 投入

资金 ５ 万元为寄宿制学校总市

学校安装 １８ 盏太阳能路灯ꎮ
投入资金 ３２ １ 万元改建大洞

中小等 ４ 所学校厕所ꎻ 投入资

金 １９２ １６ 万元为龙溪、 太平

等学校进行绿化硬化ꎬ 将龙

溪、 太平学校创建为市级绿化

美丽校园ꎮ 投入资金 １６７ 万元

改建一中学生宿舍和新建大桥

学校学生宿舍和食堂ꎮ 投入资

金 ４ ９９ 万元为寄宿制学校早

禾学校安装 １８ 盏太阳能路灯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２０１７ 年项

目均完成并结算付款ꎬ ２０１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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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除所城食堂和大桥学校学

生宿舍进入建设阶段外ꎬ 其他

项目均已完成ꎮ

【标准化学校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列入标准化教学点

项目学校 １５ 所ꎬ 投入建设经

费 ６７５ ９ 万元ꎮ 其中ꎬ 投入资

金 ９４ ８ 万元ꎬ 新建教学楼 ２ 幢

６３２ 平方米ꎻ 投入资金 ２６ ３ 万

元ꎬ 新建改建厕所、 厨房 １７５
平方米ꎻ 投入资金 １２４ ７ 万

元ꎬ 绿化硬化 ８３０８ 平方米ꎻ
投入资金 １１５ ９ 万元ꎬ 新建改

建围墙 ２８９８ 平方米ꎻ 投入资

金 ２６７ ４ 万元ꎬ 维修改造校舍

６６８４ 平方米ꎻ 投入 ８８ 万元为

项目学校配置图书阅览室、 体

育器材室、 教师办公室、 少先

队活动室、 厨房等设施设备ꎮ
基本工资全额纳入县财政预

算ꎬ 绩效工资奖励性部分按要

求向教学点倾斜ꎮ 义务教育保

障机制经费足额拨付ꎬ １５ 个教

学点学生人数均不足 １００ 人ꎬ
均按 １００ 人的标准拨付生均公

用经费ꎮ 全校各公办学校均无

负债ꎮ

【示范性幼儿园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示范性幼儿园建设

完成高压电线搬迁工程 (本年

完成约 ８０ 万元)ꎬ 通电调试成

功并网运行ꎬ 验收合格ꎮ 累计

完成征地打款 ４ ７３ 公顷 (含

红线范围内用地 ２ 公顷和项目

周边道路用地)ꎮ 需拆迁 ８ 户ꎬ
累计完成 ５ 户打款工作ꎮ 累计

完成迁坟 ３６ 穴 (含红线范围

旁边 １３ 穴)ꎬ 还有 ２ 穴需要迁

移ꎮ 完成房屋二层施工ꎬ 完成

投资约 １９３０ 万元ꎬ 支付工程

款及税款 １１５２ １８ 万元ꎬ 支付

监理费 １１ 万元ꎮ 通过消防手

续审核ꎮ 景观工程完成招标ꎮ
完成考古工作ꎬ 省考古研究所

出具考古报告书ꎬ 省文物局出

具批复ꎮ 本年支付省考古研究

所考古发掘工程尾款 ３６ 万元ꎬ
所有考古款项支付完毕ꎮ

【教育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教育局制定教育扶贫 “三帮

一” 劝返复学规划ꎬ 组织专门

工作人员进村入户ꎬ 摸底调

查ꎬ 如期完成大数据平台信息

采集和录入工作ꎬ 摸清全县贫

困学生教育状况ꎮ 对 ２０１８ 年

脱贫的 ２１ 个贫困村的 ９９９ 名 ６
周岁~１７ 周岁适龄少年儿童纳

入摸底范围ꎬ 通过与全国中小

学生学籍管理系统比对后ꎬ 发

现有 ２３３ 名适龄少年就学信息

不明ꎬ 县教育局到乡镇、 村组

走访核实相关信息ꎮ 针对部分

残疾学生无法到普通中小学校

就读的情况ꎬ 利用县特殊教育

学校送教上门等方式为多名残

疾少年解决就学需求ꎮ 按照脱

贫攻坚要求ꎬ 出台针对义务教

育阶段非在校寄宿生活补助、
非普惠制幼儿园就读入园补助

及县外就读生活补助方面的

“补天窗” 政策ꎬ 县财政兜底

为义务教育建档立卡贫困户子

女 ６５７４ 人次发放非在校寄宿

生活补助 ３５１ 万元ꎬ 为 １０２９ 人

次县外就读幼儿园、 小学及初

中学 生 发 放 生 活 补 助 ５４ ４
万元ꎮ

蓝 山 一 中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第

一中学按照上级教育主管部门

的指导要求ꎬ 开展各项教育教

学工作ꎬ 提高师生思想道德、
身体素质ꎬ 教学业绩进步明

显ꎬ 为社会提供良好教育服

务ꎮ 是年ꎬ 学校投资 ７ ２ 万余

元派遣学校教师参加各种培训

１３２ 人次ꎻ 在各类学科竞赛和

论文评比活动中ꎬ 有 ３ 人次获

国家级奖、 １８ 人次获省级奖、
３４ 人次获市级奖ꎬ 教师有 １７５
人次获奖ꎻ 全年未发生一宗安

全事故ꎬ 在全县安全生产工作

会议上作典型发言ꎮ

【德育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第一中学制定德育工作计

划ꎬ 拓展德育管理思路ꎬ 更新

德育工作方法ꎮ 利用升旗、 开

学典礼、 期中表彰、 早操、 课

间集合、 校园广播站、 文化长

廊等教育阵地进行常态化宣传

教育ꎮ 对学生的纪律、 卫生、
安全等教育常规工作常抓不

懈ꎬ 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

习惯ꎮ 开展各种形式活动ꎬ 通

过征文比赛、 “三城同创” 主

题黑板报比赛、 教师节献祝

福、 志愿者公益活动、 弯腰行

动拾美德和感恩活动、 禁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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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动、 班级布置等活动ꎬ 提

升学生整体思想素质ꎮ 探究学

生自主管理模式ꎬ 发挥班干部

的核心作用ꎬ 调动班干部工作

的积极性ꎬ 加强班级管理工

作ꎮ 实行全闭式管理和月假

制、 月考制、 学生佩戴校牌

制ꎬ 加强常规管理ꎬ 扭转学校

被 动 局 面ꎬ 树 立 良 好 一 中

形象ꎮ

【综治安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第一中学坚持 “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 加强教育、 群防群

治” 的原则ꎬ 增强学生的安全

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ꎮ 通过齐

抓共管营造全体教职工关心和

支持学校安全工作的新局面ꎬ
保障师生安全和校产不受损

失ꎬ 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

秩序ꎬ 全年未发生一宗安全事

故ꎮ 结合本校实际ꎬ 制定安全

预案制度ꎬ 做好防范措施ꎬ 开

展法律知识讲座、 消防安全疏

散演练、 除 “四害” 主题活

动、 禁毒主题活动、 防暴防恐

演练等活动提高综治安全管理

水平ꎮ 不定期检查校舍、 校

园ꎬ 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ꎬ
进行整修、 更换ꎮ 组织申报永

州市安全文明校园示范校、 永

州市禁毒教育示范校、 永州市

依法治校示范校ꎮ 在全县安全

生产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ꎮ

【师德师风】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第一中学强化行政人员作风

建设ꎮ 学校以 “两学一做” 学

习教育为契机ꎬ 开展 “四讲四

有” 专题活动ꎮ 组织学校行政

班子学习 “有权必有责、 用权

必担责、 滥权必追责” 的责任

意识ꎬ 改变工作作风、 转变工

作态度、 增强服务意识ꎬ 提升

团队协作力、 执行力、 战斗

力ꎮ 学校以 “师德师风” 建设

为契机ꎬ 注重师德师风修养ꎬ
组织全体教职员工学习 «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 «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师法» 等规范办学行为

的文件ꎬ 参加上级组织的 “我
的家教家风故事” 征文活动ꎬ
领会践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提出新时代 “四有” 好老师

讲话精神ꎮ

【教育教学】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第一中学推进课堂改革ꎬ 提

升教育教学质量ꎮ 支持老师培

训ꎬ 投资 ７ ２ 万余元派遣学校

教师参加各种培训 １３２ 人次ꎬ
提高教师队伍的业务水平ꎮ 加

强教研教改ꎬ 参加国家、 省、
市、 县级各种教学教研活动ꎬ
鼓励教师参加学科竞赛ꎬ 论文

撰写ꎬ ３ 人次获国家级奖、 １８
人次获省级奖、 ３４ 人次获市级

奖ꎬ 教师有 １７５ 人次获奖ꎮ 推

行素质教育ꎬ 开展教学活动和

课外活动ꎬ 先后组织 “五
四” 文艺汇演、 广播体操比

赛、 学生拔河比赛、 教职工排

球赛、 学生大课间活动等文体

系列活动ꎬ 展现师生风采ꎮ 在

第二届蓝山县 “三城同创杯”
男子篮球赛中获得第四名的

成绩ꎮ

【部门协调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第一中学党总支、 工会

按上级要求做好学校各项工作

的参与、 监督ꎬ 团委按照上级

精神落实各项活动ꎬ 财务按上

级管理制度ꎬ 推行民主监督ꎬ
厉行节约ꎬ 规范管理ꎬ 严格报

账制度ꎮ 党、 工、 团、 后勤组

织学校教师开展健康检查并看

望慰问退休、 患病等教师ꎮ 争

取上级专项资金ꎬ 改善学校办

学条件ꎬ 完成学生铁床的更

换、 教学楼电路改造、 标准食

堂建设等工程ꎮ 修订和完善学

校目标量化实施方案ꎬ 明确学

校发展方向ꎬ 体现科学化管

理、 人性化管理理念ꎬ 确保贡

献与绩酬对等ꎬ 肯定教学管

理、 教学教研、 教学竞赛、 教

学质量的中心工作地位ꎮ 调动

后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ꎬ 增强

后勤人员的责任心ꎬ 主动参与

学校各项管理活动ꎮ 实行安全

隐患走动检查值日制ꎬ 提高安

全意识ꎮ 建立后勤人员工作考

核机制ꎬ 与学校整体工作大局

并轨ꎮ

蓝山县教师进修学校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教

师进修学校坚持县教育的领

导ꎬ 以学校发展为己任ꎬ 各项

工作持续提高ꎬ 取得较好成

绩ꎬ 受到市、 县等多部门表

彰ꎮ 是年ꎬ 学校完成中共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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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组织部委托的农民大学生

１２０ 人的任务ꎻ 获得 “２０１８ 年

湖南省中小学教师网络研修工

作先进单位” 称号ꎮ

【教育学习实践推广】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教师进修学校搞好

“培训者” 的专题培训ꎬ 组织

教师参加省市各类培训或研讨

活动ꎮ 开展教育教学实践活

动ꎬ 组织进修学校教师到基层

学校观摩学习ꎮ 重视专业引领

和行为示范ꎬ 肩负专业引领功

能ꎬ 发挥行为示范功能ꎬ 制定

全县教师专业引领能力要求:
要站稳课堂、 上好一堂课ꎻ 要

搞好检测、 命好一张卷ꎻ 要善

于总结、 写好一篇文章ꎻ 要立

足研究、 主持好一个课题ꎻ 要

依靠骨干、 带好一个团队ꎻ 要

熟悉技术ꎬ 用好一个平台ꎮ 按

照 “博学为师、 厚德为范” 宗

旨ꎬ 加强师德建设ꎬ 提升道德

示范力ꎮ

【研训质量提高】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教师进修学校推进研训

工作的标准化、 课程化、 规范

化工程ꎬ 把握教师专业发展的

方向ꎬ 明确教师教育的重点和

相关要求ꎬ 提高教师培训质

量ꎮ 统筹做好全县各级各类学

校的各类培训 (报表)ꎬ 减少

重复性ꎮ 教师培训开展新教师

专业成长培养、 普通话过级培

训、 暑期培训和远程培训等项

目ꎬ 得取得较好的成效ꎬ 学校

获得 ２０１８ 年湖南省中小学教

师网络研修工作先进单位称

号ꎮ 完成中共蓝山县委组织部

委托的农民大学生 １２０ 人的

任务ꎮ

【校园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教师进修学校按照中共蓝山

县委、 县教育局部署ꎬ 组织党

员、 职工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的各项活动中ꎮ 完成教

育局工会安排的各项工会任

务ꎮ 提升品位ꎬ 优化学校文化

建设ꎬ 打造教学重视团队形

象ꎬ 提高自身素质和服务水

平ꎮ 围绕学校文化建设ꎬ 确立

学校的办学宗旨与服务理念ꎬ
强化品牌意识ꎬ 优化校园文化

建设ꎮ

蓝山县职业中专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职

业中专坚持中共蓝山县委、 县

人民政府和县教育局的领导ꎬ
推动各项工作开创新的局面ꎮ
招生工作在改变招生模式的基

础上ꎬ 完成中职招生任务 １６５０
人ꎻ 高考本科上线人数在 ２０１７
年的基础上有所提升ꎻ 支持县

委、 县政府的 “三创” 工作ꎬ
学校申报并创建省级园林式单

位、 市级文明校园ꎻ 成立 “蓝
山县安全生产培训中心”ꎻ 创

建 “蓝山县青少年涉台教育基

地”ꎮ 在湖南省学生技能大赛

中获得 ４ 个三等奖ꎬ 在文明风

采竞赛中获 ６ 个省级奖项、 ５２
个市级奖项ꎬ 在永州市微课制

作比赛中获 ６ 个奖项ꎬ 在电脑

制作比赛中获省一等奖ꎬ 在黄

炎培规划大赛中获市一等奖ꎬ
进入省赛ꎻ 在 ２０１９ 年湖南省

学生技能大赛选拔赛中ꎬ 有 １３
个赛项进入省赛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职业教

育教师队伍建设环节薄弱ꎬ 教

师队伍总量不足和结构性短缺

并存ꎬ 学生与教师的生师比例

不协调ꎻ 职业教育办学水平有

待提高ꎬ 专业实训设施设备和

师资现状制约技能教学开展ꎻ
学校向社会大型企业输送高素

质人才存在一定的困难ꎬ 学生

学习的专业知识不深ꎬ 缺乏冒

尖型学生ꎮ

【教师思想业务素质整体提高】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职业中专围绕

学校工作中提出的学校办学思

路及具体教学目标ꎬ 发挥教务

处指导监督、 整合推进的功

能ꎬ 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ꎬ 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ꎬ 加强教学检

查、 规范教师的教学行为ꎮ 以

教研组为单位开展常态化课堂

教学改革和研究工作ꎬ 完善专

业课程教学、 考核标准和综合

素质课考核ꎬ ２０１８ 年上期完成

语文读本编辑ꎬ 暑假完成印刷

工作ꎬ 下期投入使用ꎮ 组织教

师申报省级、 市级职业教育教

学改革项目 (结题 ５ 个课题)、
新立项 １１ 个课题 (省级课题 ３
个、 市级课题 ８ 个ꎬ 聘请专家

到学校现场进行课题认证)ꎮ
组织教师完成一师一优课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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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竞赛和参加市县教师微课大

赛ꎬ 部分教师取得优异成绩ꎮ
组织全校教师完成教师发展网

资料的申报和上传ꎮ 按计划推

进省级示范性特色专业项目

２０１８ 年度建设工作ꎬ 重点是师

资培训和教学数字化资料的准

备和收集 (专项)ꎮ 发挥校级

骨干教师示范引领作用和青年

教师培养培训工作ꎬ ９ 月组织

评选出第二届校级骨干教师ꎮ
加强年度新招聘教师的培养工

作ꎬ 上半期为汽修专业新招聘

的教师进行专业知识培训ꎬ 组

织 «汽车底盘与构造» 理论考

试ꎮ 组织校内 “五四” 经典

朗诵活动和学生篮球赛ꎮ 组织

开展大型的涉台教育主题的

“红歌会”ꎮ 组织开展 ２０１８ 年

度学校学生田径、 乒乓球运动

会ꎮ 组织和开展各类兴趣小组

和社团活动ꎬ 参加县中小学艺

术展演获得一等奖ꎮ 组织全校

性的元旦文艺汇演ꎮ 规范各类

考试考核的组织工作ꎬ 收集教

学诊断数据信息ꎬ 注意毕业班

综合素质考试ꎮ 在湖南省学生

技能大赛中获得 ４ 个三等奖ꎬ
在文明风采竞赛中获 ６ 个省级

奖项、 ５２ 个市级奖项ꎬ 在永州

市微课制作比赛中获 ６ 个奖

项ꎬ 在电脑制作比赛中获省一

等奖ꎬ 在黄炎培规划大赛中获

市一等奖ꎬ 进入省赛ꎻ 在 ２０１９
年湖南省学生技能大赛选拔赛

中ꎬ 有 １３ 个赛项进入省赛ꎮ

【校园文化培育】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职业中专以培养德、
智、 体、 能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为目标ꎬ 以蓝山县

“三创” 为契机ꎬ 培育健康向

上的校园文化ꎮ 以评促建ꎬ 围

绕职业教育的特点ꎬ 布置文化

长廊ꎬ 主体建筑物上张贴职教

特色的宣传标语ꎬ 每一间教室

张贴名人名言、 名人字画ꎬ 营

造健康、 积极、 向上的育人环

境ꎮ 根据实际需要和职教发展

规律制定管理规章制度ꎬ 做到

依法治校ꎬ 依法执教ꎬ 促进师

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 高尚的道德

情操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ꎮ
完成县教育局布置的各项工

作ꎬ 学校安全事故为零ꎮ

【校园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职业中专确立 “按需设岗、
以岗择人、 能上能下、 能进能

出” 的用人机制和 “按劳分

配、 绩效优先、 能高能低” 的

分配制度ꎮ 在专业组管理中ꎬ
将学校部分权力下放ꎬ 实行专

业组经费包干制自主管理制ꎬ
使学校权力重心下移ꎬ 增大教

师压力ꎬ 提高工作热情ꎮ 强化

班级管理、 强化在重点时段和

重要部位的值班、 强化后进生

的教育管理ꎬ 规范学生日常行

为习惯ꎬ 改善校纪校风ꎮ 按照

“锻炼一副好身体ꎬ 培养一个

好习惯ꎬ 掌握一门好技能” 的

“三个一” 人才培养目标ꎬ 进

行校园文体活动及竞赛ꎬ 如班

级篮球赛、 学生技能大赛、 文

艺汇演、 “我的职业生涯规

划”、 各类演讲比赛、 文艺汇

演等ꎬ 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ꎬ
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ꎬ 增强学

生的综合素质ꎮ 构建 “学习

型” 学校ꎬ 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ꎬ 实施 “名师工程”ꎬ 打造

一流团队ꎮ 以 “学历达标ꎬ 双

师为主” 为发展目标ꎬ 构建

“学习型” 学校ꎮ 从教师的思

想政治素质、 专业理论水平、
实践教学能力以及教科研能力

等方面入手ꎬ 提高教职工队伍

的整体素质ꎮ 加大专业技术培

训的力度ꎬ 制定全员培训计

划ꎬ 开展定期专业培训、 讲座

等ꎬ 对学科专业带头人的培训

和培养ꎬ 打造 “双师型” 教

师ꎮ 从相关行业、 企业聘请业

务素质高、 实践经验丰富的专

业技术人员到学校进行专业实

训 指 导ꎬ 形 成 兼 职 教 师 储

备库ꎮ

【安全教育】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职业中专坚持预防为主、 防

治结合、 加强教育、 群防群治

的原则ꎬ 通过安全教育ꎬ 增强

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

力ꎻ 通过齐抓共管ꎬ 营造全校

教职员工关心和支持学校安全

工作的局面ꎬ 保障师生安全和

财产不受损失ꎬ 维护学校正常

的教育教学秩序ꎬ 实现单位安

全生产管理工作零事故的目

标ꎮ 加强对安全教育工作的领

导ꎬ 把安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

日程ꎬ 学校校长直接抓ꎬ 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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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具体抓ꎬ 学校办公室、
政教处具体分工负责组织实

施ꎮ 学校与处室、 班主任和学

生家长签订安全责任书ꎬ 明确

工作和应负的责任ꎮ 建立健全

定期检查和日常防范相结合的

安全管理制度ꎬ 以及学生管

理、 门卫值班、 防火防灾、 食

品卫生管理等规章制度及学校

安全意外事故处置预案制度ꎮ
利用班会、 团队活动等途径ꎬ
通过讲解、 演示和训练ꎬ 对学

生开展安全预防教育ꎬ 使学生

接受系统的防溺水、 防交通事

故、 防触电、 防火、 防盗、 防

震、 防骗、 防煤气中毒等安全

知识和技能教育ꎮ 利用学校广

播、 黑板报、 悬挂横幅、 张贴

标语等宣传工具及举行主题班

会、 讲座、 安全征文和知识竞

赛等形式开展安全教育ꎮ

【招生就业】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职业中专坚持 “以服务为宗

旨、 以就业为导向” 的办学原

则ꎬ 拓宽学校招生和毕业生的

就业渠道ꎬ 提高服务工作水

平ꎬ 健全 “工学结合、 校企合

作、 顶岗实习” 的人才培养模

式ꎮ 建立健全招生、 就业考核

办法ꎬ 挖掘专业优势ꎬ 以就业

促招生ꎬ 加大招生宣传力度ꎬ
通过各种渠道ꎬ 挖掘生源ꎬ 扩

大招生规模ꎬ 确保生源足额优

质ꎻ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ꎬ 拓展

毕业生就业市场、 加强毕业生

推荐、 做好毕业生就业跟踪为

工作重点ꎬ 提高就业率与就业

质量拓展就业新途径ꎬ 完成中

职招生任务 １６５０ 人ꎮ 与条件

好、 信誉高、 待遇好的企业达

成长期合作协议ꎬ 拓宽培养模

式ꎬ 走 “校企合作、 联合办

学” 之路ꎮ 与企业签定 “订

单”ꎬ 开办 “赛纳班” “湘威

制鞋专业班” “视野班” “中
科师创班” 等冠名班ꎬ 以订单

培养的方式来促进招生工作ꎮ
完善顶岗实习工作的制度建

设ꎬ 强化顶岗实习工作的制度

管理ꎬ 拓展新的顶岗实习基

地ꎮ 研究学生实习就业工作中

的安全防范与事故的处理方

法ꎬ 做到预防为主ꎬ 规范处理

为辅ꎮ 继续选派老师对实习就

业学生进行跟踪管理ꎬ 确保实

习就业学生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的维护ꎮ 加强与企业的直接联

系ꎬ 考察联系就业市场规范、
工作环境好、 就业待遇高的大

中型企业ꎬ 加强和用人单位的

合作ꎬ 与用人单位建立较为长

期、 稳定的顶岗实习和就业基

地关系ꎮ 加强与企业人力资源

部门的联系与沟通ꎬ 了解企业

用工需求ꎬ 拓宽学生实习和就

业渠道ꎬ 搞好实习和就业基地

建设工作ꎬ 提高学生实习和就

业的质量和档次ꎬ 保障学生和

学校利益ꎮ 推进校企合作ꎬ 解

决毕业生就业和学生工学交

替ꎬ 确保学生 １００％上岗就业ꎬ
提升对口就业率与就业质量ꎮ
加强学生就业指导教学工作ꎬ
传授就业应聘相关基本技能ꎬ
树立 “先就业、 后择业ꎬ 先立

足、 后立业” 的就业观ꎮ 做好

就业前的准备工作ꎬ 协助学生

办理有关证件ꎬ 负责做好学生

进厂前的体检测试ꎬ 入厂有关

事项讲解以及就业安全工作ꎮ
加强就业新渠道的开拓ꎬ 选择

知名企业作为用工对象ꎬ 如深

圳中兴通讯有限公司、 厦门信

华科技有限公司等ꎮ

【培训资源统筹】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职业中专紧紧围绕 “职
业教育主动服务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 的办学思路ꎬ 贯彻执行

省 “ 六项 行 动 计 划 ”ꎬ 坚 持

“德育为先、 技能为本” 的办

学理念ꎬ 以 “省内一流、 国内

先进” 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

学校的要求ꎬ 深化学校内部管

理改革ꎮ 全年学校职教中心培

训工作完成良好ꎮ ５ 月组织学

校职高二年级近 ３００ 名学生ꎬ
对汽车维修工、 工具钳工、 铣

工、 维修电工四个专业进行国

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试ꎮ 与就业

局进行 “两后生” 免费扶贫职

业技能培训ꎬ 对 ８０ 名建档立

卡的 “两后生” 进行为期一个

月的理论及实习技能培训ꎮ 与

县残疾人联合会进行残疾人培

训ꎬ ６ 月组织对来自全县各乡

镇的 ６０ 余名具有一定文化知

识、 有就业愿望的残疾人免费

进行残疾人岗位技能提升与农

村残疾人实用技术 (阳光增

收) 培训ꎬ 培训的主要内容是

铁皮石斛及油茶种植技术和家

禽家畜养殖技术ꎮ １１ 月ꎬ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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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鉴定所组织机电、 汽

修、 模具专业学生参加 ２０１８
年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试ꎬ 有

钳工、 维修电工、 汽车维修工

３ 个工种 ３２７ 名学生参加考试ꎮ

民 族 中 学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民

族中学有县级名师 １ 人、 县级

学科带头人 １ 名、 县级骨干教

师 ７ 名ꎮ 承担城区多所中学录

课任务ꎬ 全县中考复习研讨

会、 全县历史课教学比武、 书

法比赛、 全县中学生现场作文

比赛等多项活动均在学校举

办ꎮ 学校遵循和谐共进、 自主

发展的办学理念ꎬ 开展各项教

育教学工作ꎬ 取得可喜成绩ꎮ

【德育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民族中学组建德育领导小

组、 政 教 处、 年 级 组、 班 主

任、 学生干部等分层立体式网

络管理ꎬ 涌现出黄春花、 张华

英、 廖向飞、 廖学军等一批德

育精英ꎮ 以政教处为主抓手ꎬ
开展德育活动ꎬ 净化校园环

境ꎮ 通过家长会、 家校通平台

等方式加强家校联系ꎮ 通过每

周一的升旗仪式、 周二下午的

德育课ꎬ 加强学生的爱国主

义、 集体主义、 心理健康、 国

防安全等思想教育ꎻ 通过励志

感恩教育、 法制教育、 禁毒教

育、 行为养成教育、 防溺水教

育、 反恐防暴、 安全教育等活

动ꎬ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ꎻ 通过

野炊、 郊游活动锻炼学生的生

活能力ꎻ 通过 “ 文 明 班 级 ”
“文明寝室” “卫生检查评比”
等评比活动ꎬ 进一步强化学生

的养成教育ꎮ 推行学生会干部

自主管理制度ꎬ 重视学生自主

能力培养ꎮ 通过学生会干部参

与学校日常工作的管理ꎬ 实行

学生自主管理模式ꎬ 加强学生

自主管理、 自我教育能力ꎮ

【教学改革】 　 落实教学常规ꎬ
立足学校校情ꎬ 抓实常规管

理ꎬ 继续推行集体备课制度ꎮ
加大教学巡查力度ꎬ 校领导、
教务处及各年级加强课堂巡查

力度ꎬ 发现处理问题ꎮ 以统

考、 中考和月考为切入点ꎬ 推

进学校的教学工作ꎮ 重视教师

培训ꎬ 支持教师外出参观学

习ꎬ 组织教师参加新课程ꎬ 共

派出老师参加各种形式的国培

省培及各种工作坊的学习 ５０
余人次ꎮ 鼓励教师参加各级各

类教学技能比赛ꎬ 提高教师的

知名度ꎬ 在一师一优课录课比

赛中ꎬ 廖国强、 唐圣刚、 廖学

军、 成志健、 肖瑜钊等教师的

录制课获得市优课ꎻ 重视现代

化教学ꎬ 启动教学技术现代化

工程ꎬ 强化对教师现代教育技

术的全员培训ꎬ 开展 “信息技

术与学科教学整合”ꎬ 提高教

师多媒体运用能力和教学水

平ꎮ 是年ꎬ 学校被评为永州市

教育信息化创新应用工程示范

学校ꎻ 在第二届湖南省中小学

教师在线集体备课大赛中ꎬ 学

校获得优秀组织奖ꎮ 指导学生

参加省市县各种比赛ꎬ 获奖

１００ 余人次ꎮ 在蓝山县国学经

典诵读大赛中ꎬ 学校作品分获

一、 二、 三等奖ꎮ 在市青少年

足球比赛中ꎬ 学校取得第六名

的成绩ꎮ 在微课比赛中ꎬ 教师

廖向飞上传的 «同类项» 获国

家级一等奖ꎮ 在 “一师一优”
课的评比中ꎬ 廖学军等教师上

传的作品均获市级优质课ꎮ 教

师发表省级论文 １０ 余篇、 市

级 ２０ 余篇ꎮ

【党工团特色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民族中学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ꎬ 党支部组织党员进

行政治学习ꎬ 加强党员作风建

设ꎻ 利用 “七一” 建党节之

际ꎬ 重温入党誓词ꎬ 感受廉政

之风ꎻ 完成党支部换届选举ꎮ
组织教职工开展文体活动ꎬ 教

育系统教职工广播操比赛获一

等奖ꎻ 三城同创教育系统职工

气排球比赛获第四名ꎻ 山区片

篮球赛中获第一名ꎮ 学校开展

篮球、 拔河、 大合唱、 跑操、
体育运动会等竞赛活动ꎬ 成立

篮球、 足球、 舞蹈、 合唱、 美

术、 文学社等社团ꎮ 学校 «山
花» 杂志如期刊出ꎮ 学校在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考

核中被评为优秀ꎻ 学校足球队

代表全县参加市中学生足球比

赛获得第六名ꎻ 在蓝山县第二

届中学生男子篮球比赛中获第

六名ꎻ 在全市建制班合唱比赛

中获得中学组二等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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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卫生体育

文体广电新闻出版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文

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围绕中共永

州市委、 市人民政府 “六大战

役”、 中共蓝山县委经济工作

会议报告和县政府工作报告确

定的决策部署ꎬ 较好完成上级

交办各项任务ꎮ 是年ꎬ 全县 １４
个乡镇文化站均按标准建设工

作活动用房ꎬ 配备图书、 乐

器、 电子阅览信息平台等设

施ꎻ 村级文体服务中心建设按

“七个一” 的标准合格率 ７０％
以上ꎻ 全县社会资本投资的文

化体育服务机构 ２６ 个ꎬ 文体

协会 ２６ 个ꎬ 民间剧团 ３ 个ꎬ 瑶

文化、 舜文化等特色文化研究

会 ４ 个ꎻ 巡查娱乐场所 １０７ 家

次ꎬ 重点检查 ６３ 家次ꎬ 立案

处罚 ２ 家ꎻ 检查书报刊和印刷

复制经营单位 １３９ 家次ꎬ 出动

执法人员 ３２６ 人次ꎬ 收缴非法

出版物 １３６ 册ꎻ 免费为群众维

修广播电视 “户户通” 设备

４２０ 套ꎻ 完成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 ３４００ 场ꎬ 放 映 数 字 电 影

５３１０ 场ꎬ 票 房 收 入 １９０ 多

万元ꎮ

存在主要问题是: 全县公

共文化设施基础薄弱ꎬ 历史欠

账多ꎻ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内

容不丰富、 标准不高ꎬ 数字资

源提供能力和远程服务能力有

限ꎻ 县乡两级文化工作的人员

配备、 专业技术人才等没有达

到要求ꎻ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所需经费未纳入财政预算ꎮ

【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加强公共文化

设施网络建设ꎮ 中共蓝山县

委、 县人民政府把 “四馆二中

心” (文化馆、 图书馆、 博物

馆、 游泳馆、 体育中心、 青少

年活动中心) 建设纳入重点项

目建设内容ꎬ 进入项目设计招

标阶段ꎮ ２４ 小时自助图书馆建

设项目落实好建设资金ꎬ 完成

工程招标ꎮ 农村广播 “村村

响” 实现县乡村联控联播及全

县行政村全覆盖ꎮ 全年投入资

金 ７０ 万元ꎬ 免费配送广场舞

音响 ３５０ 套、 篮球架 ６０ 套、 健

身器材 ３０ 套给各村和社区用

于开展文体活动ꎮ 资助 ５５ 个

村建设文体活动广场和戏台ꎬ
投入资金 ４８０ 万元ꎬ 其中社会

力量筹资 ３６０ 万元ꎮ 在设备发

放和资金扶持方面对贫困村给

予重点倾斜ꎬ 优先满足贫困村

的需要ꎮ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与

科技融合ꎬ 推广应用科技设

备ꎬ 提高服务效能ꎬ 在县图书

馆设置电子阅览室、 电子阅读

机ꎬ 发挥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

所产生的创新作用、 引领作

用ꎮ 引导社会力量投入公共文

化服务ꎬ 全县有社会力量举办

数字电影院、 体育馆、 健身馆

等文体服务设施 ２６ 家ꎬ 文化

志愿者 １１３０ 人ꎮ 是年ꎬ 开展

文化进社区、 送戏下乡、 敬老

慰问演出、 送文化进校园、 湖

湘文化进万家等 ９ 个主题基层

文化志愿服务活动ꎬ 活动时间

近 ３００ 小时ꎬ 服务人数累计近

万人ꎮ

【文化项目建设和文化服务】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 “四馆二中

心” 项目完成征地拆迁和规划

设计ꎬ 进入设计招标阶段ꎮ 文

化广场项目完成征地拆迁和施

工图设计ꎮ ２４ 小时自助图书室

落实建设资金ꎬ 完成建设项目

招标ꎮ 做好 “送戏曲进万村ꎬ
送书画进万家” 文化服务活

动ꎬ 研究制定 “送戏曲进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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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ꎬ 送书画进万家” 工作计划

和实施方案ꎬ 组织下乡演出 ６０
场次ꎬ 其中包括 “精准扶贫”
和 “乡村振兴” 专场、 戏曲专

场演出等ꎮ 组织书法家协会的

会员送书画下乡ꎬ 送书画作品

春联等ꎮ 推进公共图书馆工

作ꎬ ２０１７ 年度的报纸杂志装订

成册完成入库工作ꎻ ３ 月 ２ 日ꎬ
在塔下寺举办元宵猜灯谜活

动ꎬ 活动准备灯谜 １０００ 多条ꎬ
涉及字谜、 人物谜、 成语谜

等ꎻ 加大免费开放服务力度ꎬ
全年新增读者 ３０９ 人ꎬ 借阅

１ ６５ 万人次ꎬ 借阅图书 ３ ６ 万

册次ꎬ 电子阅读机下载图书

１２７５ 册ꎬ 收集地方文献 １５ 册ꎮ

【非遗保护与传承】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举办 “非物质文化

遗产日展演” 文艺晚会ꎮ 演出

瑶族歌舞 «长鼓舞»、 花灯戏

«田嫂»ꎬ 非遗民族歌舞 «伞

舞» «过山瑶歌» «跑堂» 等

具有蓝山魅力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节目ꎬ 集中展示县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成果ꎮ 结合送戏下

乡ꎬ 以展板宣传形式进行 “地
毯式” 宣传ꎬ 向群众介绍非物

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的范

围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瑶
族伞舞» 和 «过山瑶» 等一批

具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ꎮ 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活

动ꎬ 召开瑶族文化座谈会 ３
场次ꎮ

【文化体育活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举办 “新时代、 新气

象、 新作为” 蓝山县春节联欢

晚会及土市镇新村、 塔峰镇富

阳头村等 ８ 个村级春节联欢晚

会ꎻ 举办蓝山县 “非物质文化

遗产日展演” 文艺晚会ꎻ 在塔

下寺举行 “我是雷锋家乡人、
湖湘文化进万家” 为主题的元

宵节系列文体活动ꎻ 举行蓝山

县乡村文化旅游周活动 (包含

２０１８ 永州蓝山乡村文化旅游周

开幕式、 乡村音乐会、 大洞梨

园赏花、 乡村百家姓文化展暨

中国第三届 “万步有约” 职业

人群健步激励大赛、 春耕文化

摄影大赛等主题活动)ꎻ 开展

全民阅读进村庄、 进军营献文

化爱心等志愿者活动ꎻ 组织原

创作品 «挑盐古道» 参加第六

届湖南艺术节ꎬ 获舞蹈类银

奖ꎬ 代表永州市参加艺术节颁

奖晚会展演ꎮ

【文体赛事】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举办老年乒协 “庆五一暨

三城同创杯” 乒 乓 球 比 赛、
“和谐杯” 男子篮球邀请赛、
庆 “七  一” 暨 “蓝大杯”
乒乓球比赛ꎻ 举办第六届 “太
极拳健身活动月” 启动仪式ꎻ
举办 “５１９ 中国旅游日” 徒

步游启动仪式ꎻ 举办首届 “健
康湖南” 全民运动会蓝山赛区

篮球、 羽毛球、 广场舞等 １１
个赛事的海选赛、 市级选拔

赛、 全省决赛ꎻ 举办蓝山县区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 三湘群

星奖节目选拔赛ꎻ 举办蓝山县

第二届少儿音乐舞蹈大赛ꎻ 选

送 ６ 个节目参加永州市第九届

少儿音乐舞蹈大赛ꎬ 获 １ 金

２ 银ꎮ

【文化市场审批监管】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文化体育广电新闻

出版局先后开展 “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整治” “春节文

化市场经营场所专项整治”
“全国两会文化市场整治” “清
源、 护苗” 等专项行动ꎮ 加强

网吧监管ꎬ 出动执法人员 １０１１
人次ꎬ 检查 ３１４ 家次ꎬ 立案处

罚 １ 家ꎻ 对全县所有网吧安装

网络 “潇湘” 系统ꎬ 控制在线

率 ９０％以上ꎬ 实行网络平台技

术监控ꎻ 与所有网吧业主签订

«守法经营责任书»ꎮ 加强娱乐

监管ꎬ 开展娱乐场所安全执法

检查和巡查整治行动ꎬ 全年巡

查娱乐场所 １０７ 家次ꎬ 重点检

查 ６３ 家次ꎬ 立案处罚 ２ 家ꎮ 开

展 “扫黄打非” 专项行动ꎬ 全

年检查书报刊和印刷复制经营

单位 １３９ 家次ꎬ 出动执法人员

３２６ 人次ꎬ 收缴非法出版物

１３６ 册ꎮ

【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利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文化体育广电

新闻出版局加强文物修缮保

护ꎬ 完成刘景福红军标语墙抢

救性修缮工程ꎻ 协助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完成毛俊水库文物考

古发掘ꎻ 完成五里坪考古发掘

工作ꎻ 对 ２４ 处县级文保单位

进行立碑ꎻ 完成塔下寺观澜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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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工程ꎮ 加强文物行政执

法ꎬ 配合县公安局对祠堂圩镇

铁宝岭盗墓案进行侦破ꎬ 抓获

盗墓嫌疑人 ３ 名ꎬ 追回被盗取

文物 １０ 余件ꎬ 省文物专家的

文物鉴定书交县公安局ꎻ 蓝山

县人大常委会牵头ꎬ 县文体广

新局具体组织召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法律知识

讲座暨执法检查动员会ꎮ

【 “村村响”、 “户户通” 和电

影院综合楼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完成农村广播 “村村

响” 县级机房安装调试工作ꎬ
实现全县农村广播 “村村响”
三级联控联播ꎮ 免费为群众维

修广播电视 “户户通” 设备

４２０ 套ꎬ 解决山区群众及 ２１ 个

拟退出贫困村收看电视难的问

题ꎮ 完成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３４００ 场ꎮ 全年放映数字电影

５３１０ 场ꎬ 票房收入 １９０ 多万

元ꎮ 影剧院主体工程完工、 外

墙装修完成、 一至三楼完成招

标ꎬ 新增租金 ３１５ 万元ꎮ

【竞技体育】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局选

派 １４ 名运动员参加湖南省第

十三届运动会的田径、 水球、
足球、 举重、 跳水等项目比

赛ꎬ 夺得金牌 ３ 枚 (按赛会计

１ ５ 枚)、 银牌 ７ 枚ꎬ 铜牌 ２
枚ꎻ 赛会总分 ８９ ５ 分ꎬ 超额

完成市局分配的赛会得分ꎮ 在

参加永州市中学生运动会上ꎬ
蓝山县运动员获得 ５ 枚金牌、

７ 枚银牌、 ９ 枚铜牌ꎬ 获乙组

团体总分第二名ꎮ 组织备战

“健康湖南” 全民运动会ꎬ 蓝

山县获全省竞赛优秀组织奖ꎮ
推进体育彩票的销售工作ꎬ 蓝

山县获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世界杯

竞彩销售全市第二名ꎬ 全年体

育彩 票 销 售 １０５７ 万 元ꎬ 比

２０１７ 年 增 加 ４０４ 万 元ꎬ 增

长 ６１ ８７％ꎮ

【安全生产】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局坚

持 “生命至上ꎬ 安全发展” 理

念ꎬ 围绕创建省级安全生产示

范县工作目标ꎬ 贯彻安全生产

工作一票否决制ꎬ 与下属单位

签订安全生产工作责任状ꎮ 开

展 “安全生产月” 系列宣传活

动ꎬ 组织干部职工和文体经营

场所业主参加安全生产培训和

消防应急演练ꎬ 联合县消防大

队、 县文化执法队对全县的网

吧、 酒吧、 影剧院、 ＫＴＶ、 文

物保护单位、 电游室、 体育场

馆、 游泳池 (馆) 等重点场所

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和 “打非治

违” 专项执法ꎬ 对县电影院、
塔下寺观澜亭修复工程等两个

本行业的建筑工地进行安全隐

患排查ꎬ 对 １２ 个有安全隐患

的场所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

书和停业整改通知书ꎮ

卫 生 计 生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卫

生计生工作委员会按照上级卫

生计生主管部门和中共蓝山县

委、 县人民政府的总体部署和

要求ꎬ 坚持新时代卫生与健康

工作方针ꎬ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ꎬ 实施健康扶贫工程ꎬ 加

强公共卫生和重大疾病防控ꎬ
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水

平ꎬ 持续推进中医药事业发

展ꎬ 提升出生人口素质和全县

人民健康水平ꎬ 推进 “健康蓝

山” 建设ꎬ 全县卫生计生工作

有效开展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分级诊

疗任重道远ꎬ 配套政策措施落

实困难ꎬ 补偿政策难以协调衔

接ꎻ 基层服务能力不强ꎬ 基层

全科医学人才和学科带头人较

匮乏ꎬ 卫技人员总量难以满足

事业发展和规划需求ꎻ 公共卫

生服务需进一步加强ꎬ 村卫生

室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能有效

落实ꎬ 乡镇卫生院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仍需进一步加强ꎮ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民政府明确 １ 名

政府领导分管 “四医” 工作ꎬ
医药采购问题由分管副县长负

责ꎮ 优化调整医疗服务价格ꎬ
全年公立医院医疗收入中的药

占比 ( 不 含 中 药 饮 片 ) 为

２９％ꎬ 低于 ３０％ꎮ 加强医共体

建设ꎬ 出台制定 «蓝山县县域

医疗共同体实施方案» «蓝山

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人员、 经

费、 资产管理的试点意见»ꎬ
县中心医院与毛俊卫生院建立

医共体ꎮ 推行按病种付费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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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医保支付方式ꎬ 由县发改委

牵头ꎬ 对全县二级公立医院按

病种收费的各项数据进行汇总

测算ꎬ 并组织县卫计委、 县人

社 (含医保)、 各二级医疗机

构及医疗专家对汇总数据进行

分析评定ꎬ 制定全县二级公立

医院 ５８ 种单病种收费标准ꎮ
落实药品采购 “两票制” 和高

值医用耗材采购政策ꎬ 全县所

有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实施

“两票制”ꎬ 规范医用耗材管

理ꎬ 县中心医院实行高值耗材

网上采购率达到 ９５％以上ꎮ 加

强基层药事管理和基本药品配

备使用ꎬ 联合县财政相关部门

开展基层药事管理和基本药物

使用管理督查工作ꎬ 对发现的

问题予以通报ꎬ 规范基层药事

管理工作ꎮ 县级公立医院落实

基本药物制度ꎬ 优先配备使用

基本药物ꎬ 并纳入绩效考核ꎮ
公立二、 三级医院基本药物采

购金额占药品采购总金额均达

到规定比例ꎮ 建立综合监管制

度ꎬ 乡镇卫生计生监督机构设

置实现全覆盖ꎬ １４ 个乡镇卫生

计生监督管理所全部挂牌运

行ꎮ 实施县级监督执法情况公

示ꎬ 每季度监督执法情况在县

卫计委网站进行公示ꎬ 每月在

县卫计委公示栏进行公示ꎮ 开

展示范监督机构和监督示范县

区创建ꎮ

【健康扶贫工程】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为贫困人口参加医疗保

险ꎬ 按照个人缴费部分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财政补助 ５０％、 特

困人员财政补助 １００％的标准ꎬ
为全县 ２７５３７ 名贫困人口 (含
计生特殊家庭 ７９ 人) 参保ꎬ
参保率 １００％ꎮ 实行 “一站式”
结算ꎬ 县域内住院实行 “先诊

疗后付费”ꎬ 在定点医院设立

综合服务窗口ꎬ ８ 月份通过医

保系统升级ꎬ 建立 “一站式”
结算平台和结算专户ꎬ 将基本

医保、 大病保险、 扶贫特惠

保、 民政医疗救助、 定点医院

减免及政府兜底等多重保障政

策实现 “一站式” 信息交换和

即时结算ꎬ 患者实现支付自负

医疗费用出院ꎮ ８—１１ 月ꎬ 健

康扶贫 “一站式” 救治救助

２０３３ 人次ꎮ 对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的农村贫困患者ꎬ
在县域内县中心医院、 县妇幼

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各乡

镇卫生院及民营医院住院ꎬ 无

需交纳住院押金ꎬ 提交本人身

份证与扶贫信息匹配后ꎬ 享受

“先诊疗、 后付费” 绿色就医

服务ꎮ 开展 “三个一批”ꎬ 实

行分类救治ꎮ 大病救治一批方

面ꎬ ９ 种大病救治救助 ５１１ 人

次ꎬ 其中县域内定点医院救治

人次 ４６０ 人ꎬ 县级定点医院大

病集中救治率 ９０ ０１％ꎬ 农村

贫困人口 ９ 种大病集中救治

１０７ 人ꎬ 集中救治率 １００％ꎮ 慢

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方面ꎬ 由

县中心医院、 乡镇卫生院、 村

卫生室的相关科室和人员组成

签约服务团队ꎬ 为全县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２７５３７ 人 (含计划

生育特殊家庭 ７９ 人) 落实家

庭 医 生 签 约 服 务ꎬ 签 约 率

１００％ꎬ 其 中 慢 病 签 约 服 务

１３３１５ 人ꎮ 对慢性病等重点人

群通过入户和电话随访等形

式ꎬ 服务管理率 １００％ꎮ 重病

兜底保障一批方面ꎬ 对农村贫

困人口参与城乡居民医保的个

人缴纳部分按规定由财政给予

９０ 元 /每人每年补贴ꎬ 给每个

贫困人口续保 ６０ 元的扶贫特

惠保ꎬ 实现贫困人口应保尽

保、 应投尽投ꎻ 贫困患者住院

医疗费报销比例提高 １０％ꎬ 在

大病保险上予以降低 ５０％起付

线ꎬ 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纳入重特大疾病医疗救

助范围ꎬ 住院费用经医保、 大

病保险、 扶贫特惠保、 医疗救

助、 定点医院减免等综合保障

政策补偿后ꎬ 实际报销比例还

没有达到 ９０％的ꎬ 政府给予兜

底保障达到 ９０％的报销比例ꎮ
落实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护理补

贴就医绿色通道ꎮ ５ 月底ꎬ 落

实追补 ２０１７ 年度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重病大病住院护理补贴

１５ 人次ꎬ 用生育关怀基金发放

护理补贴资金 １ １２ 万元ꎮ １０
月底ꎬ 摸底核发 ２０１８ 年度住

院护理补贴 １９ 人ꎬ 补贴资金

２ ３９ 万元ꎮ 落实计划生育特殊

家庭就医绿色通道ꎮ 是年ꎬ 全

县救治住院贫困患者 ５０３２ 人

次ꎬ 住院总医疗费用 ２１８１ 万

元ꎬ 其中新农合支付 １４７４ ６１
万元、 大病保险 ２９ ３８ 万元、
扶贫特惠保 ４５ ０８ 万元、 民政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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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 ３７ ３２ 万元、 定点医

院减免 ３２ ６１ 万元、 政府兜底

３６８ ６４ 万元、 个人实际自付

１９２ ８１ 万元ꎬ 贫困患者住院综

合实际报销比例达到 ９１ １６％ꎬ
县域内救治率 ９０ ４１％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加快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ꎬ 县妇幼保

健院、 塔峰中心卫生院开工建

设ꎬ 医养结合项目完成项目立

项ꎬ 规划选址ꎮ 实施基层医疗

机构标准化建设ꎬ 制定印发

«２０１８ 年度村卫生计生室标准

化建设实施意见»ꎬ 明确建设

任务ꎬ 全年完善改造 ８９ 个行

政村卫生计生室的标准化建设

和 ５ 个乡镇卫生院改扩建ꎮ 标

准化村卫生室全部纳入项目库

建设ꎬ 将村级卫生室标准化建

设纳入农村综合服务平台ꎬ 列

入十大惠民实事ꎮ

【公共卫生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ꎬ 全县家庭医生签约 １５ ６
万 人ꎬ 签 约 率 ４５ ２％ꎮ 为

２７４５８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

７９ 名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人员全

部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ꎬ 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签约率 １００％ꎮ
落实 ６５ 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健

康体检ꎬ 全年为 １ ４ 万名 ６５ 岁

以上农村老年人进行健康体

检ꎮ 做好免疫规划管理工作ꎬ
一类疫苗接种率 ９５％以上、 疫

苗扫码接种率 ９５％以上、 扫码

覆盖率 １００％ꎮ 做好慢性病监

测及项目工作、 饮用水水质和

环境卫生监测工作ꎬ 按要求做

好各项中央补助地方慢性病监

测及项目工作ꎬ 加强管网末梢

水水质监测ꎬ 按要求每季度对

管网末梢水水质进行信息公

开ꎮ 落实改厕任务ꎬ 联合县爱

卫办、 农业委、 住房和城乡规

划建设局、 教育局联合下发

«关于开展全县农村改厕专项

调查的通知»ꎬ 对全县农村户

厕、 公厕、 医疗卫生机构和学

校厕所的总体情况进行调查摸

底ꎬ 落 实 市 里 下 达 的 改 厕

任务ꎮ

【登革热防控】 　 ２０１８ 年ꎬ 蓝

山县发生流入性登革热死亡病

例 １ 例ꎬ 是全省全市唯一发生

流入性登革热死亡病例的县

区ꎮ 蓝山县人民政府制定 «蓝
山县 ２０１８ 年登革热防控工作

方案»ꎬ 召开全县登革热防控

工作会议ꎬ 安排部署登革热防

控工作ꎬ 启动登革热防控应急

预案ꎬ 实行发热病人零报制

度ꎮ 县卫计委牵头ꎬ 联合各级

各部门加强宣传培训和规范处

置ꎬ 开展登革热防控和灭蚊工

作ꎬ 全县未出现登革热防控本

土案例ꎮ

【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安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制定出台 «蓝
山县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

计划 (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实施

方案»ꎮ 落实质量安全核心制

度ꎬ 制定 «蓝山县卫计委系统

落实巡查点评约谈处罚通报等

五项制度实施方案»ꎬ 在医疗

机构发挥巡查点评约谈处罚通

报作用ꎬ 加强行业作风建设ꎬ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ꎬ 确保医疗

质量和医疗安全ꎮ 做好医疗机

构、 医师、 护士电子化注册ꎬ
９ 月底全县医疗机构、 医师、
护士电子化注册激活率达到

１００％ꎮ 做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ꎬ 乡镇卫生院新进本科毕业

生规范化培训达到 １００％ꎮ

【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加大社会抚养费征

收力度ꎬ 打击 “两非” 行为ꎬ
加强预防 “两非” 机制建设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全县出生

人口性别比为 １１６ １５ꎮ 抓好符

合政策生育率ꎬ 加大违法多生

育控制力度ꎬ 落实长效节育措

施和补救措施落实ꎬ ２０１８ 年ꎬ
全 县 符 合 政 策 生 育 率 为

８６ ２９％ꎮ 落实计划生育家庭扶

助保障ꎬ 全县累计确认城镇独

生子女父母奖励对象 ２３９３ 人ꎬ
发放奖励金 ９２０ ２４ 万元ꎮ 确

定农村部分计生奖励扶助对象

１８２３ 人ꎬ 在全省 ９６０ 元每人每

年的标准上ꎬ 再增加 ６０ 元每

人 每 年ꎬ 发 放 奖 励 扶 助 金

１８５９４６０ 元ꎮ 加大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扶助关怀力度ꎬ 贯彻计

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ꎬ 确

认特别扶助对象 ７９ 人 (新增

１３ 人、 退出 ３ 人)ꎬ 发放扶助

金 ５９１７２０ 元ꎬ ９ 月 １４ 日全部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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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到位ꎬ 对象确认准确率和

发放准确率均 １００％ꎮ 为 ７９ 位

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和 １７
位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对象巩

固落实联系人制度、 就医 “绿
色通道” 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三个全覆盖ꎬ 保障计划生育家

庭的合法权益ꎮ 推进家庭发展

能力和医养结合工作ꎬ 协调民

政、 教 育、 住 建、 人 社、 农

业、 移民、 工商联等综合治理

部门ꎬ 推进公共民生普惠政策

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兼

容ꎮ 开展创建幸福家庭活动ꎬ
提升家庭发展能力ꎮ 推进医疗

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ꎮ 贯彻

省卫生计生委 «湖南省关于推

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

的实施意见» 文件精神ꎬ 引导

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养老服务ꎬ
支持养老机构开展医疗服务ꎬ
鼓励社会力量开展医养结合服

务ꎬ 实现多种形式医养融合发

展ꎬ 全县有 ３ 家养老机构 (蓝
山县社会福利院、 塔峰镇总市

敬老院、 塔峰镇牛承敬老院)
为老人提供服务ꎮ 做好流动人

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工作ꎬ 制

定流动人口清查方案ꎬ 把数据

清理清查工作考核结果将按比

例折合纳入 ２０１８ 年度计划生

育工作目标管理考核ꎬ 确保信

息入库ꎬ 全年全县采集流出人

口信息 ９５５４７ 条ꎬ 流入人口信

息 ６８２６ 条ꎮ 落实流动人口卫

生计生均等化服务ꎬ 开展健康

教育和宣传服务ꎬ 落实流动人

口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ꎮ

【中医药适宜技术普及推广】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开展基层中医

馆建设ꎮ 对有条件的卫生院逐

步铺开进行中医馆建设ꎬ 全年

建成 竹 市、 新 圩、 楠 市、 所

城、 祠市、 土市 (正建设中)
等基层中医馆ꎬ 乡镇卫生院中

医馆建设项目比例占 ４０％ꎮ 以

竹管寺卫生院为模板ꎬ 开展中

医药适宜技术普及应用ꎮ

【计生协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

山县乡、 村两级进一步健全计

生协会组织ꎬ 配齐配强基层协

会 “三长”ꎮ 开展走访关爱活

动ꎬ 对全县所有计生特殊家庭

进行集中慰问帮扶 ２ 次ꎬ 为每

名计生特殊家庭成员发放帮扶

资金 ２０００ 元ꎬ 共计发放生育

关怀关爱资金 ３０ 余万元ꎮ 发

放住院护理补贴ꎬ 为 １９ 人次

计生特殊家庭人员发放住院护

理补贴 ２ ３９ 万元ꎮ 赠送爱心

保险ꎬ 投入生育关怀资金 １１ ３
万余元ꎬ 免费为全县 ３７８４ 户

农村独生子女、 纯两女家庭续

保 “计生家庭意外伤害保险”ꎻ
投入 １ ４４ 万元ꎬ 免费为全县

９６ 名计生特殊家庭人员续保健

康保险ꎮ 实施帮扶项目ꎬ 帮扶

建档立卡贫困计生家庭创办省

级 “三结合” 项目 ２ 个ꎬ 发放

项目帮扶资金 ６ 万元ꎻ 创办计

生家庭创业小额贷款贴息项目

３３ 个ꎬ 发 放 贴 息 资 金 ７ ７１
万元ꎮ

广 播 电 视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广

播电视台坚持 “新闻立台、 人

才强台、 改革兴台” 发展思

路ꎬ 围绕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

民政府决策部署ꎬ 发挥广播电

视台主流媒体作用ꎬ 把握正确

舆论导向ꎬ 讲好蓝山故事ꎬ 传

播好蓝山声音ꎬ 各项工作均取

得较好成绩ꎬ 为加快把蓝山建

设成为 “生态文明示范区、 产

业承接首选地、 改革开放桥头

堡、 粤港澳的后花园、 安居乐

业幸福城” 营造良好舆论氛

围ꎮ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上关于 “要扎实抓好县级融

媒体中心建设ꎬ 更好引导群

众、 服务群众” 讲话精神ꎬ 以

蓝山县融媒体中心挂牌成立为

契机ꎬ 推进蓝山县融媒体建设

工作ꎮ
存在的主要困难是: 工作

经费按非税收入完成比例返还

４３％ꎬ 事业发展资金严重不

足ꎻ 新闻专业人才奇缺ꎬ 台新

闻从业分管领导、 中层骨干均

为非专业出身ꎬ 绝大部分专业

大学生不愿意到县级电视台从

事新闻记者行业ꎻ 媒体融合无

固定模式可学可借鉴ꎬ 处于初

步探索阶段ꎻ 有线电视用户严

重下降ꎬ 宣传阵地亟需巩固ꎮ

【党建引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广播电视台围绕新闻媒体工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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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际ꎬ 发挥党建政治效能ꎬ
落实党建引领思想政治建设、
作风建设、 制度建设、 精神文

明建设等ꎬ 深化党建引领作

用ꎮ 加强班子自身建设ꎬ 建立

完善台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制

度ꎬ 建设讲政治、 顾大局、 重

团结、 守纪律的台党组班子ꎻ
加强支部建设ꎬ 针对单位工作

特点和业务性质ꎬ 成立台党支

部、 网络公司支部、 退休支部

三个支部ꎬ 抓好党员考察、 培

养、 发展、 支部组织生活等制

度ꎮ 落实 “三会一课” 制度ꎬ
各支部坚持做到每月一次支部

活动ꎬ 每季度一次党课教育ꎬ
每半年一次 (专题) 民主生活

会、 组织生活会ꎬ 明确目标ꎮ
半年考核工作中ꎬ 党建、 三

创、 党风廉政建设等工作保持

同组类单位前列ꎬ 脱贫攻坚等

日常 和 中 心 工 作 实 现 预 期

目标ꎮ

【基础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广播电视台坚持多管齐下壮

大新闻队伍ꎬ 通过人才引进方

式ꎬ 引进 “双一流” 大学毕业

生 １ 名ꎻ 通过公开招考方式ꎬ
新招入 ４ 名新闻记者和 ２ 名电

视后期制作人员ꎬ 充实新闻记

者队伍ꎻ 在播音员岗位无人报

考情况下ꎬ 采取 “同工同劳同

薪同酬” 方式ꎬ 聘请 ３ 名外省

籍男女播音员ꎻ 争取人社部门

支持ꎬ 设立大学生实习基地ꎬ
安排应届大学生带薪实习ꎬ 吸

引实习大学生安心工作ꎬ 提高

留下就业愿意ꎻ 新闻专题部扩

充到 ２０ 人ꎮ 添置高清航拍、
跟拍器、 手持式摄像机、 ５Ｄ
摄像机、 电脑等器材和办公设

备ꎬ 确保采编设备与中央省市

设备无缝对接ꎮ 适应收视收听

转变新常态ꎬ 提前谋划广播电

台开播ꎬ 拓展收视群体覆盖ꎬ
投入 ２０ 余万元建设广播电台

演播室、 天线搭建等基础设施

工程项目ꎬ 各项开播前期硬件

准备工作全部就绪ꎬ 播音主持

人招募到位ꎬ 进入试播阶段ꎮ
争取上级资金和交通部门支

持ꎬ 羊车岭转播台盘山公路列

入 ２０１９ 年度水泥硬化道路笼

子ꎬ 道路基建项目依法依规依

程序开建ꎮ

【新闻宣传】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广播电视台树立 “新闻立

台、 外宣为王” 思想ꎬ 重点突

出外宣工作ꎮ 围绕 “央视零突

破、 卫视破百篇” 目标ꎬ 加强

对新闻宣传工作ꎬ 除明确副台

长分管外ꎬ 台长联系新闻专题

制作部ꎬ 提供新闻报道线索ꎬ
审阅修改有关稿件ꎬ 从工作条

件和经费上给予保障ꎮ 每月组

织召开一次新闻报道策划工作

会议ꎬ 总结交流经验ꎬ 重点讨

论和策划新闻题材ꎬ 安排部署

报道任务ꎬ 探讨加强和改进新

闻宣传工作的具体措施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在央视各频道播出稿件 ８
篇ꎬ 并实现 «央视新闻联播»
零突破目标ꎬ １１ 月 ２４ 日ꎬ «湖
南: 铁腕治污　 确保饮用水源

安全» 新闻稿件在 «央视新闻

联播» 播出ꎻ 在湖南卫视 «湖
南新闻联播» «午间新闻» 播

出稿件 ９１ 篇ꎬ 列全市前列ꎬ
处于第一方阵ꎮ 其中ꎬ 新闻专

题 « (咱们乡亲好样的) 毛俊

村: 人心齐　 百家旺» 播出时

间达到 ９ 分钟ꎬ 开创蓝山新闻

类节目在 «湖南新闻联播» 播

出单稿之最ꎬ 展现 “乡村振

兴” 工作中的 “蓝山县毛俊

村” 典型样板ꎮ « (镇起风云)
蓝山塔峰镇: 把 “皮具之都”
搬回家» «清凉一夏: 溯水湘

江源» «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

为) 一号重点工程: 推动产业

向绿色转型　 守住湘江源头绿

水青山» 等重稿特稿长篇幅报

道蓝山的特色亮点ꎮ 创优作品

«铁血忠魂铸三蓝» «宅头村:
村民自发护鸟引 “鹭” 来»
«我县严格 “退出” 和引入 　
走 “无烟工业” 之路» «异乡

有 “娘家” ———蓝山县驻广州

花都区流动党支部» 等四件作

品获得 ２０１７ 年度永州广播电

视奖一、 三等奖ꎮ 围绕全县的

中心工作开展宣传报道工作ꎬ
推出 «聚焦两会» «代表风

采» «最美扶贫人» 等新闻专

栏ꎻ 全年编 播 « 蓝 山 新 闻 »
２３０ 期ꎬ 完成自采新闻稿件

１３７８ 余篇ꎮ 专题制作 «政协风

采激荡湘江源» «安全托起幸

福梦» «湘江源头清风扬» 等

电视专题片 ２０ 余部ꎬ 体现新

闻媒体宣传舆论导向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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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播出保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广播电视台围绕县财政

下达的年度非税收入任务ꎬ 通

过开源节流、 向上争取项目资

金、 争取县财政支持、 台里统

筹办公经费等方式解决添置设

备等方面的困难ꎬ 确保各项工

作正常运行ꎮ 进一步完善新闻

奖励制度ꎬ 调动新闻采编人员

的工作积极性ꎬ 宣传稿件的数

量与质量明显提高ꎮ 坚持安全

发展 理 念ꎬ 按 照 中 央、 省、
市、 县主管部门的安全播出工

作要求ꎬ 把防范安全事故作为

重中之重ꎬ 加强日常监督ꎬ 抓

好安全播出管理ꎬ 深化专项整

治和防范工作ꎬ 建立健全广播

电视安全播出长效机制ꎬ 重点

完善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应急预

案ꎬ 执行 ２４ 小时值班制度、
双岗双责制度和领导领导带班

制度ꎻ 按照 “谁主管、 谁负

责” 和 “一岗双责” 原则ꎬ 成

立安全播出领导小组ꎬ 由台长

任组长和目标第一责任人ꎬ 党

组副书记、 网络公司总经理任

副组长ꎬ 具体抓工作ꎬ 各部门

负责人为安全播出领导小组的

成员ꎬ 并按照要求层层签订安

全播出目标责任书ꎬ 把安全播

出工作纳入到年终岗位目标责

任制ꎬ 实行量化考核ꎬ 一票否

决ꎮ 实行 “三审制” 把关ꎬ 确

保广播电视节目及时、 准确、
安全无误播出ꎬ 实现广播电视

安全播出无事故ꎮ

【内部管理完善】 　 ２０１８ 年蓝

山县广播电视台根据中共蓝山

县委、 县人民政府绩效管理相

关文件要求ꎬ 抓好作风建设ꎬ
先后制定出台 «岗位责任制»ꎬ
包括各类制度近 ２０ 项ꎮ 成立

全台作风建设考核小组ꎬ 由台

长带队考核ꎬ 每天采取定时和

不定时查岗查到ꎬ 打造新时代

广电形象ꎮ 每月通报作风建设

考核情况ꎬ 将违反工作纪律的

人和事呈报县级分管领导和通

报各股室ꎬ 促进全台作风建设

好转ꎮ 注重八小时以外言行举

止ꎬ 不讲排场ꎬ 不比阔气ꎬ 不

铺张浪费ꎬ 外采工作人员不拿

群众一针一线ꎮ

【融媒体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

山县成立由中共蓝山县委常

委、 县委宣传部部长任组长的

“蓝山县融媒体中心筹建工作

领导小组”ꎮ １１ 月 ８ 日ꎬ 召开

“中国记者节” 座谈会ꎬ 进一

步统一融合人员的思想ꎮ １１ 月

６ 日ꎬ 中共蓝山县委常委、 宣

传部部长现场指导县融媒体中

心建设工作ꎬ 经过现场办公、
实地调研ꎬ 明确需建设小型中

央厨房ꎬ 并对中央厨房的具体

位置、 布局、 设置等做出指

导ꎮ 县委、 县政府拨付的 ２０
万元融媒体中心建设启动资金

到位ꎬ 内部办公室整合基本完

成ꎬ 新增办公桌、 椅、 电脑等

全部到位ꎬ 摄像机等设备部分

到位ꎬ 与湖南日报社达成长期

合作协议ꎬ 按照 “中央厨房”
打造模式加快媒体深度融合

建设ꎮ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文

化市场综合执法局以 “网吧、
娱乐场所、 游乐场所和出版物

市场管理” 为重点ꎬ 开展文化

市场执法工作ꎬ 推动文化市场

有序规范发展ꎬ 较好完成各项

工作任务ꎮ 全年出动执法人员

１９７７ 人 (次)ꎬ 检查经营单位

５８３ 家 (次)ꎬ 处罚违规经营

单位 ５１ 家 (次)ꎬ 收罚没款 ７
万余元ꎬ 收缴非法出版物 １９００
余册ꎮ

存在主要问题是: 执法能

力建设特别是新兴文化市场监

管存在方法不多、 创新不够的

问题ꎻ 工作经费不足ꎬ 缺少专

项执法和能力建设预算ꎻ 装备

落后ꎬ 执法质量欠佳ꎬ 没有统

一执法标识和工作着装ꎬ 没有

配备执法记录仪ꎬ 临时执法和

现场取证被动ꎻ 执法监管的领

域过多集中在传统文化市场ꎬ
对新媒体、 新业态的监管尤其

是网络文化市场执法还需加大

力度ꎮ

【 “扫黄打非” 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局继续开展 “五大” 专项整治

行动ꎮ 按照上级要求ꎬ 配合相

关单位相继开展 “清源 ２０１８”
“护苗 ２０１８” “固边 ２０１８” “秋
风 ２０１８” “净网 ２０１８” 五大专

项整治行动ꎬ 查处印刷、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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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销售政治性非法出版物行

为ꎬ 打击政治性、 淫秽色情、
地下 “六合彩” 等非法出版物

的印刷复印、 销售和传播ꎬ 重

点查缴以青少年读者为对象的

有害卡通画册和淫秽 “口袋

书” 以及盗版教材、 教辅读物

以及学生工具类图书、 音像制

品和电子软件ꎮ 是年ꎬ 出动执

法人员 ５９７ 人 (次)、 检查出

版物经营单位 ９５ 家 (次)ꎬ 处

罚 １１ 家 (次)ꎬ 其中给予警告

行政处罚 ６ 家 (次)、 警告并

罚款 ５ 家 (次)ꎬ 收缴非法出

版物 １９００ 余册ꎮ 开展各类宣

传活动ꎬ 提高广大市民对文化

执法的认知度ꎬ 重点利用 “３
１８” 文化市场法制宣传日和

“４２６” 知识产权保护日开展

各类宣传教育活动ꎮ

【文化市场监管】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加

大网吧市场监管力度ꎬ 按照

省、 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关

于 «加强导向管理开展净化文

化市场环境专项整治» 的通知

要求ꎬ 成立文化市场专项整治

工作小组ꎬ 由局长任组长ꎬ 副

局长任副组长ꎬ 各股室 (队)
负责人为成员ꎬ 并以日常监

管、 全面清查、 执法处罚为

主ꎬ 依法依规开展整治行动ꎮ
是年ꎬ 先后开展寒假期间网吧

市场专项整治、 新年春节期间

网吧市场专项整治、 “五一”
期间网吧市场专项整治等ꎬ 坚

持对网吧接纳未成年人、 上网

不实名登记等违规行为从严查

处ꎮ 加强出版物市场、 印刷企

业管理ꎬ ２ 月底和 ８ 月底开展

中小学教材教辅专项整治行

动ꎬ 检查辖区出版物市场经营

单位 ９６ 家 (次)ꎬ 中小学校 ８
所ꎬ 收缴各类非法教辅 ３００ 余

份ꎬ 进一步规范教辅教材出

版、 印刷、 发行等环节的监督

管理ꎬ 规范中小学教材教辅发

行秩序ꎮ 开展全县卫星电视传

播秩序专项整治行动ꎬ 与相关

部门配合ꎬ 采取日常监管、 突

击检查相结合的措施ꎬ 查处非

法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行

为ꎬ 清理整顿芯片、 天线、 机

顶盒、 流通市场ꎬ 打击卫星地

面接收设施的擅自销售、 安装

服务、 设置使用行为ꎮ 从社

区、 街道两个层面入手ꎬ 对非

法安装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的进行清查、 清除ꎬ 对私自安

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单位和

个人要求立即停止非法接收使

用行为并限期拆除ꎬ 特别对宾

馆、 酒店、 医院进行拉网式排

查ꎮ 下发宣传单及 «关于拆除

非法安装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

收设施的通知» ５００ 余份ꎮ 全

年检查经营单位 ３０ 余家次ꎬ
收缴违法设施 ２ 余套 (件)ꎬ
下达 « 责令整改通知书» １
份ꎬ 拆除擅自安装使用的卫星

地面接收设施 ２ 套ꎮ 加大农村

集市演出市场治理ꎬ 继续开展

以打击淫秽色情、 低俗表演为

重点的营业性演出专项整治行

动ꎮ 按照工作要求ꎬ 对演出内

容一定要审查ꎻ 对演出现场一

定要跟踪监督ꎻ 对存有反动、
淫秽、 色情及违反法律法规等

内容的演出活动ꎬ 一定要及时

报告、 立即取缔ꎮ 各乡镇赶集

期间ꎬ 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

组织执法人员采取不定时、 不

定点检查ꎬ 检查演出团体 ３
个ꎬ 取缔无证经营图书音像摊

点 ２ 个ꎬ 规劝并驱逐非法演出

团体 ２ 个ꎮ 开展校园周边环境

集中整治行动ꎬ 重点整治校园

周边网吧、 音像书刊点以及歌

舞娱乐场所ꎬ 落实上网登记制

度、 禁止未成年人上网制度和

禁止超时经营制度ꎮ 对城乡校

园周边出版物市场、 图书零售

店、 音像制品店进行全面检

查ꎬ 对出版、 印刷、 发行的中

小学教辅材料进行梳理ꎬ 中高

考期间ꎬ 与教育局联合开展校

园周边环境治理ꎬ 出动 １２ 名

执法人员参与全县中高考静音

工作ꎮ 整顿歌舞娱乐场所和艺

术品市场的监管ꎬ 采取联合执

法的机制ꎬ 检查经营单位 ５２
家 (次)ꎬ 发出整改通知书 ６
份ꎬ 查处违规经营影咖 １ 家ꎮ
加大对电影市场安全检查力

度ꎬ 确保在节假日和寒暑假等

敏感时期的安全形势ꎮ 培育画

廊行业ꎬ 规范艺术培训及艺术

品评比市场秩序ꎬ 保护知识产

权和消费者权益ꎬ 发挥画廊作

为艺术品市场主体性和基础性

作用ꎮ 鼓励画廊建立以经纪制

为主体的经营模式ꎬ 拓展艺术

品授权、 艺术品有限复制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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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务领域ꎬ 鼓励艺术博览会

建立以画廊为参展主体的营销

模式ꎬ 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画廊

进行艺术品投资和收藏ꎬ 推动

改善画廊发展的政策环境ꎮ 做

好开放性泳池安全隐患排查工

作ꎬ 暑假期间联合消防、 文体

广新局等相关单位在全县游泳

场所开展 “红线” 专项整治行

动ꎬ 对游泳场所是否公示相关

证件ꎬ 是否配备救生人员、 救

生设备ꎬ 是否设立安全指示标

志ꎬ 是否制定安全巡视制度和

安全应急预案进行检查ꎮ 全年

对游泳场所出动执法人员 ２００
多人次ꎬ 检查经营单位 ３９ 多

家次ꎬ 发出整改通知书 ５ 份ꎮ

【安全生产】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按照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谁主

管ꎬ 谁负责” 的原则ꎬ 加大文

化市场检查力度ꎬ 年初与县政

府签订 «２０１８ 年度安全生产管

理责任承诺书»ꎬ 落实 “党政

同责、 一岗双责” 的工作要

求ꎻ 在五一、 高中考及暑假、
十一、 元旦、 春节等重要节假

日ꎬ 制定专项行动方案ꎬ 开展

专项检查行动ꎬ 做好文化市场

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风险源排查

摸底工作ꎻ 与各类文化经营单

位签订 «守法经营安全生产责

任书»ꎬ 明确企业主体责任ꎻ
坚持每周例会都安排调度文化

市场安全监管方面的工作情

况ꎬ 及时研究解决相关问题ꎻ
实行班子成员轮流带队查安全

制度ꎬ 要求各班子成员不定期

带领执法人员到文化经营场所

进行检查、 指导安全生产工

作ꎬ 发挥执法部门的监管责

任ꎬ 督导各项任务落实ꎮ 坚持

有计划培训的方式对文化经营

单位进行安全生产培训 ２ 次ꎬ
集中对 ３０ 余名企业负责人和

安全管理员进行培训ꎮ

【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

台应用】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文

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加大对文化

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管理

工作人员的学习培训力度ꎬ 推

进平台使用常态化运行ꎬ 在全

县所有网吧安装网络 “潇湘”ꎬ
控制在线率在 ９０％以上ꎬ 实行

网络平台技术监控ꎻ 与所有网

吧业主签订 «守法经营责任

书»ꎬ 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心ꎬ
提高业务素质和操作技能ꎬ 规

范业务操作ꎮ 在数据的录入与

上报中确保每一项数据动态及

时、 真实有效、 准确无误ꎬ 做

到 “不少项、 不缺项、 不错

项”ꎬ 提升工作标准ꎬ 确保应

用质量ꎬ 推动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工作 “信息化、 规范化、 科

学化”ꎮ

【执法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抓

好学习培训ꎬ 加强队伍规范化

建设ꎮ 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学习教育和 “讲党性、
重品行、 作表率” 为主要内容

的党性党风教育ꎬ 提高执法人

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思想道德

素质ꎮ 开展法律法规和专业理

论知识学习ꎬ 制定学习计划、
学习制度ꎬ 坚持每周一学ꎻ 参

与省、 市安排的知识培训ꎬ 学

习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领域各项

法律法规ꎬ 注重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理论的学习ꎬ 掌握市场经

济规则ꎬ 增强按客观经济规律

办事的意识和能力ꎮ 加强业务

技能培训ꎬ 针对不同对象ꎬ 安

排人员参加相关部门组织开办

的各类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技能

培训班ꎻ 每周一为固定学习

日ꎬ 采取集体学习、 个人自学

等形式开展学习ꎮ 全年参加

省、 市各类学习培训班 ７ 期ꎬ
组织政治理论和法律法规学习

１１ 期ꎬ 累计参学人数 ２０１ 人

次ꎬ “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

与服务平台系统” 培训考试和

“七五普法” 学习考试通过率

１００％ꎮ 组织两次全县文化市场

业主法律法规培训ꎮ 参加市局

“大练兵大比武” 队员强化学

习培训 ２３ 天ꎬ 取得执法文书

与归档全市第一名ꎮ

【创城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按照

«２０１８ 年文明城市测评实地考

察指导手册» 和 «进一步加强

全国卫生城市创建工作的通

知» 要求ꎬ 开展创建全国卫生

城市工作ꎬ 确保网吧、 书店、
ＫＴＶ 等文化市场达到各项创城

目标ꎮ ４ 月 ２７ 日ꎬ 召开全局创

建全国卫生城市推进会议ꎬ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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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作任务ꎬ 部署安排各中队

队员加强网吧、 书店和 ＫＴＶ 等

文化市场执法检查ꎮ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 召开全县网吧市场创城整

治工作推进会议ꎬ 邀请县文广

新局、 县三创办等相关领导到

会进行培训指导ꎬ 采取以会代

训的形式ꎬ 提高网吧经营业主

对创城的认识ꎮ 加大巡查力

度ꎬ 每个网吧明确一名分管领

导具体负责ꎬ 两名执法人员按

时签到并不定时做好巡查ꎮ 每

周四检查沿街商户创城氛围和

门前三包责任制落实情况ꎬ 对

责任区内各居民环境卫生进行

督促ꎬ 确保环境卫生整洁ꎮ 加

强文化市场管理ꎬ 成立由局长

任组长ꎬ 分管局长任副组长ꎬ
各科室、 中队负责人为成员的

创建全国卫生城市领导小组ꎬ
印制 «２０１８ 年蓝山县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局全国卫生城市创建

工作实施方案»ꎬ 形成局长牵

头指挥、 分管领导主抓落实、
中队队长带队执法检查、 全体

执法人员齐抓共管的工作机

制ꎬ 提高文化执法工作的规范

性和战斗力ꎮ

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卫

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强化卫

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工作ꎬ 抓

好医疗机构卫生、 传染病防

治、 公共场所、 学校卫生监督

检查和打击 “两非” 等工作ꎬ
完成省、 市、 县下达的各项指

标任务ꎮ

【卫生计生监督能力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卫生计生综合

监督执法局加强队伍自身建

设ꎬ 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ꎬ 转

变工作作风和服务意识ꎬ 提高

卫生监督服务水平ꎬ 提升卫生

执法形象ꎮ 坚持和完善卫生执

法监督工作程序、 工作制度ꎬ
实行政务 “五公开”ꎬ 接受社

会各界和广大经营者对卫生监

督执法管理、 服务态度、 廉洁

执法等方面的监督ꎮ 开展卫生

行政执法能力建设ꎬ 参加省市

卫生计生监督局组织的组织的

业务培训ꎻ 强化网络培训ꎬ 局

卫生监督执法人员网络在线培

训学习每人达到 ９８ 个小时

以上ꎮ

【内部稽查规范执法行为】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卫生计生综合

监督执法局加大对卫生监督员

依法履责情况的稽查ꎬ 通过个

案稽查、 专项检查、 案卷评查

和社会评议等多种手段ꎬ 发挥

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作用ꎬ 规

范卫生监督执法行为ꎬ 落实卫

生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

制ꎮ 开展依法行政、 着装、 风

纪等工作ꎬ 确保工作时间举止

端庄、 语言规范文明ꎬ 无吃、
拿、 卡、 要等违规行为ꎮ 规范

卫生行政许可行为ꎬ 随机抽查

卫生许可档案资料、 行政许可

程序ꎮ 稽查卫生行政处罚案

件ꎬ 随机抽查行政处罚案卷 １２

份ꎬ 均合格ꎮ 做好案卷评查工

作ꎬ 局案件评查工作在全省卫

生监督工作大会上做典型发

言ꎬ 得到省卫生计生监督局

肯定ꎮ

【日常监督服务】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

局强化医疗执业及传染病防治

卫生监督管理ꎮ 对全县 ３４９ 家

医疗机构进行日常监督检查ꎬ
监督覆盖率 １００％ꎮ 以城乡结

合部、 农贸市场、 集市等人员

密集场所为重点开展传染病防

治、 健康教育宣传和打击非法

行医专项行动等工作ꎮ 出动执

法人员 ２９０ 余人次ꎬ 检查医疗

卫生机构、 零售药店、 计划生

育服务机构等 ３４９ 余户次ꎬ 查

处未取得 “医师执业证书” 行

医的 ６ 起、 罚款 １０ １ 万元ꎬ 未

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行医的 １ 起、 罚款 ０ ６ 万元ꎮ
查处医疗机构违法违规行为 ７
起ꎬ 警告 ４ 家、 罚款 ７ 家ꎬ 罚

款 ３ ７ 万ꎮ 接到举报案件 ３ 起ꎬ
其中 ３ 件立案ꎬ 均结案ꎬ １ 件

经调查后移交公安机关办理ꎮ
加强学校卫生监督管理ꎬ 加强

学校饮用水卫生监管、 教学环

境监管ꎬ 督促全县所有学校制

定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预案» «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

制度» «学校环境卫生检查制

度» «学校宿舍卫生管理制度»
«晨检制度»ꎮ 对 １２ 所中小学

的教学环境、 传染病防控、 饮

用水及校园卫生环境卫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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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进行监督抽检ꎬ 抽检 ２０
间教室采光照明ꎬ 开展学校卫

生监督评价ꎬ 监测学校各类饮

用水 ８６ 份ꎮ 加强公共场所卫

生的监督监测ꎬ 受理审批卫生

行政许可 ６６ 家ꎮ 对 ４ 家违反

卫生法律法规的单位实施卫生

行政处罚ꎬ 结案 ４ 家ꎬ 罚款金

额 １ ６ 万元ꎮ 对辖区内 ２１２ 户

公共场所进行经常性卫生监督

检查ꎮ 全年经常性巡回监督

３３０ 次ꎬ 监督覆盖率 １００％ꎮ 对

全县的住宿场所、 沐浴场所、
美容美发场所的公共用品用

具、 人工游泳场所消毒效果和

大型商场 (超市) 的空气质量

进行抽样检测ꎬ 抽检检测 ３９１
份ꎬ 合 格 ３８９ 份ꎬ 合 格 率

９９％ꎮ 加强生活饮用水卫生管

理ꎬ 对辖区内的市政供水单位

和农村生活饮用水日供水百吨

以上的集中式供水单位进行监

督检查ꎬ 对生活饮用水检测样

品数 ８３ 份ꎬ 其中全分析 １３ 份、
水源水 １ 份、 出厂水 １２ 份、 管

网 末 梢 水 ７０ 份ꎬ 合 格 率

１００％ꎮ 加强公共卫生监督协

管服务工作ꎬ 采取一对一现场

指导的方式ꎬ 带领卫生协管员

到被监督单位监督检查ꎬ 提高

卫生协管员的业务水平及服务

技能ꎮ 对卫生监督协管工作进

行两次考核ꎮ

【中心工作落实】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

局抓好创国卫和 “三城同创”
工作ꎮ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

到位ꎬ 监督覆盖率 １００％、 健

康体检率 １００％、 五病调离率

１００％ꎬ 公 共 场 所 量 化 分 级

９５％以上ꎬ 为公共场所 “ 五

小” 行业配备消毒柜、 保洁

柜、 灭蚊灯等卫生设施设备ꎮ
抓好责任路段的卫生清扫、 文

明劝导和单位内部的卫生工

作ꎮ 抓好综治维稳信访工作ꎬ
单位内部未发生一起群体性打

架、 斗殴、 械斗和闹事事件ꎬ
没有出现一例越级上访的案

件ꎬ 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和

治安案件ꎬ 没有发生一起安全

事故ꎮ 抓好精准扶贫工作ꎬ ３
名党员干部与浆洞小洞村 ３ 户

贫困户结对帮扶ꎬ 扶贫队员做

好走访慰问帮扶ꎬ 根据帮扶对

象实际制定帮扶计划ꎬ 安排办

公经费 ２ 万余元作为帮扶资

金ꎬ 用于贫困群众的生活和发

展生产ꎮ

疾病预防控制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落实全省疾病

预防控制工作会议及全市卫生

工作会议精神ꎬ 围绕 «永州市

县区卫生计生重点工作目标考

核方案»ꎬ 贯彻 “预防为主”
方针ꎬ 推进 “健康中国” 建设

和落实国家公共安全战略ꎬ 做

好重大传染病防控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ꎬ 落实

各项疾病预防控制与卫生应急

工作措施ꎬ 取得较好成效ꎮ 全

年接受从业人员预防性健康体

检 ５３６２ 人ꎬ 其 中 饮 食 行 业

２０２３ 人、 副食行业 １１５６ 人ꎬ
公共场所 １８７７ 人、 饮用水行

业 ３７ 人ꎬ 药品行业 ３５ 人ꎬ 其

他行业 ２４４ 人ꎮ 在 “２０１７ 年度

湖南省艾滋病抗体检查实验室

质量考评” 中被评为优秀ꎻ 在

“２０１７ 年度湖南省梅毒血清学

检测实验室室间质量考评” 中

被评为优秀ꎻ 被评为 ２０１７ 年

度湖南省艾滋病性病综合防治

工作先进单位ꎻ 被评为 ２０１７
年度永州市艾滋病性病综合防

治工作先进单位ꎻ 获得 ２０１８
年度永州市 “中国首届医师节

健康科普讲解大赛” 三等奖ꎮ
被蓝山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评为 “２０１７ 年度综合目标管

理考核” 优秀单位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传染病

防治法律法规落实不到位ꎬ 县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机构建设未

达到国家要求ꎻ 缺乏长效经费

保障机制ꎬ 县里没有建立重大

传染病疫情处理经费保障机

制ꎬ 传染病疫情控制应急防护

设备、 交通设备、 通讯设备、
检测设备、 检测试剂储备均难

达到要求ꎬ 县本级无专项健康

教育经费投入ꎻ 人员编制严重

不足ꎬ 专业结构不合理ꎬ 基层

公卫工作人员缺乏ꎬ 责任心不

强ꎻ 免疫规划项目工作有待进

一步提高ꎬ 乡镇预防接种工作

有迟种、 漏种现象ꎬ 部分乡镇

儿童个案信息录入到儿童预防

接种信息系统不及时ꎬ 未能及

时更新个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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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推行党支

部工作纪实落实ꎬ 执行 “三会

一课” 制度ꎮ 开展党员 “亮身

份、 践承诺、 比奉献” 活动ꎬ
推进周五政治学习日和每月支

部主题党日活动ꎮ ７ 月ꎬ 实行

党员量化积分管理工作ꎮ 按期

进行支部换届和 “五化” 支部

建设ꎮ ７ 月ꎬ 完成中心支部换

届ꎬ 中心支部分设为行政支部

和退休支部ꎮ 行政支部向县委

组织部申报创建 “五化” 党支

部ꎬ 在院内建设党建宣传栏和

国旗党旗升旗台ꎬ 按标准建设

党员活动室、 支部办公室、 会

议室等ꎮ 执行三重一大制度ꎬ
完善党内民主集中制度、 廉洁

自律有关制度等ꎬ 全年涉及三

重一大事项均落实民主决策制

度ꎮ 继续对口扶贫汇源乡荆竹

坪村ꎬ 年内完成该村贫困村整

体退出工作目标ꎬ 结对帮扶贫

困户 １０ 户ꎬ 年内脱贫 ４ 户ꎬ １０
户帮扶贫困户全部脱贫ꎮ 安排

１ 名党员专职驻村负责精准脱

贫攻坚工作中心ꎬ 中心主要负

责人均结对帮扶 ２ 户以上贫困

户ꎮ 帮扶汇源乡荆竹坪村资金

４０００ 元ꎬ 为村内集中式供水进

行免费检测ꎬ 为所有贫困户免

费进行健康检查和 ２ 次健康教

育知识宣讲ꎮ 发挥党员进社区

方式ꎬ 在龙泉社区开展健康知

识讲座 ２ 次和现场义诊宣传活

动ꎬ 为居民提供健康知识咨询

服务ꎬ 对辖区内年老体弱、 行

动不便的居民上门测量血压、

血糖ꎬ 宣讲高血压、 糖尿病等

慢性疾病的健康饮食、 合理用

药及体育锻炼等健康理念及常

见传染病的防治知识ꎬ 开展庆

祝建党 ９７ 周年活动ꎬ 组织全

体党员集中学习先进事迹、 廉

政教育ꎬ 并组织撰写学习心

得ꎮ 加强单位干部作风建设ꎬ
倡导 “爱国守法、 明礼诚信、
团结友善、 勤俭自强、 敬业奉

献” 的基本道德规范ꎬ 执行市

卫计委 “三必须、 三不准” 规

定ꎮ 组建专门的作风建设督查

班子ꎬ 定期开展中心内部作风

督查ꎮ 坚持 “以人为本、 服务

至上” 理念开展工作ꎬ 倡导和

发扬职业道德和人文精神ꎬ 开

展职业道德、 职业教育和法制

教育活动ꎻ 坚持合理检查、 合

理用药ꎬ 禁止任何形式的 “开
单提成” 和 “药品回扣”ꎻ 按

照 “文明单位” 服务标准ꎬ 开

展便民利民活动ꎬ 解决群众反

映的突出问题ꎬ 提高群众满意

度ꎮ 建立行风建设制度ꎮ 推行

首问负责制ꎬ 做到来访者有问

必答、 件件有回音ꎬ 事事有着

落ꎮ 落实主任接待日制度ꎬ 领

导轮流接待ꎮ 政务公开制度坚

持面向基层ꎬ 面向群众ꎬ 把群

众最为关心的办证条件、 办证

程序、 收费项目等对外公开ꎮ

【卫生技术人员素质提高】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先后派出 ５０ 余人次参加

省市疾控中心相关业务科室组

织的培训学习ꎬ 提高业务能

力ꎮ 中心内部组织相关业务科

室的培训 ８ 期次ꎬ 培训 ３００ 余

人次ꎮ

【传染病防控】 　 ２０１８ 年ꎬ 蓝

山县传染病疫情稳定ꎬ 未发生

重大传染病流行ꎮ 截止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全县报告乙丙类传染

病 １７８８ 例ꎬ 报告发病率 ４４７ /
１０ 万人ꎬ 病死率 ０ ５０％ꎮ 报告

病例数居前五位的乙丙类传染

病 病 种 依 次 为 手 足 口 病

(７１１)、 乙肝 (５０６ 例)、 肺结

核 (１８４ 例)、 梅毒 (１５６ 例)、
流行性感冒 (８６ 例)ꎬ 占报告

病例总数的 ９１ ８９％ꎮ 全县总

体疫情与 ２０１７ 年同期相比有

所下降ꎬ 乙丙类传染病增加

２３ ９９％ (增加 ３４６ 例)ꎮ 法定

传染病报告管理规范ꎬ 提高报

告综合质量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

末ꎬ 全县传染病报告质量评价

综合 率 １００％ꎮ 传 染 病 报 告

(卡) 及时率 １００％ꎻ 疾控机构

及时审核率 １００％ꎻ 网络正常

运行率 １００％ꎻ 重卡率 ０％ꎮ 规

范管理ꎬ 强化免疫规划工作ꎬ
全县各乡镇开展扩免疫苗的查

漏补种ꎬ 儿童基础免疫接种率

得到明显提高ꎮ 加强流动儿童

的管理ꎬ 做好流动儿童的建卡

建证工作ꎬ 基础免疫全程接种

率统计如下: 卡介苗接种 ３３７１
人ꎬ 接种率 ９９ ４４％ꎻ 脊灰接

种 １４４９３ 剂 次ꎬ 接 种 率

９７ ５６％ꎻ 百 白 破 疫 苗 接 种

１４６８１ 剂次ꎬ 接种率 ９７ ４６％ꎻ
麻风疫苗接种 ３３１９ 剂次ꎬ 接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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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率 ９７ ５６％ꎻ 乙脑接种 ６５１８
剂次ꎬ 接种率 ９７ ６６％ꎻ Ａ 群

流脑接种 ６４４７ 剂次ꎬ 接种率

９６ ６％ꎻ Ａ＋ｃ 群流脑接种 ５８９１
剂次ꎬ 接种率 ９７ ７９％ꎻ 甲肝

疫苗接种 ３２８１ 剂次ꎬ 接种率

９７ ５６％ꎻ 乙肝疫苗接种 １０１３６
剂次ꎬ 接种率 ９８ １８％ꎮ 全县

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均达到

９５％以上ꎬ 未发生疫苗接种安

全事故ꎬ 安全注射率 １００％ꎮ
进一步巩固狂犬病防控成果ꎬ
全县未报告狂犬病ꎬ 完成犬伤

者处理个案信息录入 ２３１３ 人ꎬ
采集动物标本 １７ 份ꎬ 均送市

疾控中心检验ꎮ 实施重点传染

病监测ꎬ 提高科学防控水平ꎬ
根据 «２０１８ 年湖南省重点传染

病监测实施方案» 的要求和全

省重点传染病监测会议精神ꎬ
制定 ２０１８ 年蓝山县霍乱、 人

禽流感、 狂犬病、 流感、 手足

口病等重点传染病监测实施方

案ꎬ 开展相关传染病的监测工

作ꎮ 加大霍乱疫源检索力度ꎬ
将监测重点调整到水体和水产

品上来ꎬ 按期完成内外环境的

监测任务ꎮ 全县登记腹泻病人

１５５０ 人ꎬ 检索 ３０８ 人ꎬ 结果全

为阴性ꎬ 霍乱检索率 １９ ８７％ꎻ
外环境样 １０８ 份ꎬ 其水体样 ４１
份ꎬ 水产品 ６７ 份 (甲鱼及甲

鱼水样 ３６ 份)ꎬ 检测结果全部

阴性ꎮ 根据省定常规监测方

案ꎬ 在蓝山县塔峰镇丫口富

村、 富阳头村开展家禽规模养

殖场 (户) 以及禽流感流行季

节在城区交易市场采集外环境

样进行常规监测ꎬ 上半年采样

３９ 份ꎬ 经核酸检测ꎬ ４ 月 ２９
日二市场 ２ 份外环境样人感染

Ｈ７Ｎ９ 阳性ꎮ 规范处置输入型

登革热疫情ꎮ １０ 月ꎬ 全县发生

２ 例输入型登革热疫情ꎬ 其中

１ 例死亡、 １ 例痊愈ꎮ 县疾控

中心组织相关人员开展疫情处

置: 开展密切接触者排查和医

学观察ꎻ 登革热地区返蓝人员

进行健康观察和告知ꎻ 开展布

雷图指数监测和登革热风险评

估ꎻ 开展登革热防控知识健康

教育ꎬ 发放宣传单 １０ 万张和

登革热防控知识海报 ５００ 张ꎻ
指导 和 协 助 开 展 灭 蚊 防 蚊

工作ꎮ

【卫生应急工作】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 蓝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召开全县卫生应急工作培训会

议ꎬ ２４ 个乡镇卫生院防疫专干

及线疾控中心有关人员参加培

训ꎮ 开展传染病预警预测ꎬ 排

查可疑传染病疫情ꎬ 坚持每天

２４ 小时应急值守ꎻ 县级疾控网

络巡查 ４ 次 /天ꎬ 节假日不休

息ꎬ 发现异常疫情信息及时分

析排查ꎮ 全县传染病预警信息

响应及时率为 １００％ꎬ 预警 ９５
次ꎬ 判定疑似事件 １７ 起ꎬ 现

场处置率 １００％ꎬ 预警信号阳

性率 １７ ８９％ꎮ 没有发生传染

病异常疫情信息延误处理现

象ꎮ 全年未发生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ꎮ

【结核病防控】 　 ２０１８ 年ꎬ 蓝

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加强日

常管理ꎬ 落实措施ꎬ 强化考核

及督导ꎮ 每天由网络管理员浏

览巡查结核病专报网ꎬ 发现有

不符合的情况ꎬ 及时与定点医

院沟通和指导ꎮ 根据网报信

息、 现场督导、 电话督导等相

关资料ꎬ 定期对各乡镇结核病

防治工作情况进行督导考核ꎬ
将督导考核情况进行反馈ꎮ 遵

循 «中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实施

工作指南»ꎬ 制定 “免费肺结

核病人治疗督导访视督导指导

意见书”ꎬ 做好免费治疗的结

核病人管理工作ꎮ 下发到各乡

镇卫生院ꎬ 要求各卫生医疗单

位防疫专干和乡村医生认真做

好宣传ꎬ 指导病人服药及其注

意事项ꎮ 县结防科督导员到各

乡镇、 村进行督导ꎬ 全年下乡

督导 ５ 轮次ꎬ 分别督导 １４ 个乡

镇 ７０ 次ꎬ 访视病人 ７０ 人次ꎬ
对边远山区和未及时到县结防

科取药的病人都给予补发药

品ꎬ 降低中断服药的现象ꎮ 推

进病人发现、 治疗及管理工

作ꎮ 做好病人发现工作ꎬ 发现

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１５６ 例ꎻ 其

中新涂阳病例 ４４ 例、 复治涂

阳病例 １３ 例、 培阳 ２ 例、 涂阴

病例 ９０ 例、 仅分子生物学阳

性 ６ 例、 病理学阳性 １ 例、 耐

多药病例目前确诊病例 ０ 例ꎮ
做好病人的治疗管理工作ꎬ 全

县登记涂阳患者 ８９ 例ꎬ 其中

新涂阳 ８０ 例、 复治涂阳 ９ 例ꎬ
对涂阳病人均实行全程督导化

疗ꎬ 共治愈涂阳患者 ８１ 例、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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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涂阳病人 ７２ 例、 复治涂阳

病人 ９ 例ꎬ 涂阳患者治疗成功

率为 ９１ ０１％ꎬ 登记涂阳病人

的治疗成功率达到国家结核规

划 ９０％的要求ꎮ 做好结核病人

归口管理与追踪ꎮ 全县非结防

机构网络直报肺结核病人 ３０４
例ꎬ 重报 ４５ 例ꎬ 有效网报 ２５９
例ꎬ 重报率 １４ ８％ꎻ 收到转诊

单 ２５３ 张ꎬ 转诊到位 ９２ 例ꎬ 转

诊到位率为 ３６ ３％ꎻ 应追踪人

数为 ２５９ 例ꎬ 实追踪病人 ２５９
例ꎬ 追踪率 １００％ꎬ 追踪到位

１４２ 例ꎬ 追踪到位率为 ５４ ８％ꎻ
总体到位人数为 ２５３ 人ꎬ 总体

到位率为 ９０ ２７％ꎮ 加强学校

结核病防控工作ꎬ 发现学校结

核病 ５ 例ꎬ 其中老师 ２ 例、 学

生 ３ 例ꎬ 分别对结核病患者所

在学校的密切接触者进行筛查

和结核病健康知识宣教ꎬ 筛查

３８４ 例密切接触者ꎬ 筛查结核

病患者 ０ 例ꎮ １０ 月ꎬ 响应省、
市文件精神ꎬ 贯彻落实全县各

学校入学新生肺结核病筛查工

作ꎬ 开展结核病症状筛查学校

(含幼儿园) １５９ 所ꎬ 筛查入

学新生 １０２５９ 人ꎮ 开展培训及

防治知识宣传ꎬ 培训各乡镇专

干和定点医院等结核病防治相

关人员 ７０ 余人ꎬ 培训全县 ４９
所学校班主任 １０００ 人左右ꎮ
结核病宣传日ꎬ 对 ２４ 个乡镇

进行联动宣传ꎬ 接收群众咨询

人数 １ 万余人ꎬ 发放宣传资料

３ 万多张、 粘贴画 ２０ 余张ꎬ 发

放宣传小册 ５０００ 余本ꎬ 悬挂

横幅或电子显示屏 ６８ 条ꎮ

【地方病防治】 　 ２０１８ 年ꎬ 蓝

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

«永州市 ２０１８ 年碘缺乏病监测

方案» 等相关文件精神ꎬ 抽查

塔峰、 新圩、 祠市、 土市、 荆

竹 ５ 个乡镇ꎬ 在上述监测乡随

机抽取 １ 所小学ꎬ 在每所小学

抽取 ４０ 名 ８~１０ 岁非寄宿学生

(年龄均衡、 男女各半)ꎬ 采集

尿样和学生家中食用盐样ꎬ 检

测尿碘和盐碘含量ꎮ 采用 Ｂ 超

法测量甲状腺容积ꎬ 计算甲状

腺肿大率ꎮ 在所抽取的 ５ 个乡

中各抽取 ２０ 名孕妇 (早、 中、
晚孕期尽量均衡)ꎬ 采集孕妇

尿样和家中食用盐ꎬ 检测尿碘

含量和盐碘含量ꎮ 碘盐检测:
本次采集食盐样品 ３００ 份ꎬ 其

中学生食盐样品 ２００ 份、 孕妇

食盐样品 １００ 份ꎬ 合格 ２９６ 份ꎬ
居民户碘盐合格率 ９８ ７％ꎬ 非

碘盐率 ０％ꎬ 经实验室质量检

测最高含碘量为 ４３ ７５ 毫克 /
千克ꎬ 最低 １８ ２９ 毫克 /千克ꎬ
中位数为 ２９ ３２ꎻ 碘盐的覆盖

率 １００％ꎬ 合 格 碘 盐 食 用 率

９８ ７％ꎮ 尿碘检测: 本次采集

五个乡镇尿样 ３００ 份ꎬ 其中学

生尿样 ２００ 份ꎬ 尿碘正常 １７３
份ꎬ 最高尿碘含量为 ４１９ ５ 微

克 /升ꎬ 最低为 ６６ ７ 微克 /升ꎬ
学生尿碘中位数为 ２１９ ０６ 微

克 /升ꎻ 孕妇尿样 １００ 份ꎬ 尿

碘正常 ８９ 份ꎬ 最高尿碘含量

为 ４９７ ５９ 微 克 /升ꎬ 最 低 为

９３ ６４ 微克 /升ꎬ 孕妇尿碘中位

数为 １８８ １４ 微克 /升ꎮ 甲状腺

容积检测: 采用 Ｂ 超法检查五

所小学 ０ 周岁~８ 周岁学生 ２００
人ꎬ 经测量甲状腺容积ꎬ ２００
名学生均未发现甲状腺肿大ꎮ
开展防治碘缺乏病日宣传活

动ꎬ 发放资料 ２０００ 余份ꎬ 接

收群众咨询 ３００ 多人次ꎮ ３ 月ꎬ
贯彻落实 «湖南省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消除疟疾行动计划»ꎬ 组织

疟疾防控工作培训 １ 次ꎬ 培训

对象为县直医疗机构、 乡镇卫

生院的检验人员和防疫专干ꎮ
对县中心医院和主要乡镇中心

卫生院进行防疟工作督导ꎬ 对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类指

导ꎬ 提高 “三热” 病人的血片

质量ꎬ 规范 “三热” 病人的血

检登记ꎮ 根据 « ２０１８ 年 “三

热” 病人血检工作计划»ꎬ 全

县 “三热” 病人血检人数不低

于 ２００ 人ꎬ 将 “三热” 病人血

检任务定点在县中心医院ꎮ 根

据县中心医院上报数据统计ꎬ
全县完成 “三热” 病人血检

２１２ 人ꎬ 未发现血检阳性病人ꎬ
阳性率为 ０％ꎻ 共复核阴性血

片 ２６ 张ꎬ 复核率为 １２ ３％ꎬ
未发现漏检ꎮ 加强健康教育ꎬ
提高疟防意识ꎬ 利用健康教育

宣传 栏、 黑 板 报、 广 播、 电

视、 报纸等宣传资源ꎬ 在全县

开展以 “消除疟疾ꎬ 谨防境外

输入” 为主题的宣传活动ꎬ 悬

挂横幅 １ 条、 发放宣传资料

２０００ 余份ꎬ 受教育 １８０ 余人

次ꎮ 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的统

一部署ꎬ 落实 «全国包虫病等

重点 寄 生 虫 病 防 治 规 划 »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防治措施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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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取塔峰镇、 毛俊镇、 所

城镇、 蓝屏乡、 早禾乡 ５ 个乡

镇做为监测点ꎬ 于 １１ 月 １２
日—１６ 日开展肝吸虫病和土源

性线虫病现状调查工作ꎮ 调查

发放粪盒 １０８０ 个ꎬ 收回粪盒

１０００ 人ꎬ 未检测出肝吸虫病和

土源性线虫病ꎬ 感染率 ０％ꎬ
所有数据均整理录入上报专项

系统ꎮ

【慢性病健康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开展慢性病筛查工作ꎬ 全县各

卫生医疗机构对高血压、 ２ 型

糖尿病人、 精神病人进行筛

查、 评估以及建立居民健康档

案ꎬ 做到慢性病患者一人一档

案ꎬ 全年筛查 ４８２３ 人ꎮ 落实

３５ 岁以上人群门诊首诊测血压

制度ꎬ 对所有 ３５ 岁以上人群

开展门诊首诊测血压ꎬ 对确诊

高血压患者进行登记管理ꎬ 建

立居民健康档案ꎬ 定期进行随

访ꎬ 每次随访均询问病情、 进

行体格检查及用药、 饮食、 运

动、 心理健康指导ꎬ 并做好相

关记录ꎮ 全年检测 ２ 万余人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全县管理

高血压患者 １６４４６ 人ꎬ 管理率

９９ ８％ꎬ 血压控制率 ８３ ３％ꎻ
管理糖尿病患者 ３５１９ 人ꎬ 管

理率 ９８ ２％ꎻ 管理精神病患者

１７２２ 人ꎬ 年管理率 ９９ ４％ꎬ 干

预率 ９１ ６％ꎮ

【职业人群万步有约活动】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ꎬ 由中共蓝

山县委、 蓝山县人民政府主

办ꎬ 县卫计委、 县总工会、 县

文广新局、 县疾控中心承办的

“湘江源头神美蓝山万步

有约” 健走活动在全国文明

村———毛俊村拉开帷幕ꎮ 发挥

疾控专业优势ꎬ 开展健康知识

讲座和健康知识答题ꎮ 对职业

人群健康进行指导和干预ꎬ 减

少行为习惯引发的身心疾病ꎮ
先后邀请 ２ 次万步网专业教练

到蓝山赛区进行健走姿势指

导ꎮ 申报开发健走场地 ７ 个ꎬ
各团队开展领队活动ꎬ 发起线

下实地健走活动和户外活动ꎬ
养成日行万步习惯ꎬ 远离慢性

病ꎮ 通过 １００ 天的万步比赛ꎬ
蓝山县队在全国 ４４９ 个队伍中

排名第 ６１ 名 (全国前 １５０ 名

的参赛区获得优秀健走示范区

称号)ꎻ 湖南省 ２２ 个队伍中ꎬ
排名第 １２ 名ꎻ 永州市 ４ 个队

伍中ꎬ 排第 ２ 名ꎬ 获全国优秀

健走示范区和示范区优秀组

织奖ꎮ

【职业病防治】 　 ２０１８ 年ꎬ 蓝

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规划

(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ꎬ 开展职

业病防治工作ꎮ ４ 月 ２７ 日ꎬ 在

县商业街、 湘威公司等场所启

动 “ «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

周” 活动ꎬ 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６０００ 份ꎬ 悬挂横幅 ２ 条ꎬ 在县

政府网宣传报道 １ 篇ꎮ 加强农

药中毒监测ꎬ 全年监测自服性

农药中毒 １０ 起、 中毒 １０ 人ꎬ
转愈 ９ 人、 死亡 １ 人ꎮ 重点做

好职业病体检调查ꎬ 全年接受

６ 家厂矿企业从业人员职业健

康体检ꎬ 体检 ９９１ 人ꎬ 其中上

岗前体检 １４５ 人、 在岗体检

８４６ 人ꎻ 接触重点职业危害因

素苯、 噪声在岗人员体检 ５９６
人ꎬ 其中接触苯危害因素体检

３８０ 人、 接触噪声危害因素体

检 ２１６ 人ꎬ 接触其他职业危害

因素体检 ３９５ 人ꎮ 职业体检异

常者要求用人单位进一步到上

级职业体检机构复检或转岗ꎮ
对接触重点职业危害因素从业

人员的体检结果上报国家职业

病监测系统ꎮ

【免疫规划】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稳步推进

免疫规划工作规范化与信息化

管理ꎬ 建立长效机制ꎮ 成立免

疫规划工作领导小组ꎬ 加强对

免疫规划工作的领导ꎬ 落实免

疫规划工作经费ꎬ 形成政府主

导、 卫生负责、 部门协作的工

作机制ꎮ 规范管理免疫规划工

作ꎬ 制定 «蓝山县预防接种单

位建设规范» «蓝山县预防接

种经费使用与管理办法» «蓝
山县免疫规划信息管理系统应

用管理办法 (试行) » 等规范

性文件ꎬ 促进免疫规划工作健

康发展ꎮ 建立免疫规划工作考

核机制ꎬ 做到职责明确、 奖罚

分明ꎬ 实行预防接种工作在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中的 “一票否

决” 制ꎮ 全县 ２５ 家预防接种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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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和 ４ 家产科接种点预防接

种工作ꎬ 除动物咬伤门诊外所

有接种单位全部实行信息化管

理ꎬ 全县有 ５ 个预防接种点完

成规范化门诊建设ꎮ 全县预防

接种门诊疫苗扫码接种覆盖率

１００％ꎬ 产科接种点疫苗扫码

接种覆盖率 １００％ꎮ 开展手机

ＡＰＰ 推广工作ꎬ 成功预约 ２７２２
人次ꎬ 下载关联 ０ 周岁 ~ ２ 周

岁儿 童 ７３５０ 名、 全 年 龄 段

１ ２２ 万名儿童ꎮ 根据省级疾控

要求ꎬ 开展灭活脊灰疫苗查漏

补种活动ꎬ 全县接种脊灰疫苗

２８００ 余针次ꎬ 接种率 ９６ ８％ꎮ
加强入学、 入托预防接种查

验ꎬ 开展秋季入托查验接种证

工作ꎬ 对全县 １０７ 所幼儿园和

４４ 所小学开展接种证查验工

作ꎬ 查验覆盖率 １００％ꎮ 应查

验儿童 １７７６５ 人ꎬ 实查验儿童

１７４９６ 人ꎬ 查证率 ９８ ４９％ꎻ 持

接种证人数 １７４７８ 人ꎬ 应补证

人数 ２８７ 人ꎬ 实补证人数 ２８７
人ꎻ 合计补种 ３９０９ 针剂次ꎮ
开展免疫针对性疾病的监测ꎬ
报告 ＡＦＰ 病例 ２ 例、 ＡＥＦＩ 病

例 ３２ 例ꎬ 均为一般反应ꎮ ４ 月

２５ 日ꎬ 全 县 围 绕 “ 预 防 接

种———孩子的权利、 社会的责

任” 的主题开展为期一周的预

防接种宣传周活动ꎬ 印发宣传

传单 １ 万余张发到各乡镇卫生

院ꎬ 到城区晨曦幼儿园开展免

疫规划宣传活动ꎬ 设立预防接

种咨询台、 发放宣传传单、 张

贴宣传标语、 宣传画等ꎮ 各乡

镇卫生院先后开展预防接种宣

传周活动ꎮ 全县出动医务人员

４８ 人次ꎬ 发放宣传传单 ３ 万

张ꎬ 张贴宣传标语 ２４ 条ꎮ

【食品安全与环境危害因素控

制】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做好食品化学污染

及有害因素常规监测ꎬ 采集食

品化学污染常规监测目标包

子、 馒 头、 面 包、 油 条ꎬ 大

米、 玉米等样品 ８４ 份ꎬ 其中

包子、 馒头、 面包、 油条各类

监测样品共 ２４ 份ꎬ 检测含铝

添加剂项目ꎬ 其中包子、 馒

头、 面包合格率 １００％ꎻ 油条

含铝添加剂合格率 ３３ ３％ꎮ 监

测大米、 玉米 ６０ 份ꎬ 监测镉

和总砷项目ꎬ 检测结果显示合

格率 １００％ꎮ 做好食品微生物

及致病菌常规监测ꎬ 采集食品

微生物及致病菌常规监测目标

面包、 蛋糕 ２０ 份ꎬ 监测细菌

总数、 大肠菌群、 金黄葡萄球

菌、 霉菌、 沙门氏菌等项目ꎮ
细菌总数合格率为 ９０％ꎬ 大肠

菌群、 金黄葡萄球菌、 霉菌、
沙门氏菌合格率均为 １００％ꎮ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样品的采

样、 储存、 运输、 检验均按照

国家标准及国家食品风险监测

２０１８ 工作手册要求进行ꎮ 做好

食源性疾病常规监测ꎬ 全年监

测食源性疾病病例任务为 ７５０
例ꎬ 其中人民医院上报疑似食

源性疾病 １８０ 例ꎬ 妇幼计生服

务站上报疑似食源性疾病 １２０
例ꎬ 其他新增 １５ 家哨点医院

上报例 ４５０ 例ꎬ １７ 家报告医院

完成全年计划数的 １０８ １％ꎮ
监测食源性爆发事件 ６ 起ꎬ 蘑

菇中毒 ５ 起ꎬ 监测淡水石斑鱼

鱼籽中毒 １ 起ꎬ 暴露人数 ３６
人ꎬ 发病人数 ２４ 人ꎬ 无 １ 人

死亡ꎮ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测】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采集市政供水水质样品 ９０
份ꎬ 其中出厂水 １５ 份、 末梢

水 ７５ 份ꎬ 常规检测项目 １２ 项

和 ３４ 项ꎻ 合格率均为 １００％ꎬ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

度末梢水水质监测结果分别在

县政府网进行公示ꎬ 发放饮用

水宣传资料 ３ 万份ꎮ 中心饮用

水监测领导小组对县属的 １３
个建制乡镇的 １７ 个农村水厂

和 ３ 所学校以及 １ 个市政供水

的饮用水进行枯水期和丰水期

采样检测ꎬ 采集水质样品 ８６
份ꎬ 其中出厂水 ３６ 份、 末梢

水 ５０ 份ꎬ 督导水厂消毒 １７ 家ꎬ
培训饮用水管理人员 １７ 人ꎮ
出厂水 ３６ 份ꎬ 合格 ２０ 份ꎬ 合

格率 ５５ ５％ꎻ 末梢水 ５０ 份ꎬ
合格样品 ２２ 份ꎬ 合格率 ４４％ꎮ
３ 月份ꎬ 中心对县属 ４６ 所学校

的饮用水进行安全卫生监测ꎬ
并对学校饮用水管理人员进行

饮用水消毒技术指导ꎮ 监测学

校各类饮用水 ５７ 份ꎬ 监测项

目 ５ 项 (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

群、 耐热大肠菌群、 大肠埃希

氏菌)ꎮ 其中末梢水 ３２ 份ꎬ 占

监测水质样品的 ５６ １％ꎻ 直饮

水 ８ 份ꎬ 占监测水质样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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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０％ꎻ 自备水 １７ 份ꎬ 占监测

水质样品的 ２９ ８％ꎮ 监测各类

水质样品 ５７ 份ꎬ 合格 ２５ 份ꎬ
合格率 ４３ ８％ꎬ 其中自备水合

格 ７ 份ꎬ 占合格样品的 ２８％ꎻ
末梢 水 合 格 １０ 份ꎬ 占 合 格

４０％ꎻ 直饮水合格 ８ 份ꎬ 占合

格样品的 ３２％ꎮ

【公共场所卫生监测】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卫生监测人员按照中心制定的

公共场所监测方案ꎬ 开展公共

场所卫生监测工作ꎬ 重点监测

住宿场所、 美容美发、 酒店等

公共场所场所ꎬ 监测公共场所

８６ 家ꎮ 其中宾馆、 酒店 ３４ 家ꎻ
美容美发 ４２ 家ꎻ 养生馆 ２ 家ꎮ
采集样品 １９８ 份ꎬ 其中空气样

品 １７ 份、 公共用品 １８１ 份ꎬ 监

测项目细菌总数、 总大肠菌

群、 金黄葡萄球菌、 霉菌等项

目ꎮ 其中空气合格率 １００％ꎬ
生活用品合格率 ９７ ０１％ꎮ

【健康教育】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加强健康

教育队伍的能力建设ꎬ 提高健

康教育工作质量和水平ꎮ 充实

和调整健康教育组织和网络名

册ꎮ ５ 月 １８ 日ꎬ 举办 ２０１８ 年

“三城同创” 宣传文化与健康

教育工作培训会ꎮ 利用大众媒

体开展传染病防治、 健康教育

科普相关知识的宣传ꎻ 县健康

教育所印制 ２ 万册健康素养 ６６
条读本、 控烟折页等健康科普

资料并发放给群众ꎮ 县健康教

育所结合 “３２４” 结核病宣

传日、 “４２５” 全国预防接种

日、 “４２５—５１” 日职业病

防治宣传周、 “４２６” 全国疟

疾日、 “５１２” 应急宣传周、
“５１５” 全国碘缺乏病宣传

日、 “６３０” 世界无烟日、 “８
８” 全民健身日、 “９１” 全

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日、 “９
２０” 全国爱牙日、 “１０８” 全

国高血压宣传日、 “１０２９”
脑卒中宣传日、 “１１１４” 世

界糖尿病宣传日、 “１２１” 世

界艾滋病宣传日等重要时间节

点ꎬ 组织医疗卫生、 社区、 乡

镇卫生院相关机构人员在县城

繁华路段开展防病健康教育宣

传活动ꎬ 普及群众防病知识ꎻ
活动展出宣传板 ２０ 多块ꎬ 发

放各类宣传单 ２０ 余种 ５ 万多

份ꎬ 宣传手袋 ２ ４ 万个ꎬ 出动

宣传车 ２０ 多台次ꎬ 现场接受

咨询群众 ８０００ 多人次ꎬ 县电

视台播出节目 １０ 多次ꎮ 县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全县中小学

开展健康教育知识、 结核病防

治、 学校常见病知识等讲座ꎮ
３ 月 ２２ 日下午ꎬ 中心组织专业

技术人员在县城一完小学校开

展学校结核病疫情处置应急演

练ꎬ 同时对该校师生进行一次

结核病防治知识讲座ꎬ 进一步

增强师生们的防病意识及自我

防护能力ꎮ 利用多媒体向学生

宣传相关知识ꎬ 接受教育学生

２０００ 多人次ꎬ 发放各类宣传资

料 ３ 万多份ꎮ 建立巩固健康教

育宣传阵地ꎬ 开展健康教育工

作ꎮ 在县城各机关单位、 重点

公共 场 所、 医 院、 学 校、 社

区、 企业均建立固定的健康教

育宣传栏、 黑板报等宣传阵

地ꎬ 结合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标

准ꎬ 开展与季节、 行业相适应

的健康知识教育ꎮ

妇幼保健计划

生育服务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妇

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按照

“为民、 务实、 清廉” 的要求ꎬ
坚持 “以保健为中心ꎬ 以保障

生殖健康为目的ꎬ 面向基层、
面向群体” 的妇幼卫生工作方

针ꎬ 开展与妇女儿童健康相关

的基本医疗服务ꎬ 履行公共卫

生职责ꎬ 较好完成各项指示性

任务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专业技

术人才匮乏ꎬ 医务人员普遍缺

乏临床经验ꎻ 妇幼健康服务工

作任务重ꎬ 指标压头ꎻ 孕产妇

死亡控制压力大、 无专项救治

经费ꎮ

【妇幼健康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重点控制孕产妇死亡率ꎮ
加 强 母 婴 安 全 管 理ꎬ 制 定

«２０１８ 年蓝山县高危孕产妇管

理实施方案»ꎬ 加强全县高危

孕产妇的管理工作ꎬ 对筛查出

来的孕产妇进行专册登记管

理ꎻ 畅通孕产妇的急救 “绿色

通道”ꎬ 完善全县危重孕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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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救治体系ꎬ 对危重孕产妇由

主要负责人调度救治ꎬ 由分管

负责人督促追踪ꎬ 并给予经济

救助ꎻ 开展危重孕产妇的评审

工作ꎬ 总结和推广危重孕产妇

救治经验ꎬ 提高医疗保健机构

产科诊疗水平和服务质量ꎬ 全

年孕产妇死亡零例ꎮ 开展 ５ 岁

以下儿童死亡监测质控ꎬ 提高

儿童死亡信息上报ꎻ 组织新生

儿窒息复苏培训ꎬ 对全县从事

产科、 婚检、 计划生育等专业

人员进行培训ꎻ 落实产儿科医

师协作制度ꎬ 提高新生儿复苏

成功率ꎬ 降低新生儿死亡率ꎻ
召开新生儿死亡评审会ꎬ 总结

和推广救治经验ꎬ 提高诊疗水

平ꎬ 全年 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 ２６
例ꎬ 死亡率 ６ ８５‰ꎮ 全县医疗

机构活产数 ３５９６ 人ꎬ 剖宫产

活产 数 １３０８ 人ꎬ 剖 宫 产 率

３６ ３７％ꎬ 首次剖宫产 ５４１ 人ꎬ
首剖率 １５ ０７％ꎮ 落实出生缺

陷综合防治工作ꎬ 逐步建立政

府主导、 部门配合、 群众参与

的出生缺陷综合防控机制ꎻ 将

产前筛查纳入计划生育考核重

要内容ꎬ 实行每月通报制度ꎬ
较好完成各项工作指标ꎮ 加强

产前筛查、 产前诊断工作ꎬ 按

照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

«关于坚持和完善计划生育目

标管理责任制的意见»ꎬ 县卫

计委 «关于落实蓝山户籍育龄

妇女在外省医疗卫生机构实施

产前中筛、 产前诊断补助实施

方案»ꎬ 从 ９ 月 ７ 日起ꎬ 对外

地产筛和产前诊断分别补助

１００ 元和 ５００ 元ꎮ 把产筛任务

数分配到各乡镇ꎬ 列入考核内

容ꎬ 每月督查排名通报ꎬ 完成

筛 查 数 ３０２５ 例ꎬ 完 成 率

１００ ８３％ꎬ 产 前 诊 断 率

５９ ４３％ꎬ 全市排名第五名ꎮ 做

好新生儿疾病筛查ꎬ 做新生儿

疾病 筛 查 ３１９３ 人ꎬ 筛 查 率

９６ ７７％ꎬ 达到市定 ９５％目标ꎬ
筛 查 出 高 ＴＳＨ 血 症 零 例ꎬ
Ｇ６ＰＤ 缺乏症零例ꎮ 新生儿听

力筛查人数为 ３５２７ 人ꎬ 筛查

率 ９８ ０８％ꎬ 达到市定 ９５％的

目标ꎮ 地中海贫血筛查 １３２１
人ꎬ 筛查率 ３７ ０２％ꎮ

【儿童保健合格县创建成果巩

固】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各乡镇

卫生院进一步按照 «湖南省儿

童保健服务规范化建设标准及

考核评分细则 (乡级) » 标

准ꎬ 落实配备房屋、 人员和设

备ꎬ 县卫计委于 ７ 月对全县儿

保工作进行专项督导ꎬ 对各乡

镇儿保工作存在的问题要求限

期整改ꎮ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 组织全

县儿童保健工作培训ꎮ １０ 月ꎬ
根据市卫计委安排ꎬ 由蓝山县

卫计委、 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实际拍摄的妇幼健康

扶贫的微电影 «爱为心舟» 获

国家卫健委首届 “妇幼健康中

国行” 微电影、 微视频优秀作

品奖ꎬ 是五个获奖作品之一ꎮ

【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推进】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妇幼

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推进国

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

目ꎬ 完成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目标检测人群 ４０９０ 人次ꎬ
目标人群覆盖率 １０２ ２％ꎬ 早

孕随访率 １００％ꎬ 妊娠结局随

访率 １００％ꎬ 室间质评合格率

９０％ꎮ 加强农村适龄妇女 “两
癌” 免费检查ꎬ 成立由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周晓芬任组长的农

村适龄妇女 “两癌” 检查领导

小组ꎻ 县妇联、 县卫计委、 县

财政局联合下发 «关于印发

‹２０１８ 年蓝山县农村妇女 “两
癌” 检查项目管理实施方案›
的通知»ꎬ 项目工作由县妇联

牵头ꎬ 对县卫计委、 县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各乡

(镇) 街道办、 乡镇卫生院等

单位职责进行明确分工ꎬ 落实

相关职责ꎻ 把 ５０００ 例检查任

务按照精准扶贫村优先的原则

分配到各乡镇ꎬ 与乡镇街道办

事处签订责任状ꎻ 完成检查人

数 ５１２５ 人ꎬ 完成率 １０２ ５％ꎬ
确诊宫颈癌 １ 例、 乳腺癌 ２ 例ꎬ
均送到省肿瘤医院或郴州第一

人民医院手术治疗和化疗ꎮ 全

县 １６ 个乡镇及城镇落实免费

叶酸ꎬ 服用人数 ５７９９ 人、 增

补率 ９６ ５２％ꎬ 依从人数 ５２９２
人、 依从率 ９１ ２６％ꎮ 开展免

费医学婚前检查ꎬ 减少出生缺

陷发生率ꎬ 全年婚前检查人数

２３０２ 对ꎬ 婚姻登记人数 ２０１６
对ꎬ 婚检率 ８７ ５８％ꎮ 开展预

防和阻断艾滋病的母婴传播工

作ꎬ 重点做好孕早期和孕中期

的筛查ꎮ 梅毒检测人数为 ３５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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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ꎬ 检测率 １００％ꎬ 其中孕期

检测 人 数 ３５３０ 人ꎬ 检 测 率

９８ ９３％ꎬ 检出梅毒阳性 ７ 例ꎬ
阳性检出率为 １ ９８％ꎻ 乙肝检

测 人 数 ３５６８ 人ꎬ 检 测 率

１００％ꎬ 其中孕期检测人数为

３５３０ 人ꎬ 检测率 ９８ ９３％ꎬ 检

出乙肝阳性 ４３０ 例ꎬ 阳性检出

率 １２ １８％ꎮ

【孕产妇系统管理和儿童系统

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辖区

产妇总数 ４７９１ 人ꎬ 活产 ４８４４
人ꎬ 孕妇建卡 ４７０３ 人ꎬ 建卡

率 ９８ １６％ꎻ 产 前 检 查 ４７１４
人ꎬ 产前检查率 ９８ ４５％ꎻ 早

孕 检 查 ４６６９ 人ꎬ 早 检 率

９７ ４５％ꎻ 产后访视 ４６１１ 人ꎬ
产后访视率 ９６ ２４％ꎻ 住院分

娩 ４７９１ 人ꎬ 住 院 分 娩 率

１００％ꎻ 筛查高危孕产妇 １２６６
人ꎬ 高危筛查率 ２６ ４２％ꎮ 全

县 ０ 岁 ~ ６ 岁儿童总数 ３８７７４
人ꎬ 保健覆盖 ３６４８８ 人ꎬ 覆盖

率 ９４ ０５％ꎬ ３ 岁以下儿童数

１９００２ 人ꎬ ３ 岁以下系统管理

人数 １７２２７ꎬ 管理率 ９０ ６６％ꎮ

蓝山县中心医院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中

心医院围绕 “调结构、 保稳

定、 促服务、 惠民生” 战略ꎬ
落实围绕卫计工作重点和医院

年度工作计划ꎬ 提高医疗质量

和服务能力ꎬ 强化医院 ６Ｓ 管

理ꎬ 加强公立医院改革ꎬ 各项

工作取得一定成绩ꎮ 是年ꎬ 医

院全年门、 急诊量 ３３５０５７ 人

次ꎬ 增长 ３ ８３％ꎻ 医疗收入完

成 ２ ４９３ 亿元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同期

增加 １９５６ 万元ꎬ 增长 ８ ５１％ꎻ
其中药品收入 ８１６５ 万元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同期增加 ６８６ 万元ꎬ 增

加 ９ １７％ꎻ 全院平均药占比

(不 含 中 药 ) ２９ ５６％ꎬ 下 降

０ ６１％ꎻ 各项业务实现县委、
县政府提出目标要求ꎮ

【医疗护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中心医院加强医疗护理质量

管理ꎬ 健全医疗质量控制体

系ꎮ 加强医护人员对专业知识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与考

核ꎻ 加强对高危病人的管理ꎬ
加强环节质控和终末质控ꎬ 开

展 “平安医院建设” “医疗、
护理质量安全” 等活动ꎬ 提高

医疗护理质量和水平ꎮ 医院医

疗纠纷下降 ２５％ꎬ 院内感染率

始终保持在全省平均线以下ꎮ

【党风廉政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中心医院坚持党建引

领ꎬ 推进党建和意识形态工

作ꎮ 医院党委通过开展 “亮身

份、 树形象、 作表率” 活动、
主题党日、 周五政治学习日、
道德讲堂、 知识竞赛等活动ꎬ
推进医院党建工作ꎻ 营造红色

党建文化氛围ꎬ 打造红色党建

宣传长廊ꎮ 行政支部在县五化

建设中被评为 “优秀党支部”ꎮ
做好精准扶贫工作ꎬ 针对结对

帮扶户的困难和问题ꎬ 多次入

户走访ꎬ 实施点对点的精准帮

扶ꎮ 推进村项目建设ꎬ 建设村

活动中心、 车线坪、 渣梨板的

组道硬化等ꎻ 开展医疗帮扶ꎬ
到帮扶村开展大型义诊ꎬ 发放

药品价值 ２ 万余元ꎻ 开展产业

扶贫工作ꎬ 引导 ３９ 户自主发

展产业ꎬ ５５ 户加入村里的中草

药种植和茶叶种植合作社ꎻ 对

部分特殊困难的贫困户给予专

项帮扶ꎻ 为茶源坪村筹集专项

帮扶资金 １０ 万元ꎻ 开展党建

扶贫工作ꎬ 茶源坪村 ３９ 户贫

困户脱贫ꎬ 实现全村整村脱贫

工作目标ꎮ 开展 “医德医风专

项整治” 活动ꎬ 落实 “三必

须、 三不准” “十八项核心制

度”ꎬ 执行首问负责制度ꎬ 推

行 “合理用药、 合理检查、 合

理治疗、 合理收费” 工作规

范ꎬ 提升医院医疗质量ꎮ 在督

查中约谈 １６ 人ꎬ 对医务人员

违规情况进行全院通报ꎮ 收到

锦旗 ２０ 余面、 感谢信 １０ 余封ꎬ
拒收红包 １２ 人次ꎬ 合计金额

４３００ 元ꎬ 拾金不昧 １０ 人次ꎬ
无偿献血 ６９ 人次ꎬ 共计献血

量 ２ ５５ 万毫升ꎬ 紧急献血 １１
人ꎬ 合计献血 ０ ４３ 万毫升ꎮ

【内部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中心医院推行精益管理ꎬ 树

立 “大成本观”ꎬ 从微观和客

观层面实质性提高医院内部管

理效能ꎮ 降低各项成本 (药

品、 耗材成为医院的主要成

本)ꎮ 建立资产和财务内控制

度ꎬ 减少浪费和资产流失ꎮ 加

强设备共享ꎬ 提高设备配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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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效率 (如设备的物联网管

理)ꎮ 加强医院五化建设和职

工的教育、 培训ꎮ 重构 “以病

人为中心” 的医院业务和管理

流程ꎬ 形成适应全生命周期、
全疗程服务的最优价值流和最

低成本的医院经营管理模式ꎮ
医保结算方式实行总额预付ꎬ
按人头付费ꎬ 按病种付费 (或
ＤＲＧＳ) 和总按项目付费的综

合付费方式ꎮ 实行采购 “二次

议价”ꎬ 降低病人的次均诊疗

费用ꎬ 通过 “政策引导ꎬ 市场

调节ꎬ 政府监管” 减轻医保压

力ꎮ 对医院护士长ꎬ 临床、 医

技、 药剂科室主任、 副主任岗

位采取公平竞争的方式ꎬ 实施

竞聘上岗ꎬ 优化医院中层干部

队伍结构ꎮ 按照规定进行公务

接待ꎬ 全年公务接待总费用为

１６ 万元ꎬ 比 ２０１７ 年降低 １１ 万

元ꎮ 加强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

力度ꎬ 派出 ５３ 名骨干人员外

出培训学习ꎬ 开展专题讲座 １９
次ꎮ 加强胸痛中心、 卒中中

心、 创伤中心、 危重新生儿和

孕产妇救治中心、 影像中心等

特色科室的建设ꎬ 将介入诊疗

技术向肿瘤和外周血管等学科

上延伸ꎮ 各科室开展多项新技

术和新项目的临床应用ꎬ 提升

患者生活质量ꎮ 是年ꎬ 介入室

开展介入治疗 ４３６ 例ꎬ 新开展

经皮穿刺选择性血管栓塞、 肿

瘤靶血管化疗灌注栓塞、 脑动

脉瘤栓塞、 出血血管栓塞、 下

肢静脉曲张射频治疗、 心脏起

搏器植入术、 腔静脉滤器植

入、 主动脉球囊反搏术ꎻ 骨一

科为百岁老人施行 “左股骨粗

隆间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术”ꎬ
新运用 ３Ｄ 打印技术加金属垫

块行髋臼侧大量骨缺损髋关节

翻修术ꎻ 骨二科新开展腰椎退

变并侧后凸畸形手术、 三六零

混元周天针灸ꎬ 完成首例高龄

患者颈髓损伤手术ꎻ 放射科新

开展 ＣＴ 双下肢 ＣＴＡ 检查ꎻ 病

理科新开展全自动免疫细胞化

学染色系统 ( Ｐ１６) 二联检ꎻ
卒中中心完成省市的授牌ꎬ 通

过卒中地图验收ꎬ ＤＮＴ 时间最

短为 ２９ 分钟ꎻ 北急诊新开展

单泵血液灌流机治疗急性中

毒ꎻ 康复科新开展中医定向透

药疗法ꎻ 妇产科新开展妊娠期

高血压的监测诊断ꎻ 外二科完

成首例腹腔镜下胆总管探查、
胆总管取石、 Ｔ 管引流术ꎬ 双

镜联合碎石、 取石ꎬ 经尿道前

列腺剜除术 ＴＵＥＲＰꎻ 儿二科新

开展过敏源监测ꎻ 手术室完成

永州市第二例、 县级医院首例

脊髓吗啡泵植入术ꎻ 麻醉科新

开展神经刺激仪及 Ｂ 超引导下

下肢神经阻滞等新技术ꎮ ３ 月ꎬ
北院成为湘中医联盟医院ꎮ 加

大中医项目的推广和中医人才

培养ꎬ 派遣针灸推拿康复科医

生、 护士到省中医附一医院轮

训ꎬ 在北院新建康复训练室ꎬ
为脑卒中、 骨科患者康复提供

条件ꎮ

【医院服务能力提升】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中心医院开展 “上

联三甲” 的医联体专科联盟和

“下联乡镇” 的医共体建设工

作ꎮ 利用三甲医院资源ꎬ 拓展

专科发展ꎬ 实现县域内 ９０％病

人 “大病不出县” 的诊疗目

标ꎮ ８ 月 ６ 日ꎬ 与毛俊中心卫

生院建立医共体ꎬ 对毛俊分院

ＤＲ、 Ｂ 超和化验室进行装修及

线路改造ꎮ 打造信息化机房建

设ꎬ 在外科楼十楼建设面积为

２００ 平方米的 “Ｂ” 类标准化

机房ꎬ 完成机房基础建设ꎬ 提

供远程会诊中心ꎬ 与乡镇及上

级医院进行实时视频远程医疗

会诊ꎮ 加强药事管理工作ꎬ 提

倡使用国家基本药物ꎬ 将基本

药物使用纳入医院绩效考核内

容ꎮ 医院药品使用情况均符合

上级要求ꎬ 国家基本药物采购

金额 占 药 品 总 采 购 金 额 的

５０ ０５％ꎻ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

用率 ４８ ９５％ꎻ 门诊抗菌药物

静脉使用率为 １２ ２０％ꎻ 门诊

抗菌药物处方比例为 １７ ５５％ꎮ
成立 “两票制” 领导小组ꎬ 制

定并下发实施方案ꎬ 组织相关

人员进行培训ꎬ 将 “两票制”
的落实纳入医改工作考核项

目ꎬ 制定奖罚措施ꎬ 并与绩效

考核挂钩ꎮ 进一步完善常用低

价药品议价机制、 急抢救和短

缺药品采购机制、 备案采购药

品工作机制ꎬ 传播安全用药、
合理用药理念ꎮ 持续开展优质

服务ꎬ 推进 １００％回访制ꎬ 公

示明确十条改善医疗服务措

施ꎬ 巩固落实出院患者 １００％
回访制ꎬ 根据回访结果改进服

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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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ꎬ 全年完成回访患者 ３９３３７
人ꎬ 回访率 ９９ １３％ꎮ 持续开

展 “文明服务窗口、 优质服务

举措” 竞赛活动ꎬ 涵盖临床、
医技、 后勤在内的 ４８ 个科室ꎬ
推出创新优质服务举措 ７６ 条ꎬ
涌现 ５３ 例典型的服务亮点、
医患感人场景和正能量事件ꎮ

【健康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中心医院为贫困户专门建立

“一站式” 结算服务绿色通道ꎬ
落实 “先诊疗、 后付费” 救治

机制ꎮ 持续开展希望工程和

“小善举大爱心” 公益活动ꎮ
开设扶贫病房、 糖尿病俱乐

部、 肿瘤俱乐部、 康复俱乐

部ꎬ 全年减免糖尿病、 肿瘤、
中风等患者费用 １０ 万元ꎻ 减

免孤寡老人、 三无人员等医药

费用 ６４ 万余元ꎻ 免费做白内

障 ３６０ 例、 胬肉 １７４ 例ꎬ 减免

费用 ４８ 万余元ꎮ 开展孕产妇

学校培训ꎬ 为近 ４００ 名孕妇进

行健康指导及咨询ꎬ 提供免费

检查 ３ 万余元ꎮ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中心医院对所有乡

镇卫生院开展对口支援工作ꎬ
为基层卫生人员开展讲课、 培

训 ２２ 次ꎬ 巡回义诊 ５０ 次ꎮ 协

助各乡镇卫生院进行家庭医师

签约服务ꎮ 与乡镇卫生院建立

“双向转诊” 制度ꎬ 乡镇卫生

院转院 ６４７ 人次、 下转患者

１３０ 人次ꎮ

【 “三城同创” 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中心医院按照县三

创办工作的部署ꎬ 开展 “三城

同创” 工作ꎬ 每周进行大扫

除ꎬ 对每次创卫办检查存在的

死角进行改进ꎬ 形成 “三城同

创” 工作常态化ꎮ 在 ２０１８ 年

“三创” 工作季度评比中ꎬ 获

得二等奖 １ 个、 三等奖 １ 个ꎮ
成立以宣传科牵头的省文明标

兵单位创建小组ꎬ 通过省文明

标兵单位预审ꎮ 医院涌现出一

批优秀个人及先进集体ꎬ 如湖

南好医生刘莉兰、 市优秀医师

管财定、 市优秀护理管理者钟

小青、 市优秀护士邓顺竹、 市

优秀志愿者黄毅和黄嘉敏、 市

青年岗位能手罗丹ꎬ ＩＣＵ 获得

湖南省 “优秀护理单元” 称

号ꎮ 开展全院职工 “优质服务

杯” 拔河比赛ꎬ 在全县 “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 大合唱上获

一等奖ꎬ 在南七县职工篮球联

赛获男子组女子组双料亚军ꎬ
在 “健康湖南” 全民运动会篮

球比赛中获得亚军和优秀单

位ꎮ 在全院开展员工满意度调

查ꎬ 完善各项管理服务工作ꎮ
加强后勤保障服务ꎬ 在北急诊

增设电梯 １ 台ꎬ 解决北院楼房

的漏雨漏水现象ꎬ 方便急诊病

人就医ꎻ 更换污水设备ꎬ 确保

污水处理达到环保要求ꎬ 新建

标准化医疗废物存放间ꎻ 对北

院花园及道路的改造ꎬ 加强北

院的亮化度、 整洁度ꎻ 在南门

诊大楼顶楼安装专供用水设

备ꎬ 解决血透室的用水问题ꎬ

对南院每次创卫办检查存在的

死角进行改进ꎻ 对南院中央空

调进行大维保ꎬ 确保空调正常

运转ꎮ

【形象宣传】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中心医院转变宣传形式ꎬ 利

用 “互联网＋” 等模式ꎬ 做好

医院宣传工作ꎮ «湖南日报»
«永州日报» «今日头条» 等

省市媒体刊发医院稿件 ３６ 篇ꎬ
蓝山新闻网、 政府网等县级媒

体刊发稿件 １８３ 篇ꎬ 比 ２０１７ 年

增加 ２０ 多篇稿件ꎮ 电视台播

出医院相关新闻 ３２ 条ꎬ 医院

公众号发布资讯 １６８ 条ꎬ 公众

号发布量增长 １ ８ 倍ꎬ 关注人

员增加 ５０００ 多人ꎮ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

公司蓝山县分公司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湖南省新

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蓝山县分

公司推进各项工作落实ꎮ 是

年ꎬ 春秋季教材教辅发行平稳

有序ꎻ 教育类产品完成年度任

务的 ５１ ９２％ꎻ 完成门店改造

升级ꎬ 提供图书种类 ５ 万余

种ꎻ 发行政治读物 ７ ７６ 万册ꎻ
阅达教育收款回笼率达到 ９０％
以上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招投

标、 私立学校教辅征订、 幼教

系列产品的推广等方面的进展

难度较大ꎻ 四中校园书店销售

形势不佳ꎻ 招投标中标率一度

下跌ꎮ

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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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发行】 　 ２０１８ 年ꎬ 湖南

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蓝山

县分公司加强同县教育部门及

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与协

调ꎬ 遵守各项政策规定ꎬ 开展

中小学教材教辅的征订发行工

作ꎬ 保证市公司下发目录品种

征订ꎻ 对后到教材、 教辅资料

确保按时送货上门ꎬ 确保春秋

季教材教辅发行平稳有序ꎮ 教

育类 产 品 完 成 年 度 任 务 的

５１ ９２％ꎬ 禁毒读本和幼儿教材

均没有实现订数ꎮ 没有与县教

育局签订幼儿教材供应合同ꎮ
一般图书销售取得进步ꎬ 蓝山

县中心门店因改造升级停业两

个月ꎮ １０ 月ꎬ 营业面积 ３００ 平

方米的新门店开业ꎮ 改造升级

后的书店调整整体格局ꎬ 在图

书陈列种类上进行调整ꎬ 图书

种类约有 ５ 万余种ꎬ 针对蓝山

本地读者特点ꎬ 减少计算机、
科技、 农业类图书ꎬ 加大生

活、 少儿、 教育类图书的比

例ꎮ 根据上级相关部门的文件

精神ꎬ 做好各类政治读物的发

行ꎬ 全年发行政治读物 ７ ７６
万册ꎮ 其中门店发行 «党章»
«十九大报告单行本» «文件汇

编» «辅导读本» «笔记本» ６
万册ꎬ 发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三十讲» «新时代热

点面对面» １ ７７ 万册ꎮ 新增蓝

山一中、 民族中学两所学校为

Ａ＋教育系列产品的样板校ꎬ 承

接蓝山一中、 民族中学的期末

考试服务工作ꎬ 阅达教育工作

进展顺利ꎬ 收款回笼率在 ９０％
以上ꎮ

【党风廉政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蓝山县分公司结合实际工作ꎬ
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

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ꎮ 坚持贯

彻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 和省

委 “九项规定”ꎬ 把国家的利

益、 公司的利益放在首位ꎮ 加

强政治学习ꎬ 注重自我改造ꎬ
恪守党的纪律ꎬ 鼓励员工向党

组织靠拢ꎬ 组织全体党员学习

党的章程及相关的学习资料ꎬ
完成上级党组织布置的各项

任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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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生 活

民 政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民

政工作围绕 “保民生、 保稳

定、 保发展”ꎬ 坚持 “以民为

本、 为民解困、 为民服务” 民

政工作理念ꎬ 推进年初工作计

划和思路ꎬ 较好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敬老院

硬件设施落后ꎬ 特困人员敬老

院档次低、 规模小、 布局散、
设施差、 功能弱ꎬ 全县没有一

所敬老院达到现行国家和省级

养老院质量标准ꎻ 投入严重不

足ꎬ 老年人所需的娱乐、 医

疗、 健身等设施配套不到位ꎻ
管理不规范ꎬ 敬老院管理人员

均为临时工ꎬ 普遍年龄偏大ꎬ
文化水平低ꎬ 管理制度执行不

严格ꎮ 殡葬改革存在较大困

难ꎬ 殡改所不具备行政执法

权ꎬ 新建殡仪馆的选址和后期

建设资金困难较大ꎻ 中心城区

集中治丧问题未完全解决ꎬ 多

部门间的联合执法未形成合

力ꎻ 殡葬设施严重陈旧、 老

化ꎬ 不能承受正常的火化任

务ꎬ 修缮悼念厅及接待用房、

更换火化炉、 车辆等资金缺口

较大ꎮ

【党建引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民政局有党员 ７８ 人ꎬ 其中

女党员 １０ 人ꎬ 大专以上学历

６０ 人ꎮ 下设机关党支部、 老年

党支部ꎮ 其中局机关党支下设

三个党小组ꎬ 成员 ５３ 人ꎮ 老

年党支部下设两个党小组ꎬ 成

员 ２５ 人ꎮ 推进 “两学一做”
常态化制度化ꎬ 加强党员教育

管理ꎮ 坚持以尊崇党章、 遵守

党规为基本要求ꎬ 以 “两学一

做” 为基本内容ꎬ 以党支部为

基本单位ꎬ 解决党组织弱化、
支部书记软化、 党员意识淡

化、 制度落实虚化 “四类问

题”ꎬ 把 “两学一做” 融入日

常、 抓在经常ꎮ 夯实基层党建

基础ꎬ 强化领导责任分工ꎬ 制

定党建工作计划ꎬ 出台实施意

见ꎮ 强化党员教育管理ꎬ 制定

党员学习培训计划ꎬ 提升党员

综合素质和能力ꎮ 落实 “三会

一课” 制度ꎬ 提高党员参会

意识ꎮ

【救灾救济】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先后遭受 ４ 次自然灾害ꎬ 全

县 １３ 个乡镇均不同程度受灾ꎮ
全 县 累 计 受 灾 ９ ８８ 万 人

(次)ꎬ 紧急转移安置人口 １２５２
人 ( 次)ꎬ 需 紧 急 生 活 救 助

７５７１ 人 (次)ꎬ 倒塌房屋 ８ 户、
２０ 间ꎬ 严重损坏房屋 １１ 户、
２３ 间ꎻ 农 作 物 受 灾 面 积

２２７８ ２３ 公顷ꎬ 其中成灾面积

７４１ ５ 公顷、 绝收面积 ２９５ ９
公 顷ꎻ 造 成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３１５４７ ３ 万元ꎮ 灾情发生后ꎬ
蓝山县民政局派出工作组到灾

区查灾核灾ꎬ 做好灾民生活救

助工作ꎬ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ꎮ
是年ꎬ 县民政局发放大米 ６ 万

公斤、 棉 被 １８７６ 床、 棉 衣

１５７７ 件、 食用油 ４５ 桶ꎮ

【减灾防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民政局指导塔峰镇永胜社区

成功创建省级综合减灾示范社

区ꎮ ４ 月 １２ 日ꎬ 在塔峰镇和平

两江村举行防汛抢险应急演

练ꎮ ５ 月 １１ 日ꎬ 全县 ２０ 多个

部门同步开展 ５１２ 防灾减灾

日宣传活动ꎬ 在县城商业街设

立集中宣传点ꎬ 县民政局安排

５ 人在宣传点开展防灾减灾知

识的咨询和发放资料ꎬ 制作横

幅 ２ 条、 宣传挂图展板 ４ 块ꎬ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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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购物袋 ５００ 个、 便携笔

５００ 支、 宣传小册子 １５００ 本ꎬ
接受咨询 ８００ 余人ꎮ

【革命老区帮扶】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民政局向上级主管部门

争取到 ３ 个革命老区的扶贫开

发建设项目ꎬ 争取老区扶贫资

金 ７ 万元ꎮ 其中ꎬ 落实和平两

江村简易公路修建 ３ 万元、 易

达生猪养殖项目 ２ 万元、 荆竹

果木种植 ２ 万元ꎮ ３ 个项目均

验收完成ꎬ 资金拨付到位ꎮ

【供养标准和救助水平提高】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有农村低保在

册人数 ３８５２ 户、 ６０４１ 人ꎬ 月

发放农村低保金 １２４ ４ 万元ꎻ
特困人员保障的人数为 １３８１
户、 １４１３ 人ꎬ 其中分散供养人

员标准 ４５００ 元 /年ꎮ 集中供养

人员和城市特困人员标准 ７２００
元 /年ꎮ 有社会保障兜底脱贫

对象 ２３３ 户、 ５３４ 人ꎬ 月发放

保障金 １６ １７ 万元ꎮ １ 月—１１
月ꎬ 发放农村低保金 １３８６ ３７
万元ꎬ 其中兜底保障金 １８４ ４４
万元ꎮ 按每人每月 ３００ 元的保

障标准发放到位ꎬ 年保障标准

３６００ 元ꎬ 超过 ２０１８ 年脱贫标

准 (３４００ 元) ２００ 元ꎬ 其余低

保对象月人均补差水平 １９６ ４
元ꎬ 超过省定考核标准 (１７０
元) ２６ ４ 元ꎬ 实现与国家扶贫

线 “两线合一” 的工作目标ꎮ

【医疗救助】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民政局拓宽医疗救助对象范

围ꎮ 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范围ꎬ 并

按政策规定予以救助ꎬ 全年发

放大病救助金 ３９１ ８ 万元ꎬ 救

助 １５４５ 人次ꎬ 人平 ２５３６ 元ꎻ
预拨 ６０ 万元至健康扶贫 “一
站式” 结算专户ꎬ 用于贫困人

口医疗救助ꎮ 明确医疗救助标

准ꎬ 对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对象

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

部分由医疗救助资金 １００％解

决 (省定标准为 ５０％)ꎬ 对其

他低保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的个人缴费部分给予定额资

助ꎮ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因患政

策规定的重特大疾病住院的ꎬ
在相关医疗保险报销后ꎬ 个人

自付部分的合规医疗费用ꎬ 在

年度救助最高限额内按 ５０％
救助ꎮ

【应兜尽兜对象识别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民政局按照省

厅要求ꎬ 从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的低保家庭中ꎬ 进一步甄

别全额兜底保障对象和差额兜

底保障对象ꎬ 探索新的认定方

式ꎬ 邀请第三方调查机构对新

申报的低保对象家庭经济状况

进行调查核实ꎬ 对符合条件的

对象及时纳入低保ꎬ 对符合全

额兜底保障的低保对象进行提

标ꎬ 对家庭经济状况好转的兜

底对象进行降标ꎬ 全年对 ３
户、 ８ 人符合全额兜底的对象

进行提标ꎬ 对家庭经济、 人员

状况发生变化的 １３ 户、 ２６ 名

全额兜底对象进行降标或取

消ꎮ 全额兜底对象全部纳入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ꎬ 差额兜底对

象识别工作由局班子成员分片

包干ꎬ 到乡镇进行业务指导ꎬ
督促乡镇民政办配合扶贫部门

进行核实ꎬ 该工作 １２ 月全部

完成ꎮ 对于半劳力的差额兜底

对象ꎬ 争取协同人社部门探索

新的帮扶措施ꎬ 安排到公益性

岗位就业ꎮ

【优抚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民政局为符合双定补助条件

的 ４１ 名退伍军人办理双定补

助手续ꎮ 全年受理提残人员 ５２
人ꎬ 评残人员 ６ 人ꎮ 全年落实

上级下拨抚恤金、 安置及军休

金共计 ２８７２ ８ 万元ꎬ 使用及

发放经费 ２７０２ ８ 万元ꎮ 按照

省市工作安排ꎬ 完成县退役士

兵及其他优抚对象数据信息采

集工作ꎬ 采集信息 ４０００ 余条ꎮ
１１ 月ꎬ 完成全县符合政府安置

政策的 １２ 名退役士兵的安置

工作ꎮ

【福彩销售】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销售福利彩票 ２２１６ 万元、
电脑票 ２１１６ 万元、 双色球 ９６０
万元、 ３Ｄ３９０ 万 元、 七 乐 彩

１４ ５ 万元、 动总 ７５２ 万元、 刮

刮乐 １０１ 万元ꎬ 相比 ２０１７ 年电

脑票保持持平ꎮ 直接完成新增

两 家 站 点 任 务ꎬ 分 别 是

３１１９７２２、 ４３１１９７２３ 站 点ꎮ ６
月ꎬ ４３１１６０１４、 ４３１１９０３０ 两个

站点的福彩示范旗舰店装修完

工ꎬ 获得市民政局表扬ꎬ 被评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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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项工作全市先进ꎮ

【慈善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民政局贯彻落实 “以人为

本、 慈善为怀、 扶贫济困、 救

孤助残、 助学兴教、 社会公

益” 的慈善宗旨ꎬ 加强对社会

弱势群体、 困难孤儿等社会救

助保障工作ꎬ 较好发挥慈善事

业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

用ꎮ 开展 “扶贫济困临时救

助” 活动ꎮ 救助重灾户、 特困

户、 重病户、 贫困学生等 ８６
户、 ３１０ 人 次ꎬ 发 放 救 助 款

１ ０６ 万元ꎻ 争取河北中烟工业

公司、 江苏中烟工业公司、 县

烟草公司的烤烟补损捐助款ꎬ
为全县受灾烟农发放烤烟补损

款 ８０ 余万元ꎬ 救助 ２３００ 人次ꎻ
与市慈善总会、 县级正规医药

店联合开展 “金叶慈善医疗

卡” 医疗救助活动ꎬ 救助有病

在身的城乡低保户、 大病特困

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等 ９０ 多

户、 ５３９ 人 次ꎬ 发 放 救 助 款

６ ８ 万元ꎻ 募集司法救助专项

资金 ３１ ３ 万元ꎬ 救助司法救

助贫困对象 ４２ 人次ꎮ

【地名区划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民政局完成地名普查成

果转化ꎮ 在 ２０１７ 年基本建立

地名普查数据库的基础上ꎬ 根

据省市安排的时间节点ꎬ 重点

抓好国、 省、 市、 县四级图、
录、 典、 志的编撰及招投标工

作ꎮ ４ 月 ３ 日ꎬ 全县的图、 录、
典、 志编撰工作在全市率先完

成招投标ꎮ 选录县级地名录

１ ７ 万余条ꎬ 分别上报国、 省、
市地名录、 典、 志 ４０ 条、 ２８０
条、 ３００ 条ꎮ 完成县级地名录、
图集初稿ꎬ 国、 省典初稿ꎮ 以

界线管护为中心ꎬ 协调相关部

门ꎬ 开展平安边界创建工作ꎬ
排查边界纠纷隐患ꎬ 开展界线

联检工作ꎬ 维护边界地区的社

会稳定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全县有省级

界线 １ 条、 市级界线 ２ 条、 县

级界线 ４ 条ꎮ 以 “平安边界”
创建活动为契机ꎬ 坚持三级联

动ꎬ 加强边界管理ꎬ 边界地区

继续保持和谐稳定、 友好相

处、 团结协作、 共同发展的管

界工作局面ꎮ 完成上级交办的

界线联检任务ꎬ 蓝山至江华县

界线联检任务由蓝山县民政局

牵头组织ꎮ ６ 月 ５ 日ꎬ 邀请江

华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到蓝山

召开行政区域界线联检联席会

议ꎮ 双边县就此次界线联检共

同制定联案ꎬ 签订 «创建平安

和谐边界协议书» «蓝山县与

江华县行政区域界线管理维护

协议书» 等ꎮ ８ 月 ２３ 日ꎬ 双方

实地勘察界线、 界桩情况ꎬ 对

生活在边界线的群众进行走

访ꎮ 经查ꎬ 边界线两侧地物地

貌没有明显变化ꎬ 边界线实地

走向清晰可辨ꎬ 界桩现状良

好ꎬ 完成 ２０１８ 年的边界联检

任务ꎮ 加强地名标志管理ꎬ 在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全县全部重新更

换路牌、 栋牌、 门牌和标志以

及 ２０１７ 年维护的基础上对地

名标志继续进行维护ꎮ 全年对

８ 块无法维修的街、 巷、 路牌

进行重新制作更换ꎬ 对部分损

坏的 ３９ 块街、 巷、 路牌进行

维修ꎬ 投入街、 巷、 路牌维修

资金 １ ８８ 万元ꎮ

【养老服务】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有农村敬老院 ８ 所ꎬ 其中 ５
所为新建敬老院、 ３ 所为改扩

建敬老院ꎮ 全县有农村特困人

员 １４１３ 人ꎬ 其中集中供养特

困人员 １９３ 人ꎬ 集中供养率

１４％ꎬ 聘请敬老院工作人员 ２０
名ꎮ 全县敬老院内特困人员供

养金发放标准为每人每月 ６００
元ꎬ 全年供养金发放 １４０ 万

元ꎮ 区域性中心敬老院 (蓝山

县湘江源中心敬老院) 启动建

设ꎬ 该项目占地面积 ０ ８ 公

顷ꎬ 建成楼房 １ 幢ꎬ 建筑面积

１０００ 余平方米ꎬ 新招标建设 １
幢 ４０００ 余平方米的大楼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ꎬ 加大提

升就业质量力度、 完善社会保

障、 加快人才引育、 规范人事

管理ꎬ 各 项 工 作 有 序 推 进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全县城镇新增就业人

数 ４４４５ 人ꎻ 完成职业培训总

人数 ４６３８ 人ꎻ 为 １８０ 位申请贷

款人员发放贷款 １７００ 万元ꎻ
新增创业主体 ８７５ 个ꎬ 创业带

动城乡就业人数 ４２４４ 人ꎬ 带

动城镇就业 １０８３ 人ꎻ 完成公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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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员、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辞职

辞退手续 ８５ 人ꎬ 正常人员异

动 ７３ 人ꎬ 安置优秀退伍士官

及士兵 １６ 人ꎬ 完成正常晋升、
新聘、 岗位异动的合同鉴证

３３８ 份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就业形

势不容乐观ꎬ 就业总量压力和

结构性矛盾突出ꎬ “招工难”
和 “就业难” 的问题仍然不同

程度存在ꎬ 高校毕业生、 农民

工和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

就业任务重、 压力大ꎻ 覆盖城

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金欠

费清缴困难ꎬ 收支矛盾突出ꎬ
续保扩面提标压力较大ꎻ 人才

队伍建设与社会发展要求还有

很大差距ꎻ 重点改革任务繁

重、 情况复杂ꎬ 配套政策及措

施还需进一步完善ꎻ 劳动维权

工作形势严峻ꎬ 部分企业经营

困难ꎬ 职工欠薪、 欠保等问题

频发ꎮ

【就业目标任务完成】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４４４５ 人ꎬ 完成年任务数 ４２００
人的 １０５ ８％ꎻ 城镇失业人员

再就业人数 １６９１ 人ꎬ 完成年

任务 １６００ 人的 １０５ ７％ꎻ 就业

困难人员就业人数 ３７９ 人ꎬ 完

成年任务数 ３５０ 人的 １０８ ３％ꎻ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新增 ０ ３１
万人次ꎬ 完成年任务数 ３０００
人的 １０３ ３％ꎬ 其中新增贫困

劳动力转移就业 ３１０ 人ꎬ 为年

任务数 ３００ 人的 １０３ ３％ꎻ 城

镇登记失业率 ０ ６３％ꎬ 低于控

制线 ４ ５％ꎮ

【就业精准培训】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完成职业培训总人数

４６３８ 人ꎬ 为任务数 ４５００ 人的

１０３ １％ꎮ 其中ꎬ 就业前技能培

训 １５８５ 人ꎬ 为任务数 １５００ 人

的 １０５ ７％ꎻ 岗位技能提升培

训 ２５３２ 人ꎬ 为任务数 ２５００ 人

的 １０１ ３％ꎻ 创业培训 ５２１ 人ꎬ
为任务数 ５００ 人的 １０４ ２％ꎻ
农村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 １２１３
人ꎬ 完 成 任 务 数 １２００ 人 的

１０１ １％ꎮ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培训 ３０５ 人ꎬ 完成任务数 ３００
人的 １０１ ６７％ꎬ 其中贫困家庭

“两后生” 技能培训 １１３ 人ꎬ
完成任务数 １１０ 人的 １０２ ７％ꎮ

【就业优先战略实施】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加强企业用工稳定就业ꎮ
在县城和乡镇开展 ３０ 余场

“２０１８ 年引老乡、 回故乡、 建

家乡春风行动暨就业扶贫” 系

列专场招聘会ꎬ 组织县区企业

到职业中专开展校园招聘会ꎬ
组织 “送岗位送技能送政策”
下乡招聘ꎬ 每季度组织召开

“返乡贫困劳动力企业招聘周”
专场招聘会ꎮ 利用劳务经纪人

队伍ꎬ 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援

助ꎬ 实时掌握困难群体个人信

息和就业意向ꎬ 确保实名援助

率 １００％ꎮ 开发公益性岗位ꎬ
结合县创建 “全国文明卫生县

城” 活动ꎬ 设置环境卫生和公

安、 交通协警等公益性岗位

７００ 多个ꎬ 安排失业人员再就

业 ８０３ 人ꎮ 落实就业扶持政

策ꎬ 宣传落实稳岗补贴和社保

补贴政策ꎬ 对符合补贴条件的

企业给予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

补贴ꎮ 其中ꎬ 永州湘威运动用

品有限公司补贴人数 １９ 人ꎬ
岗位补贴 ２ ４ 万元ꎬ 社保补贴

１７ ２４ 万元ꎬ 小计 １９ ６４ 万元ꎻ
永州必达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补

贴人数 ３ 人ꎬ 补贴金额 ２ ９３ 万

元ꎻ 永州加伟鞋材制品有限公

司、 永州卓华服装有限公司补

贴人数各 １ 人ꎬ 补贴金额分别

为 １ ８９ 万元、 １ ３２ 万元ꎮ ４ 家

企业补贴总金额达到 ２５ ７９ 万

元ꎮ 加强政策引领ꎬ 到乡镇和

重点企业开展调研ꎬ 出台 «蓝
山县关于加强工业企业用工服

务的工作意见»ꎮ

【全民创业活力激发】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推进全民创业活动ꎬ 扶持

各类创业群体自主创业ꎬ 促进

就业ꎮ 通过小额担保贷款贴息

扶持创业ꎬ 鼓励和扶持创业人

员自谋职业、 自主创业、 合伙

经营和共同就业ꎬ 全年为 １８０
位申请贷款人员发放贷款 １７００
万元ꎬ 新增创业主体 ８７５ 个ꎬ
创业带动城乡就业人数 ４２４４
人ꎬ 带动城镇就业 １０８３ 人ꎮ
对有创业意愿并具备一定创业

条件的贫困劳动者ꎬ 给予免费

创业培训ꎬ 并提供创业项目推

介、 创业指导、 企业孵化、 后

期跟进等 “一条龙” 服务ꎬ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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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定条件的给予创业担保贷

款贴息扶持ꎮ 建好省级贫困劳

动力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１ 个ꎬ
创建返乡农民工创业园 １ 个ꎬ
鼓励乡镇、 村盘活闲置厂房、
学校场地资源ꎬ 为创业者提供

低成本的创业场所ꎮ

【全面参保登记】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企业养老保险在职参保

人员 ４４８５ 人、 离 退 休 人 员

５２２５ 人ꎬ 征缴基金 １２３０４ 万

元ꎬ 完 成 全 年 任 务 的

１８６ ４２％ꎻ 争取企业养老保险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７０６３ 万元ꎬ
增加 ５１１１ 万元ꎻ 同级财政补

助资金 ３５０ 万元于 ６ 月底拨付

到位ꎬ 完成全年任务的 １００％ꎻ
按时足额支付各项待遇 １２３００
万元ꎬ 增长 ９ ７２％ꎻ 基金结余

为 ６７９３ 万元ꎮ 养老保险参保

在职人数为 ８９８６ 人ꎬ 养老保

险基金征缴额完成 １３４１１ 万

元ꎬ 职业年金征缴完成 ２７４５
万元ꎬ 做到应收尽收ꎮ 参保退

休人员 ４５３６ 人ꎬ 发放离退休

人员养老金 １９１４７ 万元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同期多发 ３１０３ 万元ꎬ
做到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

发放ꎮ 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基金累计结余额为 ７９５ 万

元ꎮ 全县城乡居保征缴人数

７７０８５ 人ꎬ 基 金 征 缴 完 成

１２２３ ６１ 万元ꎬ 其中政府代缴

１９１ ６５ 万元ꎬ 基金征缴完成率

１０２ ８２％ꎻ 养 老 金 发 放 人 数

５２９１８ 人ꎬ 发放总金额 ５５１０ ５８
万元ꎻ 代发各类困难生活补助

金、 奖励金 １４１ ６４ 万元ꎬ 代

发 １１６７２ 人次ꎮ 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参保人数 ３０６８７０ 人ꎬ 参

保率 ９９％ꎬ 基金收入 １６２９６ ４５
万元ꎬ 基金累计结余 ５４６４ ４８
万元ꎻ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

１９１４２ 人ꎬ 参保率 ９９％ꎬ 共筹

集资金 ５０８３ １３ 万元ꎬ 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的 １１９％ꎮ 失业保

险全县实际参保单位 ２２３ 家ꎬ
参保人数 １８９０３ 人ꎬ 实际缴费

人数 ８４８３ 人ꎬ 实际基金征缴

２８６ 万元ꎬ 完成市级任务 １７５
万元的 １６３％ꎬ 失业保险费全

部由银行代发ꎬ 银行发放率

１００％ꎮ 全县工伤保险参保单

位 ４９１ 家ꎬ 参保人数 ２４４５３ 人ꎬ
其中农民工 ６２３８ 人ꎻ 征收工

伤保险费 １１７０ 万元ꎬ 完成年

度任务的 ２０１％ꎻ 享受工伤保

险待遇人数 １３４ 人ꎬ 拨付工伤

保险待遇 ４２８ ３３ 万元ꎮ

【退休人员服务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对改革后退休人员 (中

人) 的养老金按新制度进行计

发ꎬ 先后派 １５ 人次到省、 市

学习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新业

务新知识ꎻ ２０１８ 年ꎬ 中人计发

完成 １０６６ 人ꎬ 完 成 任 务 的

１００％ꎬ 在全省名列前茅ꎬ 多

次得到省市表扬ꎮ 新制度人员

转移和死亡人员个人缴费退款

等工作有序推进ꎮ

【基金监督管理】 　 ２０１８ 年年

初ꎬ 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签定社会保险基金安全责

任书ꎬ 明确社会保险基金安全

管理责任ꎬ 确保基金运行监督

机制和规章制度落实ꎮ 利用社

保基金监管软件进行监督ꎬ 通

过基金监管系统处理预警信息

３６６０ 条ꎮ 开展基金监督检查、
经办风险管理专项行动和各项

社会保险内部控制专项检查ꎬ
对发现的 ３１ 个问题进行整改ꎬ
并对全局社会保险基金风险做

好防范措施ꎬ 进一步规范社保

基金内部控制管理ꎮ

【人事人才工作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推进人事日常管理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完成公务员、 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辞职辞退手续 ８５ 人ꎻ
正常人员异动 ７３ 人ꎻ 安置优

秀退伍士官及士兵 １６ 人ꎻ 完

成正常晋升、 新聘、 岗位异动

的合同鉴证 ３３８ 份ꎮ 做好专业

技术人员的职称认定ꎬ 资格委

托评审工作ꎬ 申报中小学教师

系列高级职数 ５２ 个、 中级 ７６
个ꎮ 其他系列职数申报高级 ３９
个、 中级 ２９ 个ꎮ 完成 ２０１８ 年

人才引育工作ꎬ 遵循 “公开、
平等、 竞争、 择优” 原则ꎬ 组

织开展 ２０１８ 年考试录 (聘)
用、 人才引进、 “三支一扶”
招募工作ꎬ 所有程序均在中共

蓝山县纪委、 县人大监督下进

行ꎬ 未 出 现 任 何 考 试 事 故ꎮ
２０１８ 年事业单位招聘 (含教育

系统)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

人员 ４５７ 人ꎬ 招录公务员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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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ꎬ 引进科技创新人才 ４ 人ꎬ
完成 ２０１８ 年 “三支一扶” 招

募计划 ３ 人ꎮ 推进年度考核工

作ꎬ 完成 ２０１７ 年度全县 ９０１３
人次 (不含省市管干部) 年度

考核ꎬ 其中记三等功 ３７ 人ꎬ
嘉奖 １００５ 人ꎬ 基本称职 (合

格) 及以下 ３２６ 人 (含试用期

人员)ꎮ 开展岗位设置ꎬ 按照

“按需设置、 竞聘上岗、 按岗

聘用、 合同管理” 的原则ꎬ 督

促和指导各个单位结合单位职

能、 功能和人员变化发展的实

际情况ꎬ 对原评价标准、 实施

细则和岗位设置方案进行修

改、 补充、 完善ꎬ 并严格在人

事部门核定的岗位数范围内开

展岗位聘用工作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因

职称晋升、 人员异动等原因ꎬ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股为全县相

关事业单位核定岗位设置 ６４２
人次ꎻ 完成县妇幼保障院、 乡

镇卫生院第二轮岗位设置及人

员认定工作ꎻ 为新增职能 (编
制) 的机关事务中心、 网格中

心 ２ 家单位重新审批岗位设置

工作ꎮ 做好军转干部维稳工

作ꎬ 在春节、 八一建军节期

间ꎬ 对企业军转干部进行走访

慰问ꎬ 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ꎬ
落实走访慰问企业军转干部资

金 ８ 万余元ꎬ 全县企业军转干

部实现零上访ꎮ

【劳动关系巩固】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开展劳动监察执法ꎬ 组织开展

大型上街宣传劳动法制法规活

动 ４ 次ꎬ 发放宣传资料 １ ９ 万

余份ꎮ 制定下发 «关于建立蓝

山县建筑行业农民工资支付保

障金制度的实施意见»ꎬ 在工

程建设领域推行农民工工资保

障金制度ꎬ 全县有 ６ 家施工单

位签订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

三方协议ꎬ 缴纳农民工工资保

证金 ５１０ 万元ꎬ 缴纳保证金的

用工单位无一出现工资拖欠问

题ꎮ 加强部门联动ꎬ 对拖欠农

民工工资案件ꎬ 坚持发现一

起、 查处一起、 清欠一起ꎬ 做

到 “零容忍”ꎮ 全年处理欠薪

案件 ４９ 件ꎬ 其中有 ３ 件恶意

欠薪案件移送公安处理ꎬ 为

３４３ 名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

资 ２２９ 万元ꎮ

【劳动争议仲裁】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完善专业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组织ꎬ 建立健全多层次、 多领

域的调解组织网络ꎬ 推进调解

仲裁规范化、 标准化、 专业

化、 信息化建设ꎮ 全年接待来

信来访 １８０ 余人次ꎬ 劳动仲裁

受理立案 ６ 件ꎬ 其中调解结案

３ 件ꎬ 结案率 １００％ꎮ 另调解 ３
件 ２０１７ 年累计案件ꎬ 不予受

理案件 ５ 件ꎮ 受理的案件中涉

及解除合同补偿 ２ 件ꎬ 工伤争

议 ２ 件ꎬ 其他类型 ２ 件ꎮ

【就业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贫

困户开展订单式免费技能培训

和创业培训ꎬ 让贫困劳动力拥

有一技之长ꎬ 提升就业能力ꎮ
全年完成家庭 “两后生” 技能

培训 １１３ 人ꎬ 精准培训贫困劳

动力 ３０５ 人ꎬ 培训创业致富带

头人 １５０ 人ꎮ 拓宽渠道引就

业ꎬ 送岗位信息下乡ꎬ 举办专

场招聘会ꎬ 设立 “微信公众平

台”ꎬ 搭建企业与贫困劳动力

供需见面平台ꎬ 对贫困劳动力

开展一对一、 点对点的就业推

介服务ꎮ 全年实现新增建档立

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３１０
人ꎮ 根据县里出台的优惠政

策ꎬ 联系工业园区的星月玩

具、 鼎力家具、 锵铖电子等企

业ꎬ 在乡镇、 村、 农户家中创

建就业扶贫车间 (加工点)ꎬ
全县经建成包括国家级就业扶

贫基地在内的 ３６ 家扶贫车间ꎬ
为 １２８５ 名贫困劳动力提供就

业机会ꎮ 其中ꎬ 星月玩具毛俊

就业扶贫车间面积 １４００ 平方

米ꎬ 安排近 ２００ 名贫困劳动力

就近就业ꎬ 是永州市最大的扶

贫车间之一ꎮ 扶贫车间经验做

法在人民网、 «湖南日报»、 湖

南卫视等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报

道ꎮ 依托劳务协作对接机制ꎬ
联系东莞、 连州、 广州花都区

人力资源局ꎬ 考察当地企业用

工情况和劳动力市场ꎬ 签订劳

务协作对接协议ꎮ 开展劳务协

作扶贫创新创业 “创翼” 大

赛ꎻ 举办家政服务 (育婴嫂)
技能、 电子电工技能等劳动技

能大赛ꎮ 全县创建劳务协作服

务点 １６ 个ꎮ 创建就业扶贫基

地ꎬ 与农村贫困劳动力精准对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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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ꎮ 县湘威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被列为国家级就业扶贫基地ꎬ
蓝山昇悦玩具有限公司、 永州

必达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蓝山

县鑫旺竹业有限公司和永州市

新炽佳服饰有限公司申报成为

市级就业扶贫基地ꎮ 加快乡镇

劳动保障平台建设和劳务经纪

人队伍建设ꎬ 乡镇劳动保障平

台建站率 １００％ꎬ 建成劳务经

纪人微信群和 ２１１ 个行政村、
社区劳动力微信群的两级劳动

力微信联系信息库ꎬ 配合开展

促进就业活动 １２０ 余场ꎮ

【医保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成立

医保扶贫脱贫攻坚提质增效活

动领导小组ꎬ 加强业务培训ꎬ
开展扶贫政策学习和培训ꎬ 加

大政策宣传力度ꎬ 印发医保扶

贫政策宣传单至乡镇、 村民手

中ꎬ 宣讲扶贫政策ꎬ 加强信息

管理ꎬ 按照扶贫办提供的贫困

人口名单与医保系统参保数据

进行一一比对、 点名排查ꎬ 排

查出未参保贫困人口ꎬ 再进行

逐一核实、 分类管理ꎮ 实现困

难群众参保全覆盖、 待遇无遗

漏ꎬ 对于已参保未享受医保扶

贫政策的贫困人口ꎬ 通过系统

比对、 逐一排查ꎮ 是年ꎬ 全县

贫困户参保人数 ２７４５８ 人ꎬ 参

保率 １００％ꎻ 缴费标准 １８０ 元 /
人 /年ꎬ 财政代缴 ５０％ꎬ 个人

缴费 ９０ 元 /人 /年ꎮ 全年贫困

人员住院人次 ８４４０ 人次ꎬ 基

金支出 ２３８１ ６ 万元ꎻ 门特享

受待遇 １０７３９ 人次ꎬ 基金支出

１０３５ １ 万元ꎻ 大病保险享受待

遇 ３１６９ 人 次ꎬ 大 病 支 出

２２１ １７ 万元ꎮ 开通贫困人口诊

疗 “绿色通道”ꎬ 落实贫困人

口缴费资助和住院保障政策ꎬ
参保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ꎬ 住

院报账比例提高 １０％ꎬ 大病保

险起付线降低 ５０％ꎬ 特困人员

大病报账比例提高 ５％ꎮ ８ 月 １
日ꎬ 县医保中心 “一站式” 结

算启动实施ꎮ 县域内住院 “一
站式” 结算 ２６３７ 人次ꎬ 城乡

居民医保基金支付 ６８８ ５１ 万

元、 大病保险支付 ３ ５２ 万元ꎻ
特惠保补偿基金支付 １５ ３６ 万

元、 民政医疗救助 ８５ ５１ 万

元、 医院减免 １ １ 万元、 政府

兜底 ８４ ６２ 万元ꎬ 贫困人员医

疗费用报销比例达到 ９０％ꎮ 县

域外一站式结算 １０５ 人ꎬ 基金

支出 ５６ ４８ 万元ꎻ 大病保险支

出 ６ ８８ 万元ꎻ 民政医疗救助

５ ８９ 万元ꎻ 特惠保补偿基金支

付 ８ ５７ 万元ꎻ 政府兜底 ３２ ３２
万元ꎮ

【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加强党员干部政治理

论学习ꎬ 每个月组织 １ 次党员

集中学习ꎬ 每周开展 １ 次 “周
五政治学习日” 学习ꎮ 开展基

层党组织 “五化” 创建活动ꎬ
组织 “万步有约” 健康行、 从

“进口” 开始关爱家人志愿服

务活动、 参观红色教育基地、
“服务困难对象零距离” 志愿

服务活动等主题党日活动 ８
次ꎮ 推进打赢作风建设攻坚

战ꎬ 结合上级有关作风建设的

精神ꎬ 制定作风建设相关规

定ꎬ 开展 “不作为、 乱作为”
作风督查 ４０ 余次ꎬ 出台督查

通报 ８ 期ꎮ 分层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ꎬ 召开廉政建设分

析会 ２ 次ꎬ 组织党员观看警示

教育片 ２ 次ꎮ 结合 “两学一

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ꎬ 以 “钉
钉子” 精 神 持 续 整 改 中 央、
省、 市巡视巡察提出的问题ꎬ
定期检查督办ꎬ 确保整改无延

时、 无遗漏ꎮ

【 “互联网＋人社” 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遵循 “服务群众为

先” 的原则ꎬ 加快打造 “互联

网＋” “一站式” 人社服务平

台ꎬ 推行 “一窗受理、 一站服

务、 一次办结” 的审批服务模

式ꎮ 根据省、 市 “互联网＋政

务服务” 工作要求ꎬ 梳理政务

服务事项和政务公开事项ꎬ 安

排人员常驻政务服务中心大

厅ꎬ 同类事项从 “最多跑一

次” 向 “最多跑一站” 改革升

级ꎬ 变 “民众跑” 为部门跑、
数据跑ꎬ 提高一站式服务窗口

建设水平ꎮ 利用信息化手段ꎬ
在服务大厅增设 １ 台社保就业

自助查询机ꎬ 为群众提供周到

便捷服务ꎮ

【信访维稳】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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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增长、 保民生、 保稳定”
的工作原则ꎬ 按照 “化解一

批、 终结一批、 稳控一批” 的

要求ꎬ 推进信访工作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蓝山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受理各类信访案

件、 中央和省委巡视组重点督

办信访案件、 市委巡察组信访

案件总计 ２３ 件ꎮ 其中ꎬ 中央

和省委巡视组重点督办信访案

件交办 ２ 件ꎬ 办结 ２ 件ꎻ 市委

巡察组信访事项交办 ２１ 件ꎮ
均 全 部 办 理 完 成ꎬ 办 结

率 １００％ꎮ

公用事业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

用事业管理局围绕 “三城同

创” “六大战役” “湘粤生态

工贸创新城市” 目标ꎬ 按照

“高水平建设、 高效能管理、
高标准服务” 思路ꎬ 加强城市

公用基础设施建设ꎬ 提升城市

公用事业管理水平ꎬ 较好地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ꎮ 是年ꎬ 全县

主要街道清扫保洁率和垃圾清

运率 １００％ꎬ 城区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 １００％ꎬ 城区污水

处理率 ９８ １１％ꎬ 城区主要街

道路灯亮灯率 ９５％以上ꎮ 所属

自来水公司被评为湖南省集中

式供水卫生信誉度 Ａ 级单位、
湖南 省 县 镇 供 水 工 作 先 进

单位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污水处

理能力达到饱和ꎬ 城区供水量

不断扩大ꎬ 现有污水处理厂不

能满足城区污水处理的需求ꎻ
县存量垃圾治理列入亚行贷款

项目ꎬ 项目内的存量垃圾场综

合治理等工程必须待项目落地

后才能开工建设ꎬ 垃圾收运工

程建设推进难度大ꎬ 垃圾收集

站选址和施工困难ꎬ 建设推进

阻力大ꎻ 历史欠账多ꎬ 管理维

护难度大规划建设未配置足够

的环卫公用设施ꎻ 供水矛盾比

较突出ꎬ 县城缺乏远程供水加

压系统ꎬ 部分区域供水压力不

足ꎻ 城区园林绿化存在层次不

多、 大景观效果少、 园林绿化

总量不足等问题ꎮ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用事业管理

局聘请省级以上设计单位ꎬ 编

制 «蓝山县城给排水专项规

划» «蓝山县垃圾收运系统建

设项目规划» «蓝山县夜景照

明专项规划» 等公用事业专项

规划ꎮ 加强供水设施建设ꎬ 投

入资金 ３００ 万元ꎬ 利用水利部

门未完成的两江口水厂新装设

备ꎬ 进行提质改造ꎬ 新增 ５０００
吨 /日供水厂ꎮ 加强现有水厂

设备维护和改造工作ꎬ 新增容

１６００ 立方米取水设备一组ꎬ 更

换滤砂 １６０ 余吨ꎮ 县城铺设供

水管网 １１ ５ 千米ꎬ 新增用水

户 １３２０ 户ꎻ 完成蓝山大道东

侧、 皮革产业园、 学位房建设

项目、 舜水村、 农产品产业加

工园、 异地扶贫搬迁区等供水

主管安装ꎮ 加强城乡一体化供

水设施建设ꎬ 接收县水利局农

村规模水厂 ７ 座ꎬ 投入 ６０ 万元

对规模水厂进行提质改造ꎬ 确

保农村饮水安全ꎮ 完成新圩镇

株木水村突发性水源引水工程

管道 Ø１６０ 毫米 ８ ６ 千米安装ꎬ
解决 ５０００ 余人的饮水安全问

题ꎮ 加强管道燃气项目建设ꎬ
完成管道燃气门站建设任务ꎬ
新增管输天然气用户 １０００ 余

户ꎬ 铺设燃气管网 ３ ２１ 千米ꎮ
加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ꎬ 生活

污水处理一期提标改造设计制

定实施方案ꎬ 完成可行性研究

报告ꎻ 污水处理二期工程建设

完成工程招标 (ＥＰＣ) 和 “三
通一平” 工作ꎮ 加强雨污排水

管网进度ꎬ 完成雨污排水管网

建设 ７ ６ 千米ꎮ 加强黑臭水体

整治ꎬ 采取垃圾清理 (对黑臭

水体周边存量垃圾进行全面清

理ꎬ 纳入县环卫局垃圾收集、
转运和无害化处理处置长效机

制)、 清淤疏浚 (对黑臭水体

水沟进行全面清淤疏通ꎬ 保证

排水畅通ꎬ 避免形成内涝和黑

臭现象)、 控源截污 (埋设排

污管道接入排污干管ꎬ 将沿线

生活污水截流进污水管ꎬ 避免

生活污水直排排水沟) 等方

式ꎬ 对南平路、 幼保健院、 古

城路、 三口井黑臭水体进行整

治ꎮ 加强环卫设施建设ꎬ 县城

新建移动式公厕 ２ 座ꎮ 加快城

乡垃圾收运处理工程项目建设

进度ꎬ 新建毛俊镇、 太平圩镇

等乡镇垃圾中转站ꎬ 祠堂圩

镇、 土市镇垃圾中转站进入建

设阶段ꎻ 蓝山县生活垃圾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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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管理中心完成征地任务的

８０％ꎻ 楠市镇、 所城镇、 新圩

镇垃圾站完成征地工作ꎬ 所城

镇垃圾站进入三通一平阶段ꎬ
楠市镇垃圾站实现三通一平ꎮ
九分山和小吴家两个存量垃圾

场整治等项目纳入湘江流域存

量垃圾综合治理亚行贷款项

目ꎮ 加强农村垃圾治理工作ꎬ
全年向各乡镇发放 １００ 升和

２４０ 升垃圾收集桶 ５０００ 余个ꎬ
向部分村庄配备三轮垃圾收集

车 ６４ 台ꎮ 全县配置公用垃圾

桶 (池) ９５００ 余个ꎬ 农户普

及率为 １００％ꎻ 有垃圾焚烧炉

１８ 个ꎬ 垃圾收集车 (含斗车)
４００ 余台ꎬ 全县农村有保洁员

６６５ 人ꎬ 全县有 １１ 个乡镇与县

垃圾处理场签订垃圾无害化处

理协议ꎮ 组织清理湘江源、 祠

堂圩、 毛俊、 新圩等地存量垃

圾约 ２０００ 余吨ꎬ 清理整治非

正规垃圾堆放点 ８ 个ꎮ 加强乡

村振兴试点工作ꎬ １０ 个乡村振

兴重点村按要求配备保洁员 ６０
名、 垃圾桶 ５７０ 个ꎬ 农村垃圾

集中处理率达到 １００％ꎮ 加强

公园游园建设ꎬ 完成二中小游

园建设ꎻ 县城林荫路改造完成

预算和评审ꎬ 进入招投标阶

段ꎬ 塔峰路延伸段工程完成设

计和项目招投标ꎻ 导流岛和三

蓝广场完成实花种植ꎮ 完成二

广高速连接线的 “四化” 工

作ꎬ 完成 ７３ 杆 １４６ 盏路灯、 ３７
杆 ３７０ 盏景观灯和灯箱安装ꎬ
完成 １６００ 多平方米的道路标

线施划ꎻ 种植乔木 １０００ 余株ꎬ

种植灌木 ７２６８ 平方米ꎬ 完成

１６００ 余平方米的花卉摆放ꎬ 在

县域内三个高速路口位置设置

“蓝山欢迎您” 标识ꎮ

【供水保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公用事业管理局完成水费收

入 １３８０ 万元ꎬ 供水工程安装

收入 ６５５ 万ꎬ 全年经济总收入

２０３５ 万元ꎮ 加强供水管网的维

修、 维护工作ꎻ 实现水费新的

收费系统ꎬ 实行支付宝、 微

信、 网上银行缴ꎮ 制定供水水

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ꎬ 建立健

全供水预警和应急救援工作机

制ꎬ 进一步提高县城供水应急

处置能力ꎬ 确保县城优质、 高

效、 安全、 正常供水ꎮ 加大用

水户投诉咨询力度ꎬ 受理用户

诉 求 ６８ 起ꎬ 回 复 反 馈

率 １００％ꎮ

【市容环境卫生改善】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用事业管理局加

强环卫设施提质建设ꎬ 更换果

皮箱 ７００ 余个、 板车 １９７ 台ꎬ
确保环卫容器整洁完好ꎮ 实行

“一天两扫全天候巡回保洁”
制度ꎬ 从早上 ４: ００ 至晚上

１０: ００ꎬ 每天近 １８ 个小时的

不间断巡回保洁ꎮ 县城主要街

道清扫率 １００％ꎮ 推行机械化

作业ꎬ 洗扫车每天全天候对全

城主次街道循环洗扫ꎬ 机械化

清扫率 ７４％ꎮ 加大对路段的监

督管理力度ꎬ 实行路主街每天

洒水降尘 ５ 次ꎬ 保证干净整

洁ꎮ 通过引进车辆在线监控系

统ꎬ 全程跟踪管理清运工作ꎮ
加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力

度ꎬ 处理所有进场垃圾经过卫

生填埋后得到无害化处理ꎬ 城

区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１００％ꎮ

【公用设施管理服务】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用事业管理局加

强三蓝广场管理ꎬ 制定三蓝广

场灯具维修方案ꎬ 加强广场日

常管理ꎬ 规范摆摊设点 １０００
余人次ꎬ 投入资金 １０ 余万元ꎬ
修复广场高杆灯ꎬ 修复排水沟

盖板ꎮ 安排 １ 名局领导负责广

场整治ꎬ 聘请 ３ 名保安专抓广

场管理工作ꎬ 环卫局安排专人

对广场进行清扫ꎮ 加强路灯照

明管 理ꎬ 安 装 路 灯 ４０ 余 盏

(不含二广高速连接线)ꎬ 维护

路灯 １０００ 余盏ꎬ 维修景观灯

４００ 余盏ꎬ 修复配电箱 ２０ 余

个ꎬ 处理地埋电缆故障、 短路

故障 ６０ 余起ꎮ 在塔峰路、 湘

粤路、 ５ 个渠化导流岛和高速

公路连接线等路段装点流行

灯、 彩带、 射灯等ꎮ 加强园林

绿化管理ꎬ 完成主要街道、 三

蓝广场等绿化补植ꎬ 补植乔木

４００ 余株ꎬ 补植灌木 ６００ 余平

方米ꎬ 修剪灌木 ２ 万余平方

米ꎬ 绿化带除草 ２ 万余平方

米ꎬ 种植实花 ２ 万余盆ꎮ 加强

日常养护力度ꎬ 进行除草、 杀

虫、 修剪等ꎮ 加强市政基础设

施维护ꎬ 制定城市市政基础设

施维护计划ꎬ 对城区主干道破

损路面和人行道进行修补ꎻ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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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大道安全隐患进行集中整

改ꎬ 修复东方大道隔离带 ４００
多米ꎬ 配齐安全防范设施ꎮ 投

入资金 ６０ 多万元ꎬ 对县城道

路标线进行重新施划ꎮ 修复湘

粤路、 塔峰路、 南平路等主次

街道人行道大理石板和彩板砖

５００ 余平方米ꎬ 修补沥青路面

５００ 余平方米ꎬ 搞好城东北路

雨污管道维修ꎻ 安装和更换阻

车石 １３５ 余个ꎬ 清理雨水口

１３５８ 个ꎬ 清理雨水井 ７９６ 个ꎮ
清理污水井 ８０７ 个ꎬ 疏通下水

道 ３００ 余米ꎬ 更换县城排水沟

(管) 井盖盖板 １００ 余块ꎬ 更

换防撞桶 ８０ 余个ꎬ 提升城东

路雨水口 １０３ 个ꎮ 对开放单位

(小区) 停车场和公共厕所进

行排查摸底ꎬ 新增 “公厕停车

场对外开放标志牌” １９ 个ꎮ 加

强燃气行业管理和监管ꎬ 开展

反恐和安全生产大检查ꎬ 查封

无证液化气站 １ 个ꎮ 抓好城区

生活污水处理工作ꎬ 确保城区

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ꎮ

【公用事业管理服务宣传】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用事业管理

局按照市城管部门宣传报道工

作的总体要求ꎬ 做好各类会议

和党政工联席会议的宣传报

道ꎬ 定期到基层ꎬ 了解掌握基

层各类信息ꎬ 宣传报道公用事

业党的建设、 安全生产、 管理

动态、 “三城同创”、 精准扶

贫、 城镇提质战役和环境整治

战役等ꎬ 全年上报稿件 １００
多篇ꎮ

【公用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公用事业管理

局按照市政公用事业产业化发

展、 市场化运作、 企业化经

营、 法制化管理的要求ꎬ 引入

竞争机制ꎬ 建立政府特许经营

制度ꎬ 培育和规范市政公用市

场ꎬ 加快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

进程ꎬ 城市供水、 供气、 污水

处理、 管道燃气等经营性市政

公用行业ꎬ 由政府通过规定程

序向社会公开招标选择经营者

并授权特许经营ꎮ 供水厂、 管

道然气、 污水垃圾处理、 环卫

清扫保洁试点引入市场机制和

特许经营ꎮ 进行公用事业内部

管理体制改革ꎬ 修订权力清

单、 责任清单、 负面清单ꎮ 加

强园林绿化管理ꎬ 成立蓝山县

城市园林局ꎮ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公用事业管理局开展党支部

“五化” 建设、 “亮身份、 践承

诺、 比贡献” 和文明单位创建

等活动ꎮ 结合党组中心组、 支

部主题党日活动ꎬ 组织党员和

干部职工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十

九大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系列讲话精神等ꎮ 完善制度ꎬ
规范服务行为ꎬ 制订学习制

度、 办事公开制度、 社会服务

承诺制度、 廉政建设制度、 岗

位目标管理制度、 干部下基层

制度等规章制度ꎬ 强化行政执

法责任制ꎮ 推行科学管理ꎬ 清

理局领导和干部职工参与非法

集资和民间借贷行为ꎮ 搞好智

慧蓝山及网络投诉处理工作ꎬ
按照数字化城市管理要求ꎬ 办

理群众投诉ꎬ 及时处理各类案

件ꎮ 全年受理市民群众的举报

和投诉、 督促案件、 转办案

件、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

提案 ２００ 多件ꎬ 其中处置智慧

蓝山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转办案

件 １６０ 余件、 网上信访件转办

件 ３０ 余件、 人大代表建议和

政协委员提案 １３ 件ꎬ 办结反

馈率 １００％ꎮ

脱 贫 攻 坚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辖

１４ 个乡镇、 ２２３ 个行政村 (社
区)ꎬ 总面积 １８０６ 平方千米ꎬ
总人口 ４２ 万 (其中农业人口

３５ １ 万)ꎮ 全县有贫困村 ４３
个ꎬ 建档立卡贫困户 ６７７６ 户、
２７５６８ 人ꎮ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７ 年ꎬ
有 １６ 个贫困村、 ３４６９ 户 １５５２２
人脱贫摘帽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

末ꎬ 全 县 有 ２７ 个 贫 困 村ꎬ
３３０７ 户、 １２０４６ 人未脱贫ꎮ 全

年实现脱贫 ６９０９ 人ꎬ 贫困村

出列 ２１ 个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扶贫资

金缺口比较大ꎬ 蓝山县不是贫

困县ꎬ 中央、 省级给予的资金

不多ꎻ 基础工作有待进一步完

善ꎬ 少数贫困户扶贫手册存在

缺项、 漏项现象ꎬ 国家扶贫

办、 省扶贫办信息系统大数据

平台数据清洗、 信息更新等维

护还有待进一步提高ꎻ 帮扶措

施有待进一步精准ꎬ 少数乡镇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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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部门制定的帮扶措施不够精

准ꎬ 一时难以实施ꎻ 扶贫干部

待遇有待进一步提高ꎮ

【组织保障】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成立由

县委书记任组长、 指挥长ꎬ 县

长任第一副组长、 第一副指挥

长的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扶贫

攻坚指挥部ꎬ 统筹调度和组织

实施全县脱贫攻坚工作ꎮ 全年

先后召开县委常委会和政府常

务会 ４０ 余次 (其中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会 ４ 次)ꎬ 通过新年

部署会、 县长办公会、 脱贫攻

坚工作会、 推进会、 协调会、
培训会等会议ꎬ 明确目标任

务ꎬ 压实工作责任ꎬ 细化工作

措施ꎮ 制定出台 «２０１８ 年脱贫

攻坚工作方案» «三年行动计

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 «蓝山

县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实施方

案» «蓝山县扶贫工作组、 行

业扶贫部门工作职责和目标任

务» «蓝山县脱贫攻坚工作考

核奖惩办法» «蓝山县 ２０１８ 年

各层级脱贫攻坚职责要点»
«蓝山县非贫困村脱贫攻坚工

作 方 案 和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 等文件ꎬ
调整落实各级各部门的责任ꎬ
完善 “大扶贫” 格局ꎬ 实现责

任全覆盖ꎮ 县扶贫办升格为县

政府直属正科级事业单位ꎬ 核

定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 １６
名ꎬ 其中主任 １ 名、 副主任 ２
名ꎬ 公开选调 ８ 名扶贫干部充

实扶贫办力量ꎬ 从县直单位、

乡镇中抽调 ７ 名干部到扶贫办

工作ꎬ 从新招录的公务员中安

排 ６ 名年轻干部到扶贫办锻

炼ꎬ 有在职工作人员 ２４ 人ꎮ

【扶贫经费落实】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扶贫资金总量 ５４１３ ８８
万元ꎬ 其中ꎬ 中央、 省、 市扶

贫资金 ２６９９ 万元ꎬ 县级财政

安排扶贫资金 ２７１４ ８８ 万元ꎬ
县级资金占省级资金比例为

１８２ ５７％ꎮ １ 月—１１ 月ꎬ 扶贫

专项资金支出 ３８５１ ８６ 万元ꎬ
支出资金进度 ７１ １５％ꎬ 补助

到人到户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１０ 项ꎬ 全部通过 “两卡两册”
发放ꎮ 制定出台 «蓝山县财政

专项资金公示公开制度»ꎬ 建

立县、 乡、 村三级扶贫惠农资

金公示制度ꎬ 依托蓝山政府网

建立惠民公示扶贫专栏ꎬ 及时

公开公示扶贫政策、 项目和资

金有关信息ꎬ 加大资金监管力

度ꎬ 确保扶贫资金到村到户ꎮ

【扶贫业务培训】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根据脱贫攻坚工作机制

和干部管理权限ꎬ 采取集中轮

训、 专题培训、 以会代训、 自

主学习等方式ꎬ 分级分类、 分

期分批对全体县级领导、 县直

和省市驻蓝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及分管扶贫工作领导、 班子成

员和帮扶责任人ꎬ 以及 ４３ 个

贫困村和贫困人口 １００ 人以上

面上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及队

员ꎬ １４ 个乡镇的党委书记、 乡

镇长、 分管扶贫工作领导及

２２３ 个村支两委和社区负责人ꎬ
进行 ５ 次集中轮训及测试ꎬ 将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 等中

央、 省市领导关于脱贫攻坚的

重要讲话、 指示精神和扶贫工

作重要会议精神ꎬ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坚的决

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三年行动的指导意

见» 等系列文献资料ꎬ 作为全

县各级各部门党委 (党组) 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和

“三会一课” “周五政治学习

日” 的必学内容ꎬ 邀请省扶贫

办副主任张智勇为全县党员领

导干部进行脱贫攻坚专题培

训ꎬ 累计培训 ２ 万多人次ꎬ 实

现县、 乡、 村三级扶贫干部业

务培训全覆盖ꎮ

【扶贫领域作风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以脱贫攻坚作风建

设年和省常态化联点督查为契

机ꎬ 制定 «蓝山县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０ 年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蓝山县开展村务公开等三项

工作专项监督检查的实施方

案» 等 ５ 个专项治理工作方

案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发现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问题

线索 ２３８ 条ꎬ 受理问题线索

２２１ 条ꎬ 立案 １０３ 件ꎬ 查处人

数 ２９７ 人次ꎬ 其中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 ６１ 人、 组织处理 １９４ 人

次、 问责 ３８ 人次、 移送司法

机 关 ４ 人ꎬ 追 缴 违 纪 资 金

２７３ ６５ 万元ꎬ 退还群众 ８４ ６２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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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ꎮ 对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下发通报 ４４ 期ꎬ 通报曝

光问题 １５１ 件ꎬ 通报曝光 １８４
人 (次)ꎮ 对省联点督查发现

的大桥瑶族乡湘源岭村党支部

书记陈某海落实危房改造项目

中优亲厚友问题进行查处ꎮ 对

其弟陈某义违规获取危房改造

资金 ３ ６ 万元予以追缴ꎬ 给予

陈某海撤销党内职务处分ꎬ 其

弟陈某义移送司法机关ꎻ 给予

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不力的大桥

瑶族乡党委书记党内警告处

分ꎬ 对工作不实的驻村干部钟

某江党内警告处分ꎮ

【整改示范推进】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实行县级领导联乡包村

责任制ꎬ 调整 ４３ 个贫困村联

系县级领导、 县直单位和帮扶

责任人ꎬ 创新推行 “２４６８” 干

部驻村制度 (县处级干部每月

住贫困村 ２ 天、 正科级干部住

４ 天、 乡镇党委书记住 ６ 天、
乡镇干部住 ８ 天)ꎬ 结合 “三
走访三签字” 活动ꎬ 中共蓝山

县委、 县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

到贫困村ꎬ 夜宿农家ꎬ 现场办

公ꎬ 解决实际问题ꎬ 为全县党

员领导干部作出表率ꎮ 全县 ５０
名县级领导、 １０４ 个后盾单位、
１４ 个乡镇、 ４３ 个驻村工作队、
２０９ 个行政村 ３５００ 多人参与脱

贫攻坚 “深入贫困村、 走访贫

困户” “全覆盖” “地毯式”
开展问题排查整改工作ꎮ 是

年ꎬ 县委书记和县长走遍全县

４３ 个贫困村ꎬ 各乡镇党委书记

和乡镇长大部分走遍辖区所有

贫困村ꎮ

【交办督查】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坚持问题导向ꎬ 对照中央、
省、 市巡视巡察督查交办问题

和 “全覆盖” “地毯式” 核查

问题逐一建立台账ꎬ 形成问题

清单ꎬ 召开交办会ꎬ 要求各乡

镇在规定时间内进行 “举一反

三” 式整改ꎮ 问题清单实行交

办制、 台账制、 销号制、 通报

制 “一单四制” 管理ꎬ 召开中

央、 省市巡视督查交办问题整

改推进会 ４ 次ꎬ 累计交办 ４
次、 发放交办函 １６０ 份ꎬ 突出

抓好精准识别、 责任落实、 资

金监管等 １０ 个方面 １５０ 个具体

问题整改落实工作ꎮ 成立督查

组 ４ 个ꎬ 对中央、 省、 市巡视

督查交办 ５ 个方面 １９ 个问题

核查整改工作进行暗访督查 ４
次ꎬ 对工作不力的乡镇主要负

责人和分管负责人进行通报约

谈ꎬ 全年约谈 １６ 人ꎮ 全县累

计下发调查问卷 ７０００ 多份ꎬ
贫困户信息采集表 １ 万余份ꎬ
核实完善贫困户台账资料、 手

册信息数据 ２０００ 多条ꎬ 印发

“五个一 (一册、 一书、 一编、
一问、 一袋) ” 扶贫政策知识

资料 ５ 万余本ꎬ 将 «习近平关

于扶贫开发论述摘编» 印发至

村一级ꎬ 整改落实精准识别不

准问题 ７１８ 个、 扶贫政策落实

不到位问题 ４０４ 个、 基础台账

不扎实问题 １１８９ 个、 政策宣

传不到位问题 ４２０ 户、 驻村帮

扶力度不够问题 １５４ 个、 基础

设施问题 ４２ 个、 内生动力不

足问题 １４１ 个、 系统问题数据

３０００ 多条ꎮ

【产业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坚持 “四跟四走”ꎬ 按照政

府引导、 群众自愿原则ꎬ 引导

和帮助贫困村、 贫困群众发展

特色产业ꎬ 帮助贫困户持续增

收ꎮ 累 计 投 入 ２４５５ ９ 万 元ꎬ
其中光伏扶贫投入 １４８５ 万元、
电商扶贫投入 ３０ 万元、 扶贫

专项资金安排种养产业项目资

金 ２１５ 万元、 县财政奖补产业

发展资金 ５６９ ４ 万元、 重点产

业扶贫项目 １５０ 万元ꎬ 鼓励建

档立卡贫困户自主发展产业ꎬ
重点引导支持贫困村发展壮大

产业ꎮ 出台产业扶贫支持政

策ꎬ 对发展产业贫困户给予

３０００ 元每户奖补ꎬ 实现有产业

发展能力和意愿的贫困户得到

产业扶持全覆盖ꎮ 全年通过实

施产业扶贫奖补和重点项目联

结带 动 １０３０ 户、 贫 困 人 口

３５２０ 人实现脱贫增收ꎮ 发展特

色种养业ꎬ 在山区重点发展以

经作、 中 药 材、 楠 竹、 猕 猴

桃、 黑山羊为主的特色种养

业ꎬ 种 植 生 姜 １８６ ６７ 公 顷、
食 用 菌 ２１０ 万 棒、 猕 猴 桃

１３３ ３３ 公顷、 中药材 ２４０ ６７
公顷、 茶叶 １８００ 公顷ꎬ 带动

贫困人数 １１００ 人ꎻ 在平丘区

重点采取 “公司＋基地＋农户”
模式ꎬ 发 展 粮 食、 烤 烟、 蔬

菜、 水果等产业ꎬ 发展水稻种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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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２ ２７ 万 公 顷、 蔬 菜 种 植

７３３３ ３３ 公 顷、 水 果 种 植

４５３３ ３３ 公 顷ꎬ 其 中 葡 萄

６６６ ６７ 公顷、 西瓜 ６６６ ６７ 公

顷、 柑橘 ８００ 公顷ꎮ 全县有种

养合作社 ４７２ 家ꎬ 其中贫困村

发展合作社 ７２ 家ꎬ 产业基地

覆盖贫困村 ２３ 家ꎮ 如荆竹江

源村支书赵雪旺发动全村贫困

户ꎬ 通过资金、 土地入股等方

式加入江源道地药业种植合作

社ꎬ 投入资金 ２６０ 万元ꎬ 种植

中草药 ６ ６７ 公顷、 魔芋 ４ 公

顷ꎬ 贫困户入股 ３５ 户ꎬ 并安

排 ８０ 余名贫困人口就业ꎬ 合

作社与贫困户签订每年按 １０％
保底分红协议ꎬ 务工人员按每

人每天 １００ 元 /的标准发放工

资报酬ꎬ 带动 ３１ 户贫困户脱

贫ꎮ 塔峰镇雷家岭农业生态产

业园、 所城镇夏洞村高山紫茄

专业合作社等合作组织ꎬ 采取

土地出租、 入股等形式 “抱

团” 发展紫茄基地 ３３３ ３３ 公

顷ꎬ 紫茄畅销粤港市场ꎬ 带动

贫困户增收ꎮ 发展光伏产业ꎬ
为全县 ４３ 个贫困村建设总规

模 ２５８０ 千瓦光伏电站ꎬ ９ 月实

现并网发电ꎬ 为村集体增收 ５
万元以上ꎮ 发展电商产业ꎬ 全

县建立电商县级运营中心 １
个ꎬ 在 ４１ 个贫困村设立 ４３ 个

电商便民服务点ꎮ 建网店 (微
店、 扶贫小店) ２３９ 个ꎬ 其中

扶贫小店 ２３９ 个ꎬ 贫困户建店

１６５ 个ꎻ 为 ６０ 个村设立扶贫专

柜ꎬ 投入扶贫资金 ７ ５ 万元ꎬ
其中贫困村 ４３ 个ꎬ ２ 个城区超

市设立扶贫专柜ꎬ 为部分贫困

村年纪稍大网盲解决产品销售

难问题ꎮ 发展旅游产业ꎬ 坚持

以建设湘江源头区域国家生态

文明先行示范县为契机ꎬ 推进

坪源村、 百叠岭村等 ６ 个全国

旅游扶贫村建设ꎬ 引进香港新

井集团ꎬ 投资 ２ 亿元打造浆洞

生态观光旅游度假区 “云冰

山” 项目ꎬ 通过举办 “永州蓝

山乡村文化旅游周” “泉塘西

瓜节” “中国农民丰收节” 等

节庆 活 动ꎬ 带 动 ２００ 多 户、
１２００ 余人通过旅游实现增收ꎮ

【教育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投入 ４２７９ 万元ꎬ 实施贫困

村薄弱小学改造三年行动计

划ꎮ 落实国家教育惠民政策ꎬ
对全县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家

庭在校学生实现应助尽助ꎬ
“雨露计划”、 职业学历教育扶

贫补助覆盖率 １００％ꎮ 全年为

１１９５３ 人次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发放教育扶贫款 ７５８ ９５ 万元ꎬ
其中县级财政负担义务教育阶

段非寄宿的 ７０６１ 人次建档立

卡贫困户子女按寄宿生的标准

发放生活补助 ３７８ 万元ꎬ 县外

就读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贫困学生 １１４２ 人次发放生活

补助 ６０ ３ 万元ꎬ 为 １２２８ 名大

学生办理国开行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 贷款总额 ９８２ ７６ 万

元ꎬ ２０１８ 年春秋季学期 “雨露

计划” 资助 １２９７ 人、 １９３ ６５
万元ꎬ 补发 ２０１７ 年 “雨露计

划” ３３５ 人、 ５０ ２５ 万元ꎮ 出

台针对义务教育非在校寄宿生

活补助、 非普惠制幼儿园就读

入园补助及县外就读生活补助

方面的 “补天窗” 政策ꎮ 针对

部分适龄儿童辍学或疑似失学

以及残疾学生无法到普通中小

学校就读的问题ꎬ 县教育局采

取上门劝学、 县特殊教育送教

上门等方式为 ５ 名辍学儿童和

２９ 名残疾少年解决就学难题ꎮ

【就业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搭建就业服务平台、 创建乡

镇 (村) 就业扶贫车间、 开发

公益性岗位就业扶贫岗位等

“三大平台”ꎬ 落实企业吸纳贫

困劳动力补贴、 转移就业交通

补助、 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等

“三 项 政 策 ”ꎬ 针 对 “ 育 婴

嫂”、 种植、 养殖、 乡村旅游

服务等热门、 紧缺和市场潜力

大、 前景好的职业 (工种)ꎬ
开展 “短平快” 定向培训ꎮ 是

年ꎬ 全县发放转移就业交通补

助 ７０３６ 人、 ４１３ ８４ 万元ꎬ 举

办实用技术培训班 １０ 期ꎬ 完

成贫困人口培训 １３８０ 人次ꎬ
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育工作完成

９５ 人次ꎬ 任务完成率 １００％ꎻ
创建乡镇 (村) 就业扶贫车间

３６ 个ꎬ 实现贫困户家门口就业

１２８５ 人ꎮ 全县新增贫困劳动力

转移就业任务数为 ３００ 人ꎮ 截

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全县新增贫

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３１０ 人ꎬ 全

县实现转移就业贫困劳动力

８８４３ 人ꎬ 完成家庭 “两后生”
技能培训 １１２ 人ꎬ 超额完成任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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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ꎻ 精准培训贫困劳动力 ３０５
人ꎬ 超额完成任务ꎮ

【兜底保障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加大财政投入ꎬ 提高农

村低保标准ꎬ 推进低保线和扶

贫线 “两线合一”ꎬ 落实兜底

保障措施ꎬ 建档立卡ꎬ 按照省

市标准发放保障资金ꎮ 对丧失

劳动能力的残障人口、 因病因

灾致贫返贫人员等特困人群实

行政策兜底ꎬ 确保兜底对象应

保尽保ꎮ 开展兜底脱贫对象认

定清理整顿工作ꎬ 是年ꎬ 全县

最新兜底保障人数 ５５０ 人ꎬ 将

农村兜底低保标准提高到平均

每月 ３００ 元ꎬ 推进低保线和扶

贫线 “两线合一”ꎬ 确保全县

兜底保障对象实现政策脱贫ꎮ

【医疗健康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

加城乡居民医保的ꎬ 按照每人

每年 ９０ 元的标准给予补贴ꎬ
特困人口实行全补贴ꎬ 县财政

安排 １５３ ５ 万元为全县所有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购买扶贫特惠

保ꎬ 为 ６３５０ 个贫困人口补助

医保资金 １０２３ ５ 万元ꎬ 实施

健康扶贫 “三个一批” 行动计

划ꎬ 落实贫困户住院 “先诊疗

后付费” “一站式结算”ꎮ 救治

住院贫困患者 ５５９２ 人次ꎬ 住

院总医疗费用 ２１１７ ３４ 万元ꎬ
其中新农合支付 １４０３ ０６ 万

元、 大病保险 ３１ ４８ 万元、 扶

贫特惠保 ３９ ５１ 万元、 民政医

疗救助 ７３ ３８ 万元、 定点医院

减免 ２ ５７ 万 元、 政 府 兜 底

３７５ ７６ 万元、 个人实际自付

１９３ ４３ 万元ꎬ 贫困患者住院综

合实际报销比例 ９０ ８６％ꎬ 县

域内救治率 ９０ ４２％ꎮ 农村贫

困人口 ９ 种大病集中救治 １０７
人 ( 含 转 县 外 )ꎬ 救 治 率

１００％ꎮ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２７４５８ 人和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 ７９ 人全部签订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ꎬ 签约率 １００％ꎮ

【信贷支持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在 ４３ 个贫困村建立金

融扶贫服务站ꎬ 开展贫困农户

评级授信和贷款发放工作ꎬ 扶

贫小额信贷发放采取 “个贷自

用”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底ꎬ
蓝山扶贫小额信贷发放 ３６６０
户、 １７１８０ ５５ 万元ꎬ 提前还款

６９４ 户、 ３１０３ ５５ 万元ꎬ 贷款

余额 ２９６６ 户、 １４０７７ 万元ꎬ 贷

款管理规范ꎬ 全部按季结息ꎮ
县财政设立产业扶贫小额信贷

风险补偿金 ２０００ 万元ꎮ 防范

扶贫小额信贷风险ꎬ 建立动态

监管机制ꎬ 全县扶贫小额贷款

逾期率为零ꎮ

【易地搬迁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按照省级文件精神ꎬ 对

少量识别不准的搬迁对象予以

清退ꎬ 剔除 １６ 户、 ７０ 人ꎮ 部

分搬迁户考虑到小孩就学和自

身就业等因素ꎬ 不愿意搬迁到

乡镇或县城集中安置点安置ꎬ
共有 ４９ 户、 １９６ 人ꎮ 要求所有

自愿放弃易地扶贫搬迁的对

象ꎬ 自愿在列明各类搬迁方案

的政策告知书和放弃承诺书上

签字确认ꎬ 统筹结合其他扶贫

政策ꎬ 采取开展劳务协作、 安

排公益性岗位、 介绍到县经济

开发区企业就业、 产业扶贫等

方式ꎬ 多渠道增收脱贫ꎮ 是

年ꎬ 蓝山县新增搬迁对象 ９９
户、 ３９１ 人ꎮ 县 “十三五” 期

间实际搬迁人数为 ２４０３ 人ꎬ
较 “十三五” 易地扶贫搬迁计

划任务 ２２７８ 人增加 ３４ 户、 １２５
人ꎮ 蓝山县安排集中安置点 ４
个ꎬ 分别为县城集中安置点

(１７５ 户、 ７０７ 人)、 浆洞上洞

集中安置点 (３８ 户、 １４２ 人)、
土市新安集中安置点 (１６ 户、
８７ 人)、 新圩毛江集中安置点

(１２ 户、 ５０ 人)ꎬ 总计 ２４１ 户、
９８６ 人ꎮ 其中ꎬ 新圩毛江和土

市新安为 ２０１６ 年实施的集中

安置点ꎬ 县城和浆洞为 ２０１８
年新建安置点ꎮ 县城点 １５ 幢

安置房全部封顶ꎬ 进入装修工

程阶段ꎻ 新圩点主体全部完

工ꎬ 进入装修阶段ꎻ 浆洞点内

外墙装修下架ꎬ 进入配套基础

设施施工阶段ꎻ 土市点完成主

体施工ꎬ 进入装修阶段ꎮ 省级

下达危房改造指标 ２８５ 户ꎬ 市

级分配为民办实事任务数 ２４２
户ꎬ 上级下达补助资金 ５２１ 万

元ꎮ 乡镇两次申报 “四类人

员” ３５２ 户ꎬ 包括分散供养特

困人员 ８０ 户、 低保 ５６ 户、 残

疾人家庭 ２８ 户、 建档立卡贫

困户 １８８ 户ꎮ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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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以 “中国社会扶贫网” 为新

的扶贫载体ꎬ 凝聚社会扶贫力

量ꎬ 构建政府、 市场和社会协

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ꎮ 按照

“村设员、 乡设点、 县设站”
的要求ꎬ 建好扶贫志愿者、 扶

贫服务专家、 扶贫监督员、 扶

贫形象大使 ４ 支队伍ꎮ 全县有

扶贫志愿者 １２００ 余人、 扶贫

服务专家 １００ 余人、 扶贫监督

员 ２００ 余人、 扶贫形象大使 ３
人ꎮ 全县累计注册贫困户 ６７５２
户、 ２７４５８ 人ꎬ 注册率 １２５％ꎬ
注册爱心人士 ２２０９１ 人ꎬ 发布

需求信息 ７９８７ 条ꎬ 对接 ７６１２
条ꎬ 成功对接率 ９５％ꎬ 对接物

资价值 １５０ 余万元ꎮ 通过中国

社会扶贫网平台规划上报帮扶

项目ꎬ 设立社会扶贫慈善基

金ꎬ 利用县慈善总会整合统筹

爱心资金 １２０ 万元ꎮ 开展 “我
想有个家” “贫困户智能手机”
“贫困户常备药品” ３ 个众筹ꎮ
其中 “我想有个家” 安居工程

第一期筹得善款 １０ 万元ꎬ 用

于 １００ 户贫困户的危房改造工

程ꎻ “贫困户智能手机” 众筹

１１００ 台ꎬ 满足无智能手机贫困

户的需求ꎻ “贫困户常备药品”
众筹价值 ５ 万余元的药品用于

偏远山区的贫困户ꎮ 利用 “中
国社会扶贫网” 平台发起健康

资助需求ꎬ 为大病大灾贫困户

凝聚社会各界爱心捐助ꎮ 是

年ꎬ 全县筹集各种社会扶贫资

金 ７８０ ４４ 万元ꎬ 其中社会扶

贫网蓝山管理中心筹集社会扶

贫资金 １１７ 万元ꎮ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项目 ４１ 处ꎬ 投入 １５１２ ７５ 万

元ꎬ 受益 ３ 万人ꎬ 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０ ６５ 万人ꎬ 全县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８３ ４２％ꎬ
完成贫困人口年度安全饮水计

划任务ꎬ 县扶贫办与县疾控中

心共同完成水源水化验ꎬ 确保

水质安全ꎮ 全年拟退出的 ２１
个贫困村 １００％的农户家中通

生活用电ꎮ 年度自然村通达项

目任务里程 １１９ 千米ꎬ 实际完

成 １２１ ３４７ 千米ꎬ ４３ 个贫困村

通水泥 (沥青) 路全部完成ꎬ
农村公路加宽完成 ３４ ３ 千米ꎬ
农村公路安保工程建设完成 ７８
千米ꎮ

【扶贫机制】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以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和省

常态化联点督查为契机ꎬ 将突

出问题集中整改与扶贫领域作

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相结合ꎬ
创新推行 “２４６８” 干部住村工

作制度ꎬ 转变干部作风ꎬ 提升

帮扶实效ꎬ 得到省市肯定ꎬ 被

«湖南日报» «永州日报» 等

新闻媒体宣传推荐ꎮ 创新推行

“２４６８” 干部住村工作制度ꎬ
即县处级干部每月住贫困村 ２
天、 正科级干部住 ４ 天、 乡镇

党委书记住 ６ 天、 乡镇干部住

８ 天ꎬ 推动干部驻村帮扶活动

规范化、 常态化ꎬ 使干部驻村

帮扶变 “过客” 为 “常客”ꎮ

全县县级领导、 县直单位、 乡

镇三级干部每月住村累计超过

１６ 天ꎬ 结合 “三走访三签字”
“深入贫困村、 走访贫困户”
“回头看、 回头查、 回头帮”
“全覆盖、 地毯式问题核查”
活动ꎬ 对每一个贫困村的村情

和每一户贫困户的生产、 生

活、 收入、 公共服务、 致贫原

因、 脱贫计划和措施等情况进

行摸底ꎮ 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

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带头到最偏

远、 最艰苦的贫困村ꎬ 夜宿农

家ꎬ 现场办公ꎬ 解决实际问

题ꎮ 全 县 ５５ 名 县 级 领 导、
１７５３ 名党员干部职工进村入

户ꎬ 与 ４３ 个贫困村、 ６７５２ 户

贫困户实行 “一对一” 结对帮

扶ꎬ 帮扶解决实际难题 ６０００
余件次ꎬ 化解各类信访矛盾

２００ 余件ꎮ

【深度贫困村脱贫】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

府向深度贫困村派齐配齐驻村

队伍ꎬ 县委书记、 县长带头联

点驻村ꎬ 从县直机关选派优秀

党员干部担任驻村工作队员ꎬ
进村入户宣传和讲解扶贫政

策ꎬ 每月到重点贫困户中开展

一次走访谈心ꎬ 每季度会同村

党支部专题研究抓党建促脱贫

工作ꎬ 向全村党员干部群众宣

讲党的十九大精神ꎬ 配齐村支

两委班子ꎬ 每月召开一次组织

生活会ꎮ 加大基础设施投入ꎬ
两个深度贫困村村级综合服务

平台均建成使用ꎬ 完成 ７ ９ 千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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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道路拓宽、 １３ 千米道路硬

化ꎬ 实施安全饮水工程ꎮ 制定

产业发展实施方案ꎬ 荆竹凌江

河村成立 “蓝山县尤绵红种养

专业合作社”ꎬ 与 ９７ 户贫困户

建立公平的利益联结机制ꎬ 做

到全覆盖全辐射ꎬ 贫困户与专

业合作社兴办阉鸡养殖场养阉

鸡 ５０００ 只ꎬ 养殖蜜蜂 １００ 箱ꎬ
年度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１０
万元ꎬ 贫困户年收入提高 ２５％
左右ꎻ 毛俊双河村扶贫产业项

目种植猕猴桃 １ ３３ 公顷ꎬ 土

地流转、 翻耕、 撑架、 挖坑等

前期工作已完成ꎮ

爱 国 卫 生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爱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贯彻

落实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

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ꎬ
发挥爱卫办在创国卫工作中的

协调作用ꎬ 推进全县创建国家

卫生县城工作ꎬ 完成全年目标

工作任务ꎮ

【爱国卫生方案政策出台】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

民政府制定出台一系列关于爱

国卫生方面的政策ꎮ 制定下发

«蓝山县 ２０１８ 年创建文明卫生

园林县城工作实施方案» «蓝
山县 ２０１８ 年创建文明卫生园

林县城工作考评奖惩办法» 等

文件ꎻ 出台 «蓝山县创建文明

卫生园林县城工作问责暂行办

法» «蓝山县爱国卫生工作暂

行管理规定» 等具体办法和工

作措施ꎮ 县三创办制定 «蓝山

县 ２０１８ 年创建文明卫生园林

县城督查考核工作方案» «蓝
山县三城同创 “门前五包” 考

核评比办法»ꎮ

【爱国卫生组织管理】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调整爱国卫

生运动委员会ꎬ 爱卫会主任由

县委副书记、 县长魏和胜担

任ꎬ 爱卫会副主任由县委专职

副书记李劲涛ꎬ 县委常委、 县

委办主任黄和平ꎬ 县委常委、
县委宣传部部长刘素萍ꎬ 县人

大、 县政府、 县政协分管副职

当任ꎮ ３ 月 ２８ 日、 ４ 月 １７ 日、
６ 月 ８ 日、 ７ 月 ３０ 日ꎬ 县委、
县政府分别召开县委常委会、
政府常务会议、 政府专题会议

研究爱国卫生、 创建国家卫生

县城、 农村改厕等工作ꎬ 县

委、 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爱

国卫生活动ꎮ 实行目标管理考

核ꎮ 县委将爱卫工作列入县委

目标管理考核ꎬ 爱国卫生工作

列入政府报告ꎬ 县政府对 ２８
个爱卫会成员单位实行目标管

理考核ꎬ 与县爱卫会主任 (县
长) 签订目标管理责任状ꎬ 制

定 «蓝山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

会成员单位工作目标任务及考

核细则»ꎬ 爱卫会办公室定期

组织检查ꎬ 通报各成员单位目

标完成情况ꎮ 保留爱卫办参照

公务员管理的副科级事业单

位ꎬ 定编 ５ 人ꎮ 保障工作经

费ꎬ 县财政将爱国卫生经费

(创建) 列入财政预算ꎬ 全年

安排爱卫办工作经费 １３ 万元、
改厕创建病媒专项经费 ２０ 万

元、 病媒生物防制专项工作经

费 ６０ 万元、 三创办工作经费

２００ 万元、 创国卫考核奖励经

费 ７７ ２ 万元ꎬ 均按时足额拨

付到位ꎮ 制定 «创国卫工作实

施方案» «爱国卫生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 “十三五” 工作规划»
«２０１８ 年工作计划»ꎮ 完善县

乡村爱卫组织管理工作网络ꎬ
各单位、 社区、 村均成立爱国

卫生 (创建)、 健康教育、 病

媒生物工作领导小组ꎬ 设专

(兼) 职工作人员ꎮ

【爱国卫生运动开展】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

会办公室集中开展环境卫生整

治活动ꎮ 在第 ３０ 个爱国卫生

月、 元旦、 五一、 国庆期间ꎬ
县爱卫会组织全县各机关企事

业单位、 街道办、 社区 (村)
开展城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

作ꎬ 干部群众自愿参与环境卫

生整治ꎬ 改善城区各类卫生

“脏乱差” 现象ꎮ 开展无烟单

位创建工作ꎬ 县爱卫会组织政

府办等相关单位对县财政局等

３５ 家单位控烟工作进行考核验

收ꎬ 对成效明显政府办等 ３５
家单位授予 “无烟单位” 称

号ꎮ 开展城区病媒生物防制工

作ꎬ 县爱卫办督促 ＰＣＯ 专业消

杀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对城区社

区开展全面的鼠药投放ꎬ 对城

区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开展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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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年鉴 (２０１９) 社会生活

蟑工作ꎮ 全年投放稻谷鼠毒饵

７ ２ 吨、 粘鼠板 ２ 万块、 灭蟑

清 ０ ８ 万袋、 灭蝇药 １ ５ 万袋、
２ ５％菊脂灭蚊烟雾剂 １ ５ 万

升ꎬ 安装三防设施 ３６００ 处ꎬ
发放培训资料 １ ５ 万余份ꎮ 登

革热防控期间ꎬ 发放防控药品

５％高效氯氰菊酯悬浮剂 ５０００
瓶、 ５％硫磷  吡丙醚杀虫颗粒

剂 １００ 包、 １２％高氯  毒死蜱

乳油 ４０ 瓶、 残杀威热雾剂

１６ 瓶、 可湿粉剂 １８ 包、 宣传

资料 ２ 万份ꎮ ２０１８ 年ꎬ 经省爱

卫会确认ꎬ 蓝山县城区蚊蝇密

度控制水平达到国家 Ｃ 级标

准ꎮ 组织开展省市级文明卫生

单位、 卫生村的创建活动ꎮ 全

年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卫生单位

１４ 个、 省级卫生村 ４３ 个、 市

级文明卫生单位 ３ 个、 市级无

烟单位 １０ 个、 市级卫生村 １６
个、 县级无烟单位 ２５ 个ꎬ 所

城镇和大桥瑶族乡成功创建

“永州市卫生乡镇”ꎮ 县城管执

法局制定 «三城同创投诉平台

实施方案»ꎬ 对市容环境卫生

管理、 市政设施管理、 城市绿

化、 亮化管理、 建筑垃圾管理

及其他有关涉及市容市貌、 户

外广告、 突发事件、 交通秩

序、 建设工地、 违法建设行为

等六大类事件为主的问题进行

核查和整改ꎮ 开展群众满意度

调查ꎬ 县统计局于 １１ 月 １ 日

组织专业人员对县 “三城同

创” 整体卫生情况、 宣传情

况、 整体满意度等方面的满意

度进行调查ꎮ 县城卫生状况满

意度 ９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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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概况 蓝山年鉴 (２０１９)

乡 镇 概 况

塔 峰 镇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塔峰

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府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省、 市、 县会

议精神ꎬ 结合市委、 市政府

“六大战役” 部署ꎬ 落实 “五
位一体” 总体布局、 “四个全

面” 战略布局和 “五大发展理

念”ꎬ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ꎬ 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ꎬ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全镇退出

贫困户 ９９９ 户、 ４３５１ 人ꎻ 全年

接待来访群众 １６５ 批 ２１５ 人次ꎬ
排查各类矛盾纠纷 １２２ 起ꎬ 化

解 １２２ 起ꎬ 化解率 １００％ꎻ 塔

峰镇完成兵役登记 １０４１ 人ꎬ
完成基干民兵编组 １７１ 人ꎬ 向

部队输送兵员 ３３ 人ꎻ 全镇创

建省级卫生村 １７ 个ꎬ 城区 ６
个社区成功创建市级文明卫生

单位ꎻ 镇人民政府成功创建无

烟单位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征地拆

迁工作有一定难度ꎬ 征地指挥

部各自为阵ꎬ 一些遗留问题解

决难度大ꎻ 信访维稳工作压力

巨大ꎬ 信访经费开支过大ꎻ 财

政收支不平衡ꎬ 各项经费支出

远大于财政转移支付收入ꎻ 塔

峰镇由原塔峰、 舜源、 南平三

个办事处合并ꎬ 工作任务加

大ꎬ 部分工作开展不畅ꎮ

【重点项目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塔峰镇围绕推进县域经济社会

加快发展、 转型发展、 跨越发

展的目标ꎬ 以项目建设为切入

点ꎬ 创新征地拆迁工作方式ꎬ
抓好重点项目建设ꎮ 全年拆除

违章建筑 １５ 幢、 违章厂棚 ３５
个ꎻ 完成房屋拆迁 １１１ 户ꎬ 约

１ ７ 万平方米ꎻ 完成毛俊水库

安置点五里坪村、 荷叶塘村征

地、 城区学位建设等项目征收

土地 ６６ ６７ 公顷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年末ꎬ 镇辖内的蓝山大道、 湘

粤北路、 新民西路、 五里南

路、 金石路ꎻ 和平汽车站、 示

范性中学、 示范性幼儿园、 赤

蓝桥小学、 湘江源学校、 明德

小学、 毛俊水库安置点、 星级

宾馆、 “三所合一”、 皮具产业

园、 妇幼保健院等重点项目均

按目标正常施工建设ꎮ

【农业、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塔峰镇加大农业结构

调整步伐ꎬ 利用自身产业发展

的优势ꎬ 发展葡萄、 柑桔、 香

芋、 优质稻米、 特色水产养殖

等产业ꎬ 加大土地流转力度ꎬ
让一些大户、 专业合作社、 家

庭农场带头调整产业结构ꎬ 发

展现代农业ꎬ 带动周边农户搞

好产业结构调整ꎬ 实现增收、
增效ꎬ 推动全镇农业生产快速

发展ꎮ 全年土地流转 １７３３ ３３
公顷ꎬ 其中龙溪片花果园、 西

埠头、 榴源、 岭脚、 富阳形成

万亩葡萄园基地ꎻ 东侧、 社门

千亩稻稻油基地ꎻ 雷家岭、 八

甲、 荷叶塘、 古城、 舜东、 福

正、 榴源、 岭脚、 绿源等万亩

蔬菜基地ꎮ 快速推进河长制工

作ꎬ 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绿

化提升工程ꎬ 落实河长制ꎬ 建

立河道档案ꎮ 全年更新公示牌

５２ 个ꎬ 处理乱堆垃圾 ５ 起、 乱

建 ２ 起ꎬ 顿整污染养殖场 ５ 家ꎬ
加强对饮用水源地的保护力

度ꎮ 开展农村 “三资清理” 工

作ꎬ 对全镇 ５２ 个村集体资金、
资产、 资源进行清理核查ꎬ 理

顺村级财务关系ꎬ 各村根据

“三资” 清理核实结果建立健

全 “三资” 台账ꎮ 按程序发包

村集体资产资源ꎬ 规范管理村

７５２



蓝山年鉴 (２０１９) 乡镇概况

级 财 务ꎮ 村 集 体 债 权 总 额

４０１１２ ２８ 万元ꎬ 村集体债务

１９９１ １８ 万元ꎬ 村集体资金账

面余额 ２８８７ ８５ 万元ꎬ 村集体

资产折价 ２６７６１ ７１ 万元ꎬ 资

源总量 ２７９８５ ３ 公顷 (农用地

２４９３３ ２２ 公 顷ꎬ 其 中: 耕 地

５６３２ ８６ 公 顷ꎬ 建 设 用 地

３０００ ９ 公顷ꎬ 未利用地 ５１ １６
公顷)ꎮ 发展乡村旅游ꎬ 重点

推进南平休闲农业产业园、 南

平特色小镇、 航昇水上乐园、
花果庄园等乡村旅游点建设ꎬ
打造百叠岭生态茶园文化综合

生态旅游区ꎮ ３ 月ꎬ 协助中共

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举办

“２０１８ 永州蓝山乡村旅游周活

动”ꎮ ８ 月ꎬ 举 办 花 果 庄 园

“葡萄采摘节” 活动ꎮ ９ 月ꎬ
举办高阳村乡村旅游节活动ꎮ

【民生保障】 　 ２０１８ 年ꎬ 塔峰

镇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

认定发放 ７９２１ 人ꎬ 发放城乡

居民养老金 ９００ 万余元ꎻ 完成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１５８５１ 人缴费ꎬ 保费 ３０１ ４３ 万

元ꎻ 完成城乡居民医保缴费

１１５２ 万 余 元ꎬ ５９１４７ 余 人 参

保ꎮ 全年完成城镇劳动力转移

输出 ４４００ 余人ꎬ 参加创业培

训 ７２ 人、 电商培训 ７０ 人ꎬ 新

增劳动力转移就业 ９１０ 人ꎬ 失

业再就业 １６８０ 人ꎬ 困难再就

业 ３７０ 人ꎮ 坚持以民为本ꎬ 落

实各项民生政策ꎬ 全年全镇低

保户 ２０１７ 户、 ３５３５ 人ꎬ 发放

低保资金 １２００ 余万元ꎻ 五保

户 ２１６ 人ꎬ 发放五保资金 ９７ 万

余元ꎻ 发放优抚资金 ２８０ 余万

元ꎻ 发放临时救助金 ２５ 万元ꎮ
重点帮扶 ９９ 户完成危房改造ꎬ
９０％竣工ꎻ 完成公厕建设 ２９
个、 农户旱厕改造 ６２０ 个ꎮ 推

进农村道路亮化工程ꎬ 东江、
岭脚、 高阳、 富阳、 五里坪、
保干 村 等 村 安 装 ＬＥＤ 路 灯

１４５０ 盏ꎮ 推进农村道路硬化ꎬ
西外、 五里坪、 榴源、 古城、
舜水等村进行道路拓宽硬化

５０００ 米ꎮ 推进农村电网改造ꎬ
完成塔峰片绿源、 西埠头、 榴

源、 岭脚、 福正、 高阳 ６ 个村

农网改造设计ꎬ 均进场施工ꎻ
南平片申报自供区农网改造项

目ꎮ 推进农村水利建设ꎬ 投入

２７００ 万进行流沙河 ８ 千米治

理ꎻ 投入 ８ 万元进行锦鸡坝、
龙溪渠道清淤ꎻ 投入 ４ 万元进

行岭脚 ２ 号坝、 颜贵林河道修

复ꎻ 投入近 １０ 万元对荷叶塘、
界头山塘进行修复ꎮ 推进 “三
城同创” 工作ꎬ １０ 月份通过省

国调队的文明指数测评ꎬ 巩固

提升县省级文明县城创建成

果ꎻ 通过省市爱卫专家调研、
暗访检查ꎬ 全镇 ５２ 个行政村

创建省级卫生村 １７ 个ꎬ 申报

创建省级卫生村 ３５ 个ꎻ 城区 ６
个社区成功创建市级文明卫生

单位ꎬ 申报创建省级文明卫生

单位ꎻ 镇人民政府成功创建无

烟单位ꎮ

【安全生产】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县塔峰镇党委、 镇人民政

府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ꎬ 坚持

“一把手、 抓到底” 的安全生

产工作机制ꎻ 坚持党政领导每

月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ꎬ 亲

自参与排查安全隐患、 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ꎮ 完善各项工作制

度ꎬ 履行 “一岗双责” 制度ꎬ
确保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各分

管领导和部门ꎬ 责任到人ꎮ 开

展各类宣传ꎬ 提高全民安全意

识ꎬ 重点对各村各类企业及全

民进行宣传ꎬ 发放宣传资料 １０
万份ꎬ 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６
次ꎮ 强化安全检查ꎬ 对各行各

业进行地毯式检查ꎬ 全年开展

安全检查 ７０ 余次ꎬ 排查安全

隐患 ２ 处ꎬ 及时整改取缔 ２ 处ꎮ
其中ꎬ 检查发现舜源片总市华

安液化气站无证经营ꎬ 依法取

缔该站ꎻ 舜源片界头村村民杨

某平被群众举报非法储存烟花

爆竹ꎬ 经检查ꎬ 当场查获非法

储存 “金玉满堂” 烟花 ５０ 个、
６０ 公分的 “特红炮” ５ 个、 ３６
公分的 “特红炮” ６ 个、 ２７ 公

分响炮 ２６ 个、 条炮 １４０ 条并依

法处理ꎮ

【信访维稳】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蓝山塔峰镇党委、 镇人民政府

坚持开展领导干部接访ꎬ 把问

题解决在基层ꎮ 全年全镇接待

来访群众 １６５ 批 ２１５ 人次ꎻ 排

查各类矛盾纠纷 １２２ 起ꎬ 化解

１２２ 起ꎬ 化解率 １００％ꎮ 全年接

到湖南省信访网上服务中心系

统交办信访件 ２５ 例ꎬ 完成 ２３
例ꎬ 办理成功率 ９２％ꎻ 接到中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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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省委巡视组交办信访件 ７
件ꎬ 全部办理完成ꎻ 接到省委

巡视组交办信访件 ６ 件ꎬ 全部

办理完成ꎻ 接到市委第八巡察

组信访 (举报) 交办件 ５７ 件ꎬ
全部办理完成ꎬ 满意度 １００％ꎮ

【社会综合治理】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塔峰镇党委、 镇人民

政府及时调处各类矛盾纠纷ꎮ
全镇化解、 调处矛盾纠纷 ３５６
起ꎮ 提升禁毒工作成效ꎬ 组织

开展 “吸毒人员摸底排查专项

行动”ꎬ 上报核实工作、 居住、
电话号码等情况 ８２０ 人ꎬ 配合

公安机关依法打击辖区毒品违

法犯罪活动ꎬ 净化治安环境ꎬ
对社区戒毒 (康复) 人员落实

帮扶措施ꎬ 帮助解决生活中遇

到的困难ꎬ 健全和完善社戒社

康人员 “一人一档” 制度ꎮ 抓

好对塔峰镇社戒社康中心示范

点创建和南门社区、 龙泉社区

两个示范社区示范点创建工

作ꎮ 推进扫黑除恶、 防范金融

风险ꎬ 加大对黑恶势力的摸底

排查ꎬ 对辖区内的重点人群进

行突击检查ꎬ 做到 “黑恶必

除ꎬ 除恶务尽”ꎬ 全年收集上

报扫黑除恶线索 １５ 条ꎻ 加大

防范和处理非法集资宣传力

度ꎬ 对非法集资情况进行排查

摸底ꎬ 排查出舜水商城、 正隆

小区、 果木成金凤、 蓝湘源生

态科技果业有限公司等 ４ 起非

法集资线索ꎮ 开展平安创建ꎬ
通过广播、 横幅、 宣传版面、
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宣传ꎬ 发

放平安创建、 森林防火、 禁

毒、 安全生产、 扫黑除恶、 打

击传销、 打击非法集资等各类

宣传资料 １５ 万份ꎬ 组织专业

人士进学校开展应急知识培训

及演练ꎮ 通过反邪教宣传ꎬ 摸

排各类邪教组织ꎬ 防止各类邪

教的传播和蔓延ꎮ 开展综治民

调宣传ꎬ 粘贴标语 １０００ 多条ꎬ
发放宣传资料 ６０００ 多份ꎬ 做

到每户一份ꎮ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８ 年ꎬ 塔峰

镇有建档立卡贫困村 ２ 个ꎬ 有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１４４２ 户、
５６６１ 人ꎬ 在册贫困户 １４４２ 户、
５６６１ 人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退出贫困户 ９９９ 户、 ４３５１ 人ꎮ
做好动态管理ꎬ 全年清退 ５
户、 ２０ 人ꎬ 新增 ７ 户、 １４ 人ꎬ
无返贫人员ꎮ 落实政策ꎬ 围绕

年初定的脱贫任务为目标ꎬ 推

进 “五个一批” 扶贫工作要

求ꎮ 全年发展产业扶贫扶车间

２ 家、 “合作社＋农户” ４ 家、
“基地＋农户” １ 家ꎮ 贫困户自

主 发 展 产 业 ４２８ 户ꎬ 补 助

１２４ ４ 万元ꎮ 第二批新增申报

１１３ 户ꎬ 补助资金 ３３ ９ 万元ꎮ
落实外出务工 ９７６ 人ꎬ 发放交

通补贴 ５７ ６ 万元ꎮ 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 ２２ 户ꎬ 危房改造 ４４
户ꎮ 秋季针对 ５８３ 户开展教育

扶贫户ꎬ 扶助资金 ４２ ２ 万元ꎮ

【城镇品味提升】 　 ２０１８ 年ꎬ
塔峰镇以 “产业兴旺、 生态宜

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

活富裕” 为重点开展提升城镇

品味工程ꎬ 实施范围从雷家岭

村到岭脚村ꎬ 含百叠岭、 雷家

岭、 八甲、 六七甲、 东江村、
花果园村、 西埠头村、 高阳

村、 舜水村、 岭脚村ꎬ 榴源村

等十一个村ꎬ 涉及 ３０ 万平方

千米 ８ 万多人ꎮ 推进以流沙河

农业开发为主的基础设施建

设ꎬ 完成标段河堤建设 ３ 个ꎻ
推进核心区花果园村、 西埠头

村以葡萄为主的万亩果园基地

的培育ꎻ 完成火市社区道路改

造ꎬ 治理河道 １０ 余千米ꎬ 七

里江湿地公园的规划建设按计

划进行ꎬ 完成挂网、 招标工

作ꎻ 乡村振兴 １０ 个村拆除旱

厕 １９１ 余座、 拆除空心房 ２００
幢ꎬ 完成立面改造 ７ ３ 万平方

米ꎬ 房屋 ３６５ 幢ꎬ ７ 月以来ꎬ
雷家岭村完成 ８５ 幢、 六七甲

村完 成 ２８ 幢、 八 甲 村 完 成

７３ 幢ꎮ

【武装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塔峰

镇完成兵役登记ꎮ 抓好民兵整

组ꎬ 通过出入转队、 政治审查

和体检ꎬ 全年完成基干民兵编

组 １７１ 人ꎬ 其中选派 ３９ 人参加

县民兵应急连ꎬ 编组塔峰、 南

平、 舜 源 三 个 应 急 排 ９２ 人

(其中信息员 ２ 人)ꎬ 编组新

民、 花果 ４ 个应急班 ４０ 人ꎮ 推

进征兵工作ꎬ 完成征兵任务ꎮ

【基层党建】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塔峰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府围

绕意识形态工作ꎬ 落实党委中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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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组定期集中学习和周一例会

制ꎬ 全年集中开展学习 ３２ 次ꎮ
落实党政领导分片带组、 驻村

干部包村责任制ꎻ 实行 “三考

一督”ꎬ 完善细化考核和运用

兑现ꎬ 落实党建月卡清单ꎬ 开

展 “雁过拔毛” 式问题整治ꎬ
对落实工作不力的 ３８ 名村干

部诫勉谈话ꎬ 通报批评 １７ 人

次ꎬ 扣减 １ 人绩效考核 ５００ 元ꎮ
全年新发展党员 ３７ 名ꎬ 培养

入党积极分子 １３６ 名ꎬ 培养后

备干部 １２８ 名ꎬ 赴道县培训实

用技术 ３ 期 ３００ 多人ꎮ 对东江、
金银福、 红日、 辅仁 ４ 个村

(社区) 软弱涣散党组织ꎬ 按

照 “五个一” 的标准开展整顿

转化ꎮ 落实 ２８ 名网格员进网

格履职ꎬ 开展在职党员进社区

活动ꎬ 全年有在职党员 ８５０ 余

名 １２００ 人次进社区服务ꎮ 推

进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落实ꎬ
强化农村互联网 ＋监督制度ꎬ
监督规范村级财务管理ꎮ 对全

镇农村道路、 水利设施建设项

目、 农村 “三资” 清理、 村务

公开、 产业扶贫项目、 干部作

风建设等进行专项整治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立案 １１ 起ꎬ 办

结 ７ 起ꎬ 处理党员干部 ７ 人ꎬ
其中开除党籍 １ 人、 留党察看

２ 人、 严重警告 ２ 人、 警告

２ 人ꎮ

祠 堂 圩 镇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祠堂

圩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府围绕

县委、 县政府贯彻 “三大攻坚

战、 六大战役、 四个提升” 战

略部署ꎬ 推进 “五位一体” 建

设ꎬ 较好完成各项目标任务ꎮ
全年实现农业总产值 ８０６３ 万

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９７２７ 元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济结

构不合理ꎬ 工业基础薄弱ꎬ 农

业产业化水平不高ꎬ 经济增长

速度缓慢ꎻ 基础设施薄弱ꎬ 抵

抗自然灾害能力还不足ꎻ 信访

压力大ꎬ 辖区内有各类信访老

户 １６０ 余人ꎬ 绝大部分是无理

诉求ꎬ 信访工作严重挤占和影

响有限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ꎮ

【经济发展环境优化】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祠堂圩镇委员会、 镇

人民政府围绕打击非法集资ꎬ
防范金融风险ꎬ 推进项目建

设ꎬ 优化发展环境ꎬ 确保经济

健康平稳有序发展ꎮ 全镇农业

呈产业化、 规模化、 现代化的

趋势发展ꎬ 全镇种植烤烟 １２０
公顷ꎬ 完成收购任务 ４１００ 担ꎻ
水稻种植完成 ７６６ ６７ 公顷ꎻ
打造各类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

场) １８ 家ꎮ 山口村水果基地

(杨梅)、 团结村有机稻种植基

地 (富硒水稻)、 绿色时代农

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水果、 蔬

菜、 有机稻等特色农产品有较

强辐射能力ꎬ 产品销往东莞、
深圳等沿海城市ꎮ 建设生态宜

居乡村ꎬ 投入 ４２１ ６ 万元建设

好八联、 团结、 大砠等村 ２４０
公顷高标准农田ꎻ 投入 １５０ 余

万元在蓝屏、 桃源、 坪石、 坦

头、 大和、 大砠、 东毛山、 团

结等村建设路灯 ６３５ 盏ꎬ 全镇

１７ 个行政村实现亮化工程全覆

盖ꎻ 投资 ５６０ 万元对全镇 １７ 个

村级综合服务平台进行新建和

改扩建ꎻ 投资 １６０ 万元的楠祠

蓝农网主线改造全线完工ꎬ 解

决 ２ ６ 万群众正常用电ꎻ 八

联、 祠 市、 大 和、 栗 木、 大

砠、 蓝屏、 老婆源等 ７ 个村一

事一议项目竣工验收ꎬ 乡村振

兴示范点大和村推进房屋立面

改造工程ꎬ 实施立面改造 １１０
户ꎬ 改造建筑面积 ３ ５ 万余平

方米ꎻ 推进 “一拆二改三清”
工作ꎬ 全年计拆除旱厕 ２２０ 余

座ꎬ 新建公厕 １１ 座ꎬ 新增卫

生厕所 ３２０ 个ꎻ 推行环境卫生

长效机制建设ꎬ 蓝屏、 团结、
山口栗木等村实行垃圾转运、
填埋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方

式ꎬ 团结、 大和、 背山等村拆

除空心房 ５０ 余幢 １ ５ 万余平方

米ꎻ 推进虎溪村传统村落保护

建设ꎬ 并申报国家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和国家级历史文化

名村ꎮ

【精准帮扶】 　 ２０１８ 年ꎬ 祠堂

圩镇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５０７
户、 １９１５ 人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

末ꎬ 全镇脱贫 ４０３ 户、 １６１７ 人

(其中 ２０１８ 年脱贫 １３５ 户、 ５１７
人)ꎬ 未脱贫 １０４ 户 ２９８ 人ꎮ
对照省市县督查反馈情况抓好

整改ꎬ 成立扶贫工作专业组ꎬ
集中时间ꎬ 逐村逐户进行摸

排ꎬ 纸质资料归档整理进一步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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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统一ꎬ 确保数据正确性ꎮ
全年清理四类人员 ３ 户、 １４
人ꎬ 新增贫困户 ９ 户、 ２６ 人ꎻ
贫困人口自然增加 ５２ 人、 自

然减少 ６０ 人ꎮ 我镇是省联点

督查组通报问题最少的乡镇之

一ꎬ 前三季度考核扶贫工作排

名靠前ꎮ 结合对象抓帮扶ꎬ 突

出一户一策ꎬ 按照 “一超过、
两不愁、 三保障” 的脱贫要

求ꎬ 镇党委根据调查情况ꎬ 对

贫困户进行分类管理ꎬ 逐户制

定脱贫措施ꎮ 全年安排贫困户

建房 ２０ 户ꎬ 易地扶贫搬迁 ７
户ꎬ 雨露计划帮扶 ６５ 人ꎬ 联

系企业对口帮扶贫困大学新生

３ 人ꎬ 就业帮扶 ８７ 人ꎬ 发放交

通补贴 ６３１ 人ꎮ 鼓励贫困户自

主发展产业 １５８ 户ꎬ 发放帮扶

资金 ４７ ４ 万元ꎬ 小额信贷帮

扶 ２７８ 户ꎬ 低保兜底 １９ 户ꎬ 蓝

屏、 团结两村引进藤椅编织、
玩具加工两个 “扶贫车间”ꎬ
解决贫困人口就业 ３０ 余人ꎬ
帮扶措施实现全覆盖ꎮ 镇党

委、 镇政府明确要求帮扶责任

人一户一策制定脱贫计划ꎬ 每

周至少走访帮扶户一次ꎮ 驻村

工作队拿出责任清单ꎬ 逐一落

实ꎬ 逐个销号ꎮ 加大扶贫攻坚

工作占绩效考核的权重ꎬ 各级

主要负责人按照 “三走访、 三

签字” 要求ꎬ 逐级压实责任ꎮ
辖区内两个贫困村老婆源、 蓝

屏村通过市扶贫考核组验收ꎮ

【环境保护】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祠堂圩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府

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工

作理念ꎬ 开展 “夏季攻势” 等

环境整治专项行动ꎬ 结合乡村

环境卫生整治和河长制工作ꎬ
完成新星采石场和山口采石场

等中央、 省环保 ２ 件交办件整

改销号工作ꎬ 取缔拆除栗木、
大水两家黏土砖厂ꎻ 开展造林

护林工作ꎬ 全镇森林覆盖达到

７５％ꎬ 每季度对辖区规模以上

养殖场开展环境保护巡查ꎬ 下

发整改通知 ５ 份ꎬ 配合县环保

局、 县畜牧水产局对大基和宅

头两个养殖场调查取证ꎬ 下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ꎻ 加快垃圾中

转站建设ꎬ 推动乡村环境卫生

实行户收集—村清运—集中转

运的治理模式ꎻ 推动开展河长

制工作ꎬ 对梓林源、 老婆源、
地宝盆水 ３ 条水系和油炸冲等

５ 个水库ꎬ 实行县、 镇、 村三

级河长巡河制度ꎬ 创建老婆源

水示范河道ꎮ

【基层组织党建】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祠堂圩镇委员会、 镇人民

政府把 “政治建设” 放在首

位ꎬ 坚持 “抓班子强素质ꎬ 抓

思想保先进ꎬ 抓制度促稳定ꎬ
抓作风图实效” 的执政理念ꎬ
明确党建目标ꎬ 压实党建责

任ꎬ 确保党建成效ꎬ 形成镇、
村两级班子 “精诚、 团结、 务

实” 的局面ꎮ 实施党建红色引

领工程ꎬ 率先在全县实行用习

近平新思想占领农村宗族阵

地ꎬ 完成东毛山、 大和、 老婆

源等村的党建新阵地ꎬ 完成 １５

个村级综合服务平台建设ꎬ 实

现便民服务 “零距离”ꎻ 加强

基层党组织书记 “月例会”
“固定党日” 活动、 “三会一

课” 制度的执行形成常态化ꎬ
党员实现 “互联网＋ｘ” 和 “１
＋ Ｘ ” 全 面 管 理 模 式ꎬ 创 办

“党建示范点” ３ 个ꎬ 整顿转

化软弱涣散党组织 ２ 个ꎬ 党建

工作实行 “逐月销号” 制度ꎻ
执行 “２４６８” 驻村制度ꎬ 制定

出台 «祠堂圩镇 ２０１８ 年村干

部个人考核办法»ꎮ 落实纪检

监督问责机制ꎬ 重点开展 “雁
过拔毛式” 腐败问题ꎬ “纠四

风、 治漏习、 扫黑除恶” 等专

项整治活动ꎬ 镇纪委进行作风

督查 ２３ 次ꎬ 对 ６ 名不遵守工作

纪律的干部职工进行提醒谈

话ꎬ 对 １０ 名在工作中责任落

实不到位的村干部进行诫勉谈

话ꎻ 镇纪委对辖区内 １０ 名涉

嫌违纪违法的党员进行立案审

查ꎬ 收 缴 清 退 涉 案 款 １８１７５
元、 给予 ２ 名党员开除党籍处

分、 给予 １ 名党员严重警告处

分ꎻ 推进依法治乡进程ꎬ 做好

普法教育工作ꎬ 增强广大干部

群众的法制意识ꎮ 强化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基础工作ꎬ 落实工

作责任ꎬ 抓好矛盾纠纷排查调

处ꎬ 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和

群体性事件ꎮ 开展创建 “平安

创建” 活动ꎬ １７ 个村新安装电

子监控设备ꎻ 开展禁毒示范单

位创建工作ꎬ 推行 “村为主、
组为重” 工作模式ꎬ 促进辖区

社会大局稳定ꎻ 坚持 “安全第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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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 的

方针ꎬ 贯彻落实领导干部安全

生产 “一岗双责”ꎬ 建立健全

安全生产各项制度ꎬ 创建全省

“平安农机” 示范乡镇ꎬ 重点

加大对 “强制法、 防事故” 等

打非治违 “百日行动”ꎬ 辖区

全年 未 出 现 安 全 生 产 经 营

事故ꎮ

【民本民生】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祠堂圩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府

以改善和保障民生工作为重

点ꎬ 以开展为民办实事工作为

主线ꎬ 促进全镇社会事业发

展ꎮ 推进素质教育ꎬ 加快教育

发展步伐ꎬ 提高教师队伍综合

素质ꎬ 加大对学校周边环境的

整治力度ꎬ 营造安全舒适的教

学环境ꎻ 县镇联动到大和村、
八联村开展文化下乡活动 ２
次ꎬ 推广广场舞活动ꎬ 东毛

山、 团结、 老婆源等村组织广

场舞竞赛 ６ 次ꎬ 参与队伍 １８
支ꎮ 卫生计生方面ꎬ 建立健全

卫生和计生深度融合机制ꎬ 加

大宣传力度ꎬ 发放宣传资料

２０００ 余份ꎬ 实行村级目标管理

制工作ꎬ 落实村为主管理责

任ꎬ 为育龄妇女结婚、 怀孕、
节育等创造方便条件ꎬ 全年完

成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２１３
例、 完成产筛 １３０ 例、 落实节

育措施 １６２ 例ꎬ 开展生育关怀

行动ꎬ 落实利益导向机制ꎬ 全

年发放慰问金 １ ５２ 万元ꎬ 开

展贫困人口和老年人健康体检

１８６４ 人ꎬ 抓好健康扶贫工作ꎬ

完善家庭签约医生服务ꎬ 为

５０７ 户、 １９１２ 个贫困人口提供

健康基本保障ꎮ 社会保障方

面ꎬ 发放五保户、 低保户、 特

困户救济金 ９０ 万元ꎻ 完善镇

敬老院的建设ꎬ 入住孤寡老人

３０ 人ꎬ 对镇敬老院的厕所、 水

管等进行翻修ꎻ 开展老农保退

保和新农保参保工作ꎬ 提高全

民参保水平ꎻ 举办劳动技能培

训班 １１ 期ꎬ 培 训 农 民 群 众

２０００ 余人次ꎮ

楠 市 镇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楠市

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府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ꎬ 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在党的建设、 经济建设、 社会

事业发展等方面均取得一定的

成绩ꎮ 辖内的温氏集团生猪养

殖蓝山一场项目投产ꎻ 全年

“村为主” 调解矛盾纠纷累计

１８ 起ꎬ 累计发放调解奖励资金

６０００ 元ꎻ 全 镇 １８ 个 行 政 村

(社区) 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建

设全部完成ꎻ 为各村乡村建设

配置垃圾桶 ２００ 个、 添置垃圾

收集车 ３ 台、 聘请保洁员 ３２
人ꎻ 全年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２５
名ꎬ 确定发展对象 ２５ 名ꎬ 新

吸收预备党员 １４ 名ꎮ

【重点项目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楠市镇辖内的温氏集团生猪养

殖蓝山一场项目完成 “三通一

平”、 围墙和厂房建设ꎬ 于 １２

月投产ꎮ 镇区污水管网和道路

提质改造项目于 １１ 月底完工ꎬ
累计建设雨、 污管道各 ２５００
米ꎬ 人行道 ８０００ 余平方米ꎬ
车行道白改黑 ２ 万平方米ꎬ 种

植绿化树木 ２００ 余株ꎮ ３ 月ꎬ
位于 塘 泉、 环 连、 竹 岭、 镇

西、 镇东、 梁家、 下洞等村的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动工ꎬ 年

底全部完工ꎮ １ 月ꎬ 楠木桥农

贸市场改造完成并投入使用ꎬ
改造后的农贸市场占地面积约

１ ８ 万平方米ꎬ 其中经营面积

约 ６０００ 平方米ꎬ 设置固定摊

位 １６４ 个、 经营铺面 ８３ 个ꎮ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８ 年ꎬ 楠市

镇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４５４ 户

１９０１ 人ꎮ 中共楠市镇委员会专

职副书记专抓扶贫工作ꎬ 选派

２ 名年轻大学生干部任扶贫专

干ꎻ 向贫困人口超过 １００ 人的

行政村派驻精干的帮扶工作

队ꎻ 所有党政领导和驻村干部

均联系对口帮扶贫困户ꎮ 利用

全镇干部职工大会和镇村干部

大会等时机开展扶贫政策知识

培训ꎬ 确保政策宣传无偏差ꎬ
政策落实无死角ꎮ 落实各项帮

扶政策ꎬ 其中贫困户自主发展

产业补贴 (第一批) 发放 １４２
户ꎬ 发放 ４２ ６ 万元ꎬ 义务教

育生活补贴发放 ７８９ 人次ꎬ 发

放 ４５ ２９ 万元ꎬ 外出务工交通

补贴发放 ３３４ 人ꎬ 发放金额

１９ ６２ 万元ꎬ 小额信贷发放 １８５
人ꎬ 发放分红 ９２ ５ 万元ꎮ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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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局管控】 　 ２０１８ 年ꎬ
楠市镇完善综治维稳 “村为

主” 制度ꎮ 每个季度末按照制

度兑现 “村为主” 调解奖励ꎬ
全年 “村为主” 调解矛盾纠纷

累计 １８ 起ꎬ 累计发放调解奖

励资金 ６０００ 元ꎬ 实现 “小事

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 管控目

标ꎮ 对各类信访户进行稳控ꎬ
对李凤娥非法信访案件结案处

理ꎮ 上下村获 “全市关心下一

代工作先进集体” “永州市示

范妇女之家” 等市级称号ꎮ ９
月 ２８ 日ꎬ 全市关心下一代工

作流动现场会与会人员到楠市

镇中心小学和上下村考察学习

关心下一代工作开展情况ꎬ 对

相关工作给予肯定ꎮ

【农村卫生治理】 　 ２０１８ 年ꎬ
楠市镇通过宣传和党员干部带

头示范ꎬ 树立干净整洁卫生新

观念ꎬ 农村垃圾治理工作转化

为群众自觉行为ꎮ 建立垃圾长

效保洁新机制ꎬ 按村均 １ 万元

保障村级日常保洁经费ꎬ 依托

垃圾中转站、 垃圾焚烧炉等垃

圾处理设施ꎬ 配置垃圾桶 ２００
个、 添置垃圾收集车 ３ 台ꎬ 聘

请保洁员 ３２ 人ꎮ

【基层党建】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楠市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府落

实支部书记党建例会制度ꎬ 提

高党建月卡清单的指导作用和

可操作性ꎬ 每月定期进村督促

和指导支部书记开展党建工

作ꎬ 提高支部书记的党建理论

水平和实务能力ꎮ 完成农村综

合服务平台建设ꎮ 全镇 １８ 个

行政村 (社区) 农村综合服务

平台建设全部完成ꎬ 平台功能

布局齐全ꎬ 软硬件设施完备ꎬ
实现小事不出村的基层政务服

务新模式ꎮ ６ 月 ２２ 日ꎬ 上下村

和大元井村综合服务平台成为

全县农村综合服务平台流动现

场会参观点ꎮ 按照 “控制总

量、 优化结构、 提高质量、 发

挥作用” １６ 字方针ꎬ 把好入

口、 考察、 培训、 民主、 透明

等 ５ 个关口ꎬ 培养入党积极分

子 ２５ 名ꎬ 确定发展对象 ２５ 名ꎬ
新吸收预备党员 １４ 名 (其中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１ 名ꎬ 平

均年龄 ３８ 岁ꎬ ３５ 岁以下的优

秀青年占 ４３％)ꎮ 利用 “红星

云” 平台和 ３３ 个支部党员微

信群ꎬ 加强流动党员的联系和

管理ꎬ 搭建网上学习、 交流和

管理平台ꎮ

土 市 镇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土市

镇委员会、 镇政府围绕 “湘粤

生态工贸创新城市” 建设和将

土市镇打造成蓝山边贸重镇的

总体目标ꎬ 以项目建设带动发

展活力ꎬ 落实 “ 六 大 战 役 ”
“四个提升” “八个强力推进”
战略部署ꎬ 推动全镇经济和社

会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ꎮ 全

年开展党风政风监查暗访 １６
次ꎬ 发现问题线索 ２８ 件ꎬ 对

违反纪律人员通报批评 ３６ 人、

约谈 ４０ 人ꎬ 立案 １３ 件ꎻ 对

２０１７ 年底全镇贫困户进行精准

识别 “回头看” 工作ꎬ 动态调

整后 全 镇 有 贫 困 户 ３９１ 户、
１６２９ 人ꎬ 实现 ５４ 户、 ２４１ 人稳

定脱贫ꎬ 新安、 南岭两个省级

贫困村实现脱贫摘帽ꎻ 落实全

镇低保户 ４０７ 户、 ５６５ 人的基

本生活保障ꎻ 接待群众诉求

３０８ 余人次ꎬ 帮助群众解决困

难 ５９ 余 件ꎬ 化 解 矛 盾 纠 纷

６６ 件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业发

展后劲不足ꎬ 农民从事农业生

产积极性下降ꎻ 村级集体经济

薄弱ꎬ 收入单一ꎬ 影响社会各

项事业的发展ꎻ 项目建设多ꎬ
工作任务重ꎬ 资金投入大ꎬ 但

是工作经费不足ꎬ 各项审批手

续繁琐ꎬ 在建项目进展缓慢ꎮ
脱贫攻坚难度较大ꎬ 部分村干

部存在 “懒政” 思想ꎬ 工作多

是压在镇扶贫办的干部身上ꎻ
贫困户自身动力不足ꎬ 部分贫

困户几乎无自主劳动力ꎬ 致富

劳动的主体意识不强ꎻ 产业扶

贫带动不强ꎬ 缺乏较为专业的

技术和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ꎮ

【党的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土市镇委员会、 镇政府建立长

效机制ꎬ 强化政治担当ꎮ 建立

健全乡镇领导联村联户机制、
岗位责任制、 服务承诺制、 工

作交办制、 业绩评议制等ꎬ 不

断激发镇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热

情ꎮ 推进基层党组织 “五化”
建设ꎮ 组织村干部集中轮训 ４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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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ꎬ 党委班子成员到支部指导

三会一课、 上党课 ９０ 余次ꎬ
走访慰问、 志愿服务、 驻村帮

扶等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有序开

展ꎮ 加强督查考核ꎮ 采用 “月
督查、 季评估、 年考核” 的方

式ꎬ 形成 “分级负责、 齐抓共

管” 的党建工作格局ꎮ 落实支

部书记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责

任ꎬ 每月住村时间不低于 ２２
天ꎬ 走访贫困户不低于 ４ 次ꎮ
每名党员联系一户贫困户ꎬ 各

支部组织脱贫攻坚政策宣讲

１２０ 余次ꎬ 发放资料 １０００ 余

份ꎬ 引进扶贫工厂 １ 个ꎬ 推荐

贫困户到县内外就业 １８６ 人

次ꎮ 制定完善 «土市镇干部管

理 制 度 »ꎬ 执 行 « 蓝 山 县

“２４６８” 住夜制度»ꎬ 推进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扶贫领域

“１＋４” “雁过拔毛” 式腐败和

“纠四风、 治陋习” 专项整治

工作ꎮ 对履职不力的支部书记

免职 ６ 人ꎬ 整顿并转化软弱涣

政风监查暗访 １６ 次ꎬ 发现问

题线索 ２８ 件ꎬ 对违反纪律人

员通报批评 ３６ 人ꎬ 约谈 ４０ 人ꎬ
立案 １３ 件ꎮ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土市镇委员会、 镇政府开展精

准识别 “回头看” 工作ꎬ 按照

省扶贫办下发的 «关于做好

２０１８ 年扶贫对象动态调整工作

的通知» 精神ꎬ 对 ２０１７ 年底

全镇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 “回
头看” 工作ꎬ 动态调整后全镇

有贫困户 ３９１ 户、 １６２９ 人ꎮ 以

就业服务平台为载体ꎬ 采取技

能培训、 用工对接、 产业促

进、 创业带动、 政策扶持、 就

业服务等精准手段ꎬ 实施 “一
户一就业” 精准扶贫工程和

“一对一” 就业帮扶工程ꎬ 引

进锵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新

村创办扶贫车间ꎬ 解决贫困人

口就业 ４ 人ꎮ 新安村集体经济

收入 ５ ２ 万元ꎬ ５５ 户贫困户 ５７
人均参与肉牛养殖合作社ꎬ 年

分红 ２００ 元每人ꎻ 南岭村集体

经济 ５ ０１ 万元ꎮ １０ 月ꎬ ６０ 千

瓦光伏发电项目并网发电ꎮ 成

立蓝山县南林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 鸿运生态牛养殖科普示范

基地 ２ 个专业合作社ꎮ 栗岐岭

自然村 １３ 户贫困户以资金、
劳动力、 水果产业等项目加入

合作社ꎻ 坪石头自然村 ８ 户贫

困户以土地、 资金等项目加入

合作社ꎮ 落实省常态化联点督

查问题整改工作ꎮ 针对省常态

定整改措施、 明确整改责任、
倒排整改时间表ꎬ 确保各项工

作落实ꎮ 全年实现 ５４ 户、 ２４１
人稳定脱贫ꎬ 新安、 南岭两个

省级贫困村实现脱贫摘帽ꎮ

【农业产业】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土市镇委员会、 镇政府围绕农

业产业发展ꎬ 加快转型升级农

业产业ꎮ 探索专业合作社模

式ꎬ 引导经济能人和党员发挥

积极作用ꎬ 在泉塘村成立西瓜

种植专业合作社ꎬ 投入资金

５００ 万元种植西瓜 ３３３ ３３ 公

顷ꎬ 实现产值 ２０００ 余万元ꎮ ６
月 １２ 日ꎬ 举办 “瓜分一夏ꎬ
甜蜜泉塘” 泉塘西瓜节ꎬ 取得

良好社会效果ꎮ 投入 ６０ 万元

用于烤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ꎬ
带动全镇种植烤烟 ５６１ ９３ 公

顷ꎬ 实现产值约 ３３００ 万元ꎬ
创税收约 ６６０ 万元ꎮ 在三广、
均田、 南岭一带打造万亩多样

化水果种植基地ꎬ 形成示范带

动作用ꎮ 打造特色农业产业ꎬ
蓝山运来灵芝种植有限公司投

资 ８０ 余万元种植灵芝 １ 公顷ꎬ
实现产值 １０５ 万元ꎬ 稳定收益

期 ５—８ 年ꎻ 蓝山县纯旺生态

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投资 ２００
万元种植葛根ꎮ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土市镇委员会、 镇政府投

资 ２２５ 万元启动土市镇公租房

附属工程建设 (二期)ꎻ 投资

７５ ８ 万元完成土市镇政府驻地

２００ 万元启动红色文化广场

散党支部 ２ 个ꎮ 全年开展党风 化联点督查发现的问题ꎬ 制 公路白改黑工程项目ꎻ 投资

建

设ꎬ 完善新村旅游基础设施和

提升旅游承载能力ꎻ 投资 ９５
万元启动八五红色公园建设ꎻ
启动新安村、 南岭村等 １６ 个

村的农村综合服务平台提质改

造ꎬ 投入资金 ４００ 余万元ꎻ 投

入 ４３８ 万元完善 “五小水利”
设施建设ꎬ 改善泉塘、 八五、
锡楼、 洞头等 １２ 个村农田用

水难问题ꎻ 实施 “一事一议”
项目ꎬ 洪观村、 高陆村、 南岭

村、 和谐村、 新安等村的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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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化ꎬ 三广村、 洞头村等安全

饮水工程ꎬ 泉塘村、 涩源村等

７ 个村的亮化工程ꎬ 锡楼村、
塔溪村等 ６ 个村的村道拓宽项

目均按时竣工ꎻ 启动新安村易

地扶贫搬迁第二期工程ꎬ １５ 户

贫困户的房屋主体工程完工ꎬ
完成室内外墙装修ꎬ 达到入住

条件ꎮ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土市镇委员会、 镇政

府从维稳重点村治理抓起ꎬ 摸

排不稳定因素ꎬ 引导村委之间

开展睦邻友好活动ꎻ 按照 “看
好自己的门ꎬ 管好自己的人ꎬ
干好自己的事” 的机制加强对

维稳重点区域、 重点时段的管

理ꎬ 确保在第一时间、 第一现

场ꎬ 把矛盾解决在第一线ꎮ 创

新设立 “两代表一委员” 工作

室ꎬ 全年接待群众诉求 ３０８ 余

人次ꎬ 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５９
余件ꎬ 化解矛盾纠纷 ６６ 件ꎮ
保障安全生产秩序ꎬ 加大监管

力度ꎬ 重点对采石场、 交通、
消防、 建筑、 危化品、 民爆物

品、 人员密集场所、 山塘水库

等行业领域的安全隐患进行排

查整治ꎬ 全年开展各类安全检

查整治活动 １６０ 多场次ꎬ 发出

责令整改通知书 ５９ 份ꎬ 取缔

非法生产经营单位 ８ 家ꎬ 开展

大型安全生产宣传活动 １ 次ꎬ
大型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１ 次ꎬ
发出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册 １ 万

余份ꎮ 全年全镇无重大安全生

产事故发生ꎮ

【民生事务全面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土市镇委员会、 镇政

府落实各项惠民政策和民生工

程ꎬ 解决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困

难ꎮ 创新计生工作机制ꎬ 加大

计生行政执法力度ꎬ 落实计生

优惠政策ꎬ 各项数据指标超额

完成全年任务ꎻ 社会抚养费征

收完成 ２０８ 余万元ꎬ 全员信息

清理 ６２９６ 条ꎬ 计生工作市级

黄牌警示脱帽ꎮ 民政工作常规

推进ꎬ 加强对城乡低保的动态

管理ꎬ 全年对全镇符合低保条

件的农户进行第三方评估ꎬ 走

访调查 １９５ 户ꎮ 是年ꎬ 全镇有

低保户 ４０７ 户、 ５６５ 人ꎮ 做好

农村住房保障ꎬ 全年全镇 ２５
户农户享受危房改造政策ꎮ 整

治环保环境卫生ꎬ 筹建洪观垃

圾中转站 １ 座ꎬ 推进 “厕所革

命”ꎬ 全年建设公厕 ２０ 座、 农

户改厕 ２８０ 座ꎮ 对新安、 车冲

禁养区猪场分别关停退养 １
家ꎬ 对饲养区猪场分别整改到

位 １ 家ꎮ

毛 俊 镇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毛俊

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府按照蓝

山县委、 县政府 “六大战役”
工作部署ꎬ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ꎬ 促进全镇经济社会全

面协调发展ꎮ 是年ꎬ 全镇实现

８２ 户、 ３７９ 人脱贫ꎬ 杨家洞村

实现整村脱贫ꎻ 完成全镇 １６
个行政村土地确权 «归户表»
的核查签字ꎻ 全镇流转土地

４６６ ６７ 公顷ꎻ 投入 ４６０ 万元ꎬ
新建农村综合服务平台 ４ 个、
改扩建农村综合服务平台 ７
个ꎻ １６ 个行政村、 ２ 个居委会

的 «村规民约» 完成制订和公

布实施工作ꎻ 全镇实现集体经

济收入 １００ 万元以上的村 １ 个、
１０ 万元以上的村 ２ 个、 ５ 万元

以上的 ５ 个ꎻ 全年没有发生群

体性事件ꎬ 无群众到市赴省进

京非访ꎮ

【水库移民工程】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毛俊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

府稳步推进毛俊水库移民征地

工 程ꎬ 完 成 征 地 大 量 面 积

２９５ ３３ 公顷ꎬ 占所有征地任务

４００ 公顷的 ７５％ꎮ １２ 月ꎬ 启动

搬迁安置协议签订工作ꎬ 完成

签订任务 ４３０ 户ꎬ 占所有移民

户数的 ５５％ꎮ 化解库区矛盾纠

纷 ５１ 起ꎬ 保证毛俊水库枢纽

工程、 上坝公路、 梅梅岭隧

道、 运输道路加宽、 库区道路

复建工作以及移民安置点设计

开工等重点工程施工ꎮ 全年完

成 毛 俊 水 库 投 资 ４８８１０ ８１
万元ꎮ

【精准扶贫】 　 ２０１８ 年ꎬ 毛俊

镇实现 ８２ 户、 ３７９ 人脱贫ꎬ 杨

家洞村实现整村脱贫ꎻ 为 ４９３
户、 ２０９７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代

缴医保费用 ２３ ０７ 万元ꎬ 建档

立卡贫困户参保率 １００％ꎻ 实

施 “三免一补” 政策ꎬ 全镇无

因贫困辍学学生ꎬ 义务教育保

障实现 １００％ꎻ 实施易地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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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 ５２ 户、 ２１９ 人ꎬ 实施危房

改造 ３９ 户ꎬ 贫困户安全住房

保障率达到 １００％ꎻ 新建尚屏、
杨家洞、 沙坪、 双河 ４ 个贫困

村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ꎬ 全镇

贫困户安全饮水水质、 水量、
方便程度和供水保障率实现

１００％ꎻ 启动自供区农村电网

改造ꎮ

【特色农业】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毛俊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府开

展土地确权工作ꎬ 完成全镇 １６
个行政村土地确权 «归户表»
的核查签字ꎮ 加大土地流转力

度ꎬ 全镇流转土地 ４６６ ６７ 公

顷ꎻ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ꎬ 全镇

种植香芋 ３３３ ３３ 公顷、 葡萄

２６６ ６７ 公顷ꎬ 荷花 ２０ 公顷、
百香果 ６ ６７ 公顷ꎬ 打造一批

以生态观光和休闲农业为主的

绿色农业产业基地ꎮ

【社会大局稳定】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毛俊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

府开展 “立村规、 正家风ꎬ 治

陋习” 活动ꎬ １６ 个行政村、 ２
个居委会的 «村规民约» 均完

成制订和公布实施工作ꎮ 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ꎬ 将扫黑除

恶工作宣传到村组ꎬ 形成全民

扫 黑 除 恶 的 氛 围ꎬ 与 各 村

(居) 签订责任状ꎬ 加强排查ꎬ
由村党支部、 村委员签字背书

逐级上报排查表ꎮ 全镇摸排黑

恶势 力 线 索 ３ 条ꎮ １８ 个 村

(居) 委会均配备义 (辅) 警

长ꎬ 帮助群众解决困难ꎬ 调处

矛盾纠纷ꎬ 消除各类安全隐

患ꎮ 强化信访维稳工作ꎬ 推行

党政主要领导坐班接访制度ꎬ
做到有访必接、 有问必答ꎬ 实

现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的

要求ꎮ 全年没有发生群体性事

件ꎬ 无 群 众 到 市 赴 省 进 京

非访ꎮ

【安全生产】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毛俊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府坚

持实行党政领导带队检查安全

生产ꎬ 主要领导每月至少 ２
次、 班子成员每月至少 １ 次ꎮ
全年检查发现安全隐患点 １０
余处ꎬ 均上报有关部门及时整

改到位ꎬ 全年未发生伤亡事

件ꎬ 各种安全事故造成的经济

损失为零ꎮ 抓实防汛抗旱工

作ꎬ 汛期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带

班值班制度ꎬ 全年实现五个确

保ꎮ 做好重点时段森林防火工

作ꎬ 落实值班、 巡查、 防守制

度ꎬ 未发生森林火灾ꎮ

【生态环境保护】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毛俊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

府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发展理念ꎬ 对存在环境污

染的企业不予引进落户ꎬ 对鹊

峰、 沙溪村 ６ 家养猪场进行整

改ꎬ 对沙溪沙场进行取缔ꎬ 中

央环保督促 “回头看” 期间未

发现信访问题ꎮ 推行河长制ꎬ
按照省、 市 “样板河” 实施方

案的要求ꎬ 打造俊水 “样板

河”ꎬ 毛俊村俊 水 河 段 实 现

“水清、 河畅、 岸率、 景美”

的目标ꎮ

【民生福祉增强】 　 ２０１８ 年ꎬ
毛俊镇各类惠民资金坚持标

准ꎬ 实行 “一卡通” 发放到

位ꎬ 完成 １６ 个行政村村务公

开栏标准化建设ꎮ 落实计生工

作要求ꎬ 转变群众生育观念ꎬ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７‰以

内ꎮ 完成五保户清理以及残疾

动态更新管理ꎬ 低保按时发

放ꎬ 老农保清退金额 １６ 万余

元ꎬ 清退率 ９０％以上ꎬ 完成退

役军人信息采集 ６００ 余条ꎮ

【乡村振兴探索】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毛俊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

府坚持以 “产业兴旺、 生态宜

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

活富裕” 为目标ꎬ 以毛俊、 井

头、 沙溪 ３ 个试点村为重点ꎬ
开展乡村振兴工作ꎬ 全镇拆除

旱厕 １１３ 座、 拆除空心房 ６４
座、 立面改造 １８０ 余户ꎬ 新建

垃圾转运站、 污水处理厂等项

目ꎮ 毛俊村投入 ４００ 余万元引

进水上乐园、 欢乐谷游乐场等

项目ꎬ 举办乡村旅游美食节、
莲蓬采摘节两大活动ꎬ 提升毛

俊乡村旅游知名度ꎮ 挖掘毛俊

村 “百家姓” 人文精髓ꎬ 体现

乡村观光游览和农耕体验旅游

特色ꎮ

【基层党建】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毛俊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府按

照基层党组织 “五化” 建设标

准ꎬ 落实主题党日、 “三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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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等党建制度ꎬ 按月召开全

镇党建工作例会ꎬ 每季度对全

镇 １８ 个村 (居委会) 党建工

作进行交叉检查考核ꎬ 按季度

通报考核情况ꎮ 全年投入 ４６０
万元ꎬ 新建农村综合服务平台

４ 个ꎬ 改扩建农村综合服务平

台 ７ 个ꎬ 优化村级服务平台办

公条件ꎻ 全镇实现集体经济收

入 １００ 万元以上的村 １ 个、 １０
万元以上的村 ２ 个、 ５ 万元以

上的 ５ 个ꎬ 消除集体经济空壳

村ꎬ 增加村级发展的内生动

力ꎮ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ꎬ 镇纪

委立案 ８ 起ꎬ 处分党员 ３ 人ꎬ
免除 １ 名支部书记职务ꎮ 对 ８
名不合格或不胜任工作的村干

部进行调整ꎬ 其中支部书记 ５
人ꎮ 完成尚屏村、 杨家洞村 ２
个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ꎮ

太 平 圩 镇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太平

圩镇委员会、 镇政府坚持蓝山

县委、 县政府的领导ꎬ 把握稳

中求进总基调推进各项工作任

务落实ꎬ 全镇经济社会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ꎮ 是年ꎬ 全镇建档

立卡贫困户 ５２５ 户、 １９６８ 人ꎬ
脱贫 ２０１ 户、 ８９６ 人ꎬ 未脱贫

３２４ 户、 １０７２ 人ꎬ 贫困发生率

降至 ３ ３％ꎻ 安装高清监控探

头近 １００ 个ꎬ 农村视频监控覆

盖 率 ８０％ꎻ 新 农 合 参 合 率

１００％ꎬ 计生工作连续 ６ 年保持

全县 “先进” 行列ꎻ 依法取缔

重点污染企业 ６ 家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济发

展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还

比较突出ꎬ 民营企业发展速度

缓慢ꎬ 资金、 项目、 人才 “三
引进” 工作亟待加强ꎻ 高价值

特色农作物匮乏ꎬ 无农产品深

加工企业ꎬ 农业销售渠道未形

成完整产业链ꎬ 创收能力有

限ꎻ 旅游业的完整服务链尚未

形成ꎬ 对游客的吸引力有限ꎻ
财政运行压力大ꎬ 收支矛盾较

为突出ꎻ 综治维稳压力大ꎬ 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基础薄弱ꎬ 影

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不少ꎮ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太平圩镇委员会、 镇政府突出

产业扶贫ꎬ 引导贫困群众发展

特色产业ꎬ 创新采取 “公司＋
合作社＋贫困户” 三位一体的

产业发展模式ꎬ 全镇 ５２５ 户贫

困户成立蓝山县兴鑫种养殖合

作社ꎬ 每户贫困户注资 ３０００
元共 １５７ ５ 万元ꎬ 与盛园植物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实施水

果、 风景林种植资产收益扶贫

项目ꎬ 实现贫困户变股民、 资

金变股金的转变ꎮ 项目为贫困

户提供就业岗位 １００ 个ꎬ 实现

总收 入 ２５ 万 元 以 上ꎮ 立 足

“黄花梨之乡” 品牌优势ꎬ 做

大做强以黄花梨为主的时鲜水

果产业ꎬ 集中连片种植黄花

梨、 葡萄等时鲜水果 ３３３ ３３
公顷ꎬ 年产时鲜水果 ６０ 万千

克ꎮ 发挥传统养殖优势ꎬ 推进

生猪养殖产业化、 标准化ꎬ 发

展年出栏 １０００ 头以上规模化

生猪标准养殖场 ６ 个ꎬ 年出栏

生猪近万头ꎮ 以大洞工业园为

龙头ꎬ 推动传统铸造产业改造

升级ꎬ 钢锄、 刀具等产品销往

东南亚、 美国等地ꎬ 园区年产

值达到 ８０００ 多万元ꎮ 发展乡

村文化旅游ꎬ 连续举办五届大

洞梨花文化旅游节ꎮ ６ 月ꎬ 举

办首届大洞悠乐园果实采摘

节ꎬ 吸引游客 １０ 万余人次ꎮ
是年ꎬ 全镇建档立卡贫困户

５２５ 户、 １９６８ 人ꎬ 脱贫 ２０１ 户、
８９６ 人ꎬ 未脱贫 ３２４ 户、 １０７２
人ꎬ 贫困发生率降至 ３ ３％ꎮ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太平圩镇委员会、 镇政府坚持

项目为王ꎬ 在落实好政策性项

目的同时ꎬ 加强招商引资、 争

跑项目ꎬ 坚持以时鲜水果、 生

猪养殖、 铸造工业、 乡村旅游

“四大产业” 为重点ꎬ 构建绿

色发展支撑ꎮ 推进基础设施项

目ꎬ 坪山村至太平村 ３ ５ 千米

道路完成提质改造ꎬ 对镇中心

区主要路段、 市场周围、 太平

学校道路进行 “白改黑” 改

造ꎻ 镇政府机关大院建设、 标

准篮球场建设等完工ꎬ 太平村

公园项目进入实施阶段ꎬ 示范

性住宅小区、 公共停车场项目

完成前期工作ꎮ 加快招商引资

项目落地ꎬ 开展 “迎老乡、 回

故乡、 建家乡” 活动ꎬ 大洞、
寨下工业园区引进企业 ３４ 家ꎬ
年产值达到 ８０００ 多万元ꎮ 大

洞工业园石磳村工业园区做好

前期土地利用规划ꎬ 永桥村境

７６２



蓝山年鉴 (２０１９) 乡镇概况

内的湘发铸造有限公司完成三

期建设ꎬ 佛山市驰援五金工具

公司在上奎村投资建厂ꎬ 完成

工程一期建设资金 １０００ 余万

元ꎮ 实施民生项目ꎬ 太平圩镇

污水管网建设项目有序推进ꎬ
其中ꎬ 垃圾中转站主体工程竣

工ꎬ 完成投资 ３６ 万元ꎻ 铺设

污水管网 １ ６ 千米ꎬ 完成投资

８０ 多万元ꎮ

【城乡面貌改观】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太平圩镇委员会、 镇政府

坚持 “既要金山银山ꎬ 又要绿

水青山” 发展理念ꎬ 做到 “发
展前ꎬ 最大限度保护现有生态

环境ꎻ 发展中ꎬ 最大限度不破

坏现有生态环境ꎻ 发展后ꎬ 最

大限度恢复原有生态环境”ꎬ
促进生产、 生态、 生活可持续

发展ꎮ 推进环境整治战役ꎬ 配

合中央环保督查组巡视工作ꎬ
加大辖区内排污企业摸底排查

整改ꎬ 依法取缔重点污染企业

６ 家ꎮ 加快垃圾中转站、 污水

处理厂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ꎬ
镇污水处理厂主体工程完工ꎮ
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行动ꎬ 采

取规范畜禽养殖、 改水改厕、
改造排污管网、 新建垃圾填埋

场等措施ꎬ 推进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ꎻ 集中开展猪舍环保整

治ꎬ 推行河长制ꎬ 对废弃沟

塘、 水面漂浮物、 障碍物逐一

清理ꎬ 加强保护和改善农村生

态环境ꎮ 新建垃圾中转站 １
个ꎬ 配备保洁员 ５５ 名ꎬ 增设

垃圾桶 ２００ 余个ꎬ 树立宣传栏

６ 处ꎬ 清淤沟渠 ２１ 千米ꎬ 大洞

村、 观洞村、 桐木林村等美丽

乡村建设有序推进ꎮ 新增造林

面积 ４３３ ３３ 公顷ꎬ “五边” 绿

化预种植苗木 １ １ 万株ꎬ 镇主

道覆盖率 １００％ꎬ 村主道覆盖

率 ８０％以上ꎮ

【社会稳定和谐】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太平圩镇委员会、 镇政府

坚持 “稳定促发展ꎬ 发展促和

谐” 的工作思路ꎬ 推进治安防

控体系建设和平安乡镇、 平安

乡村创建ꎮ 集中开展 “黄赌

毒” 专项整治ꎬ 打击违法犯罪

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ꎬ
开展刑释帮教和视频监控网建

设ꎮ 加大信访结案化解力度ꎬ
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信访

案件ꎮ 贯彻落实安全生产 “党
政同责、 一岗双责、 失职追

责” 责任ꎬ 按照 “五级五覆

盖” 的要求ꎬ 强化宣传和培

训ꎬ 突出督查和监管ꎬ 坚持领

导干部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

作ꎮ 省级安全生产示范乡镇创

建工作通过验收ꎮ 完善管控基

础设施ꎬ “天网” “雪亮” 工

程有序推进ꎬ 全镇安装高清监

控探头近 １００ 个ꎬ 农村视频监

控覆盖率达到 ８０％ꎮ 健全群防

群治县镇村三级网络体系ꎬ 加

强隐患排查治理、 矛盾纠纷调

解ꎬ 发挥好村干部、 义警站

长、 村调解委员会、 村治安信

息员作用ꎮ

【社会事业进步】 　 ２０１８ 年ꎬ

太平圩镇太平学校新建教学楼

投入使用ꎬ 引进年轻教师 １０
余名ꎮ 义务教育全面普及ꎬ 辍

学率为零ꎬ 校车接送实现全覆

盖ꎮ 合家坊、 桐木林、 梅溪等

村新建文化广场ꎮ ３ 月ꎬ 乡村

旅游节在大洞村举办 “广场

舞” 大赛和禁毒演讲比赛ꎮ １４
个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基本

完工ꎮ 新农合参合率 １００％ꎬ
计生工作连续 ６ 年保持全县

“先进” 行列ꎮ

新 圩 镇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新圩

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府按照蓝

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工作部

署ꎬ 围绕农村发展中心工作ꎬ
推动全镇经济社会事业迈上新

台阶ꎮ 是年ꎬ 全镇育烤烟苗

６ ５ 万盘ꎬ 种植烤烟 ７００ 公顷ꎬ
收购烤烟 ２ ５ 万余担ꎬ 完成烟

叶特产税 １０００ 余万元ꎻ 实现

脱贫 ２２４ 户、 ９１３ 人ꎻ 完成易

地扶贫搬迁 ２５ 户、 １１０ 人ꎻ 新

建综合服务平台的村 １９ 个ꎬ
完成入驻 ４ 个村ꎬ ２ 个村进入

装修阶段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维稳压

力大ꎬ 大村大姓多ꎬ 社情民意

复杂ꎬ 易发生边界纠纷ꎻ 干部

管理面临新挑战ꎬ 部分职工的

工作积极性有所下降ꎻ 经济发

展缺乏新动力ꎬ 农业除烤烟外

其他特色种养业发展步伐缓

慢ꎻ 工业产业比较落后ꎻ 小城

镇建设难度较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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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稳步推进】 　 ２０１８ 年ꎬ
新圩镇烤烟生产发展稳定ꎬ 全

镇育烤烟苗 ６ ５ 万盘ꎬ 种植烤

烟 ７００ 公顷ꎬ 收购烤烟 ２ ５ 万

余担ꎬ 完成烟叶特产税 １０００
余万元ꎮ 发展传统农业ꎬ 形成

以新圩辣椒、 新圩黑糊酒、 新

圩茶油等特色农产品为代表的

产业链ꎬ 产品销往省市外ꎮ

【社会和谐稳定】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新圩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

府做好普法宣传、 隐患排查、
纠纷预防、 矛盾调处、 信访处

置、 犯罪打击等工作ꎬ 强化与

外县周边乡镇、 部门、 与村组

三个层次的协调治理ꎬ 妥善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ꎬ 开展以 “打
黑除恶” “平安创建” 为主要

内容的专项整治活动ꎬ 增强全

镇人民的法制观念ꎬ 解决一系

列的群众生产生活难题ꎬ 促进

边界睦邻友好ꎮ 打击非法生

产ꎬ 抓好示范创建ꎬ 强化新圩

镇治安义务巡逻队伍建设ꎬ 确

保全镇社会大局稳定ꎮ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新圩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府落

实 县 委、 县 政 府 推 行 的

“２４６８” 干部驻村制度ꎬ 做到

脱真贫、 真脱贫ꎮ 全年实现脱

贫 ２２４ 户、 ９１３ 人ꎮ 完成易地

扶贫搬迁 ２５ 户、 １１０ 人ꎮ 落实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交通补贴、
全年义务教育补贴、 医疗补

助、 产业扶贫补贴等资金的到

位ꎮ 加强各级督查、 巡查交办

问题的整改ꎮ 毛江村部分自然

村不通路、 不通电两个问题得

到整改ꎬ 完成山岭圭、 茶山下

两个片区 ６ ５ 千米的通达工

程ꎬ 电力工程完成茶山下片

区、 山岭圭片区的所有电线杆

架设和变压器安装ꎮ

【环境保护与治理】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新圩镇委员会、 镇人

民政府集中开展重点企业、 养

殖场的专项整治ꎮ 加强监管力

度ꎬ 打击非法生产企业ꎮ 全镇

取缔非法污染企业 ４ 家: 杨家

坊非法加工塑料厂、 龙家坊村

贺家山非法沤浆厂、 蓝钢集团

内非法沤浆厂、 红凉亭非法沤

浆厂ꎬ 抓获 ４ 人ꎮ ８ 月ꎬ 株木

水村水源遭污染ꎬ 引起中央、
省、 市、 县和镇里重视ꎬ 镇党

委、 镇政府协调处理该事件历

时四个多月ꎬ 投入资金 ３００ 多

万元ꎬ 建成该村的自来水工

程ꎮ 集中开展中央环保 “回头

看” 后续督查ꎬ 对 ２０１７ 年中

央环保督查交办件中涉及的上

清涵选矿厂、 愁里村双雄铸造

厂和福林铸造厂、 刘才顺猪场

进 行 后 续 督 查ꎬ 督 促 整 治

到位ꎮ

【基层党建】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新圩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府建

立健全基层组织规章制度ꎬ 推

进 “三会一课” 等组织生活正

常化ꎬ 通过组织生活会ꎬ 党课

学习、 志愿服务等载体开展活

动ꎬ 增强党员服务意识与服务

能力ꎻ 建好党建智慧平台ꎬ 推

动落实 “一网一云” 学用工

作ꎬ 以此为契机ꎬ 进一步夯实

基层党建工作基础ꎮ 加快推进

村级综合服务平台建设ꎮ 全年

新建综合服务平台的村 １９ 个ꎬ
完成入驻 ４ 个村ꎬ ２ 个村进入

装修阶段ꎮ

所 城 镇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所城

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府按照蓝

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安排部

署ꎬ 围绕 “党建引领、 民生为

本、 争先创优” 发展主题ꎬ 以

建设 “和谐、 秀美、 生态、 富

裕所城” 为目标ꎬ 推进招商引

资、 社会稳定、 精准扶贫、 生

态旅游等重点工作ꎬ 协调推进

全镇各项工作并取得较好成

效ꎮ 是年ꎬ 全镇完成农村危房

改造 ３７ 户、 易地扶贫搬迁 ８
户ꎻ 形成 “１２＋４” 种养产业发

展模式ꎻ 拆除空心房 １０６ 幢、
８０００ 平方米ꎻ 医保、 养保、 新

农合参保率达到 ９０％以上ꎻ 发

放各类民政资金 １１０ 余万元ꎻ
没有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ꎮ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所城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

府以脱贫村交通建设项目为引

领ꎬ 筹集各类资金 ２００ 余万

元ꎬ 在舜河、 三合、 所城等 ３
个贫困村修建道路 ２ ６ 千米ꎬ
在高良头、 林布、 团沅等面上

村修建道路 ３ ２ 千米ꎬ 解决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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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户出行难的问题ꎮ 是年ꎬ 全

镇申报 ３ 个村的贫困人口安全

饮水巩固提升项目ꎮ 推进五保

户、 残疾户、 低保户等 “四

类” 对象危房改造建设ꎮ 全镇

完成农村危房改造 ３７ 户、 易

地扶贫搬迁 ８ 户ꎬ 全镇困难群

体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

得到改善ꎮ 实施村级综合服务

平台建设ꎬ ５ 个新建点和 ５ 个

改扩建点的各项工程达到完工

标准ꎮ

【农业产业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所城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

府进一步巩固原有蔬菜、 水果

等传统优势产业ꎬ 同时发展新

兴特色农业产业ꎮ 向上争取产

业帮扶资金 ７８ 万元ꎬ 惠及 ２９０
户贫困户ꎬ 占全镇总贫困户

４３ ２％ꎬ 人均增收 １３００ 元ꎮ 实

施 “一村一品” 战略ꎬ 督促各

村制定产业发展方案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全镇形成 “１２＋
４” 种养产业发展模式ꎬ 主要

包括种植油用牡丹、 马铃薯、
紫茄、 菜心、 生姜、 八月瓜、
沙糖柑、 猕猴桃、 水稻制种、
油菜、 黄花、 中药材等产业ꎬ
养殖土鸡、 土鸭、 黑山羊、 肉

牛等畜禽ꎬ 达到 “一村一品”
全覆盖ꎮ 按照 “村支两委＋合

作社＋基地＋贫困户” 的模式ꎬ
通过股份合作、 资产收益、 就

业、 保底收购农产品建立利益

联结机制ꎬ 确保每个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至少从事 １ 项特色

农业产业ꎬ 达到 “村村有特色

产业、 户户有增收项目” 的

目标ꎮ

【村居环境改善】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所城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

府建立健全机制ꎬ 进一步明确

责任主体ꎬ 强化考核ꎬ 加强管

理ꎬ 整治各村 “脏乱差” 现

象ꎮ 突出源头治理ꎬ 对全镇各

村污染源进行清理ꎬ 划分禁养

区ꎬ 对辖区内 ３ 家养殖场责令

整改ꎬ 拆除圈舍 １ 处ꎬ 关停塑

料颗粒厂 １ 家ꎬ 拆除淘汰落后

产能企业蓝天锰业ꎮ 按照 “河
长制” 工作要求ꎬ 对辖区内的

舜水河段进行清理ꎬ 落实专人

进行日常保洁ꎬ 建立不定期集

中清理与保洁人员日常保洁相

结合的河道水资源保护、 河道

污染防治等工作机制ꎮ 强化整

治力度ꎬ 依法制止违法搭建 ２
处ꎮ 按照乡村振兴战略部署ꎬ
拆除空心房 １０６ 幢、 ８０００ 平方

米ꎮ 加快复绿复垦ꎬ 土地复绿

复垦完成 ２６ ６７ 公顷ꎬ 原青布

石场按照整改要求完成复绿

工作ꎮ

【社会管理水平提升】 　 ２０１８
年ꎬ 所城镇新增计生奖扶对象

２６ 人ꎬ 全镇累计奖扶人数 ２７２
人ꎬ 全年发放奖扶资金 ３０ 余

万元ꎮ 全镇医保、 养保、 新农

合参保率达到 ９０％以上ꎮ 中共

所城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府落

实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综

合治理” 的工作要求及安全生

产 “两个责任” 主体ꎬ 强化安

全隐患排查和整改力度ꎬ 全年

没有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ꎮ
群体性上访、 老户重复上访事

件得到遏制ꎬ 调处化解矛盾纠

纷结案率比 ２０１７ 年增长 ２４％ꎬ
网络舆情下降 ５０％ꎮ 创新社会

治理工作机制ꎬ 推行 “村为

主” 模式化解矛盾纠纷ꎬ 将矛

盾纠纷化解在村组ꎮ 摸排上报

扫黑除恶线索 ３ 条ꎬ 对非法阻

工事件治安拘留 ４ 人ꎮ 摸清吸

毒人员底数ꎬ 按要求建立镇社

区戒毒康复中心ꎮ 全年发放各

类民政资金 １１０ 余万元ꎬ 其中

群众社会临时救助资金 ４ 万

元ꎬ 救助 １００ 余人次ꎻ 发放低

保资金 ７０ 余万元ꎻ 大病救助

资金 ３０ 万元ꎬ １２０ 余人次得到

大病救助ꎮ 为 １６ 名新年满 ９０
周岁的老人办理高龄长寿补

贴ꎬ 为 ５ 名重度残疾人办理护

理、 困难补贴ꎮ

湘江源瑶族乡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湘江

源瑶族乡委员会、 乡人民政府

围绕建设 “生态特色旅游名

乡” 的主线ꎬ 在基层党建、 脱

贫攻坚、 现代农业发展、 乡村

振兴、 党风廉政建设等重点工

作上ꎬ 强化目标考核ꎬ 推动责

任落实ꎬ 全乡经济社会保持良

好的发展势头ꎮ 是年ꎬ 全乡发

展生姜种植 ２０ ３３ 公顷ꎬ 新造

松、 杉等经济林和速生丰产林

１０６ ６７ 公顷ꎻ 新农合参合率

６８％以上ꎻ ５ 个贫困村完成脱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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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摘帽ꎻ 乡纪委立案 ２ 起ꎬ 查

办处分 ２ 人ꎬ 收缴违纪涉案款

４４７４０ 元ꎬ 诫勉谈话 １ 人、 约

谈 １ 人ꎬ 进行廉政谈话 ２５ 人ꎬ
清退违规发放津补贴 １３００ 元ꎬ
收缴违规发放低保金 ２６９５ 元ꎻ
电信宽带开通ꎻ 没有发生安全

生产事故和伤亡事件ꎻ 无到市

赴省进京 “非访” 事件ꎬ 无集

体赴省、 市上访行为ꎬ 无重大

民转刑案件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部分干

部群众思想不够解放ꎬ 观念相

对滞后ꎻ 经济基础薄弱ꎬ 农民

增收的途径不多ꎬ 脱贫任务艰

巨ꎻ 农村基础设施薄弱ꎬ 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步子不大ꎻ 不稳

定因素较多ꎬ 社会治安需下大

力气加以整治ꎻ 灾后重建工作

资金缺口较大ꎬ 风电场建设安

全生产隐患较多ꎻ 乡财政增收

困难ꎬ 可用财力少ꎮ

【党建引领】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湘江源瑶族乡委员会、 乡人民

政府落实蓝山县委关于基层党

组织建设工作各项要求ꎬ 实行

党委党建专题研究 “月例会”
制、 支部书记 “月例会” 制ꎬ
召开 ２５ 次乡党委会研究党建

工作ꎬ 实行党委成员驻村包干

制ꎬ 在全乡建立立体党建工作

格局ꎮ 把 “党建引领ꎬ 创建生

态特色旅游名乡、 实现全乡瑶

族百姓脱贫致富奔小康” 作为

党委核心工作ꎬ 开展 “送党课

下支部”、 在微信群学党课、
专题讨论等活动ꎮ 按照蓝山县

委制定的乡镇、 支部党建考核

细则ꎬ 创建高源、 坪源两个党

建示范点ꎬ 桐村村软弱涣散党

组织整顿成效明显ꎮ 加强村支

两委班子的考核管理工作ꎬ 落

实县委干部执行力考核办法ꎬ
保证风清气正政治生态ꎮ 推进

统一战线工作ꎬ 加强民族团

结ꎬ 促进全乡瑶胞脱贫致富ꎬ
联合市县扶贫后盾单位和工作

队结合各村实际ꎬ 因地制宜、
因人施策ꎬ 精准扶贫ꎬ 完成市

里对桐村、 联村贫困村摘帽的

验收ꎬ 各级检查均得到一致好

评ꎮ 夯实党管武装基础ꎬ 加大

应急分队建设ꎬ 加大专武干部

培训力度ꎬ 在乡、 村、 机关、
学校全方位开展国防教育ꎬ 鼓

励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参军保家

卫国ꎮ

【党风廉政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湘江源瑶族乡委员会、 乡

人民政府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

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ꎬ
定期召开全乡党风廉政建设专

题会议ꎬ 向中共蓝山县委和县

纪委监委报告工作ꎬ 做到党委

班子成员和村支部书记抓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 “一岗双责”ꎬ
形成全乡党风廉政建设 “一盘

棋” 的工作格局ꎮ 组织并参与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的半

年、 全年检查考核ꎮ 开展专项

整治活动ꎬ 执行 “十条禁令”ꎬ
在全乡范围内开展 “对扶贫领

域腐败” 和 “干部作风整治”
活动ꎬ 治理懈政怠政为官不为

行为ꎬ 开展公车治理、 违规发

放津补贴、 治理干部 “走读”、
赌博、 纵酒、 党员干部大操大

办婚丧喜事、 加强民生资金管

理等自查自纠活动ꎮ 是年ꎬ 立

案 ２ 起ꎬ 查办处分 ２ 人ꎬ 收缴

违纪涉案款 ４４７４０ 元ꎻ 诫勉谈

话 １ 人、 约谈 １ 人ꎮ 进行廉政

谈话 ２５ 人ꎬ 清退违规发放津

补贴 １３００ 元ꎬ 收缴违规发放

低保金 ２６９５ 元ꎮ

【意识形态宣传】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湘江源瑶族乡委员会、 乡

人民政府占领乡域意识形态高

地ꎬ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

精神及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和党中央反腐倡廉决心ꎬ 加强

正确舆论引导ꎬ 营造全乡社会

正能量ꎮ 推进生态文明村镇建

设ꎮ 加强特色宣传报道有ꎬ 在

«永州日报»、 红网、 蓝山新闻

网等报刊、 网络媒体发表关于

湘江源瑶族乡经济社会发展的

综合报道、 信息 １０ 余篇ꎮ

【经济产业结构优化】 　 ２０１８
年ꎬ 湘江源瑶族乡引导农民加

快种植业调整ꎬ 全乡发展生姜

种植 ２０ ３３ 公顷ꎬ 在桐村扩建

棕叶种植基地 １３ ３３ 公顷ꎬ 在

高源建立外销蔬菜基地 ６ ６７
公顷、 猕猴桃基地 １４ ６７ 公

顷ꎬ 在坪源村种植美国红枫、
樱花 ４０ 公顷ꎮ 新造松、 杉等

经济林和速生丰产林 １０６ ６７
公顷ꎬ 联村、 坪源村利用绿荫

育苗专业合作社发展育苗规模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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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２６ ６７ 公顷以上ꎮ 引导农

民发展规模化、 专业化和标准

化养殖ꎬ 坪源、 联村的土鸡

场、 黑山羊养殖场ꎬ 桐村、 竹

林的黑山羊养殖在全县形成一

定规模ꎮ 坚持农业现代化发展

方向ꎬ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ꎬ 坪源、 高源、 联村 “五小

水利” 服务产业效果良好ꎻ 注

重农业标准化生产ꎬ 猕猴桃基

地、 育苗基地、 黑山羊养殖引

进现代农业发展理念ꎬ 实现规

模化、 标准化生产ꎬ 打造一批

湘江源品牌ꎮ 乡政府采取委托

定向培训方式ꎬ 培训毛织技

术、 家电维修、 电脑操作 ２００
余人次ꎬ 并推荐就业ꎬ 在桐村

建立扶贫车间为本乡贫困户和

剩余劳动力在家创收提供致富

途径ꎮ

【品质活力乡镇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湘江源瑶族乡委员

会、 乡人民政府发展旅游产

业ꎬ 奠定乡镇建设基础ꎮ 抓住

“湘江源头” 发展名片优势ꎬ
加强生态资源保护和发展ꎬ 建

设生态湘江源ꎮ 乡党代会、 乡

人大会通过保护生态环境决

议ꎬ 取缔山砂盗采盗挖ꎬ 禁止

乱砍乱伐和随意倾倒建筑垃圾

等破坏生态环境行为ꎻ 在荒山

荒坡、 公路沿线、 村庄周围大

面积造林种树ꎬ 新造林 ４６ ６７
公顷ꎬ 开展建设 “绿色湘江

源” 工程ꎬ 全乡森林覆盖率

９５％以上ꎮ 加大品质活力乡镇

建设ꎬ 以规划为 “温泉小乡

镇” 的坪源村为核心ꎬ 实施完

成 ３ 千米的道路白改黑工程ꎬ
坪源村投入 ４６ 万元完成新增

太阳能路灯 １３５ 盏ꎬ 实施村内

绿化、 亮化ꎮ 桐村新增路灯 １６
盏ꎻ 竹林村新增 １２０ 盏ꎮ 总投

资 ３００ 万元的游客接待中心完

成场地硬化、 绿化及建房基

础ꎻ 水电路讯均达标ꎮ 坪源

村、 竹林村列入全国旅游扶贫

重点村ꎬ 竹林立面改造完成 ４２
幢、 联村完成 ３８ 幢ꎻ 空心房

拆除 ７ 幢ꎬ 旱厕拆除 ３５ 座、 新

建公厕 ５ 座ꎮ １１ 月 １８ 日ꎬ 坪

源村举办湘江大峡谷红枫观赏

活动ꎬ 游客达到 １０００ 余人ꎮ
保护和传承瑶族特色文化ꎬ 建

设瑶乡新村ꎬ 从民间收集瑶族

风俗习惯、 瑶歌曲谱ꎬ 整理成

册ꎻ 鼓励和引导瑶族群众参加

各种汇演ꎻ 各村整合项目资

金ꎬ 在坪源、 高源、 联村、 桐

村村新建或改建村级服务平台

和综合文化站ꎬ 打造瑶族文化

展示和交流平台ꎬ 提高群众开

展瑶族文化活动的积极性ꎮ

【精准扶贫攻坚】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湘江源瑶族乡委员会、 乡

人民政府建立健全机制ꎬ ５ 个

村均明确扶贫后盾单位和扶贫

工作队ꎬ 坚持 “因地制宜、 分

类指导、 突出重点、 注重实

效” 的原则ꎬ 建立精准扶贫工

作机制、 健全干部驻村帮扶机

制ꎮ 全乡 ５ 个贫困村完成脱贫

摘帽ꎮ 桐村、 联村完成市县的

贫困村退出验收工作ꎮ 加快扶

贫措施落实ꎬ 做好小额扶贫信

贷授信发放工作ꎻ 易地扶贫搬

迁如期完成ꎬ 危房改造完成 ２
户ꎻ 依托湘江源国家森林公园

和湘江大峡谷景区开发带动老

百姓发展旅游经济、 林下经

济ꎬ 高源、 竹林发展猕猴桃种

植ꎬ 坪源、 桐村、 联村发展黑

山羊养殖ꎬ 依托旅游发展的土

地出租、 基础设施建设务工、
农家乐、 土鸡养殖等帮助贫困

户、 村集体增加收入、 脱贫

致富ꎮ

【社会大局安定和谐】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湘江源瑶族乡委员

会、 乡人民政府提升政府治理

能力ꎬ 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ꎮ 创建省级安全生产示范

乡ꎬ 加大隐患排查密度ꎬ 加大

安全生产大检查力度ꎬ 把食品

药品安全、 道路交通安全、 森

林防火、 烟花爆竹经营整治作

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点ꎬ 实行

安全生产 “一岗双责” 管理制

度ꎬ 食品药品安全注重对辖区

内两个水厂的质量监测、 农村

红白喜事菜品安全、 外来移动

食品零售商的监管ꎬ 全年没有

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和伤亡事

件ꎮ 推进 “平安湘江源” 建

设ꎬ 在完成全乡实有人口、 实

有房屋、 实有单位信息采集工

作基础上ꎬ 推动农村网格化建

设ꎬ 五个村均建立义警站、 网

格管理信息员、 管理制度和考

核办法ꎮ 开展民调、 法治蓝

山、 禁毒、 打击传销、 反邪教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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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ꎬ 本辖区内没有发生群

体性不稳定事件ꎮ 完善信访工

作机制ꎬ 加强矛盾纠纷化解ꎬ
办结上级交办信访案件 ２０ 起ꎬ
化解民事纠纷ꎬ 稳控竹林四、
六组与荆竹林场山林权属纠纷

等突出矛盾ꎬ 实现小矛盾不出

村、 大矛盾不出乡ꎬ 无到市赴

省进京 “非访” 事件ꎬ 无集体

赴省、 市上访行为ꎬ 无重大民

转刑案件ꎮ 加大国土资源管

理ꎬ 加大耕地保护力度和地质

灾害防护力度ꎬ 打击破坏耕地

和盗采盗挖山砂行为ꎻ 强化规

划实施ꎬ 凡是乡村规划内的建

筑ꎬ 按程序办理规划、 土地手

续ꎻ 进 一 步 规 范 农 村 建 房

秩序ꎮ

【民生事业进步】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湘江源瑶族乡委员会、 乡

人民政府优先发展农村义务教

育ꎬ 改善学校教育教学环境ꎬ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ꎬ 学区被县

教育局嘉奖ꎬ 严抓校园安全和

食品安全ꎬ 全年没有发生学生

意外伤亡事件、 校车安全事故

和食品中毒现象ꎮ 健全公共卫

生、 养老保障体系ꎬ 加强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推广ꎬ 全乡新农

合参合率 ６８％以上ꎻ 完成老农

保清退工作ꎬ 加强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参保工作宣传ꎬ 新农

合、 新农保参保率在全县均排

第一名ꎬ 改善乡卫生院和村级

卫生室医疗服务条件ꎬ 公共卫

生服务实现全覆盖ꎮ 宣传计划

生育全面二孩政策ꎬ 计生服务

到户到人ꎮ 全年对低保、 五

保、 建档立卡贫困户救助扶持

４０ 余万元ꎬ 通过危房改造重点

帮扶等为困难户解决住房 ２
户、 补助资金 ８ 万元ꎮ 按时发

放惠农资金和惠农补贴ꎬ 对水

稻种植补贴、 生态林补贴、 农

机购置补贴等逐项逐步逐期发

放ꎬ 减轻农民负担连年ꎬ 逐年

增加惠农补贴额度、 项目ꎮ

【改革全面深化】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湘江源瑶族乡委员会、 乡

人民政府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

革ꎬ 贯彻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

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ꎬ 全年

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８
次ꎬ 与 ５ 个村签订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书ꎬ 各级干部对承担的

党风廉政建设实行 “签字背

书” 制度ꎮ 对村支两委班子成

员进行廉政谈话 ２５ 余次ꎮ 推

动政务公开ꎬ 乡机关和五个村

对党务政务进行公开公示ꎬ 特

别对项目建设四议两公开、 惠

民政策落实、 精准扶贫脱贫程

序性公开等方面进行重点公

开ꎬ 保证老百姓的知情权ꎬ 杜

绝黑箱作业ꎬ 提高村支两委干

部的威信ꎮ 探索和执行医药卫

生和人口计生体制改革ꎬ 推动

卫生和人口计生机构和职责整

合工作ꎬ 宣传 “二胎” 生育政

策ꎬ 允许流动孕妇在流入地合

规机构孕检ꎬ 全面二孩政策的

知晓率 １００％ꎮ

【生态环境改善】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湘江源瑶族乡委员会、 乡

人民政府加快美丽乡村建设ꎬ
乡机关及坪源村完成道路整体

白改黑工程ꎬ 新安装太阳路灯

１３０ 座ꎬ 新建乡村活动广场

２０００ 平方米ꎬ 联村、 竹林村村

庄立面统一改造 １０５ 座房屋ꎬ
村内硬化面积除绿化外全部整

体硬化ꎬ 新修旅游道路 ４ 千

米ꎮ 竹林村成立旅游、 种养专

业合作社ꎬ 以合股的方式投入

资金 ４００ 余万元ꎬ 新建停车场

地基、 湘江源水厂等项目ꎬ 发

展猕猴桃基地、 黑山羊养殖基

地等种养殖业ꎬ 实现通组道路

硬化率 １００％ꎮ 农民房前屋后

菜地果园、 树木花草、 灯光亮

化等规范有序ꎬ 开展庭院绿

化、 美化、 亮化的农户占所在

村总农户数 ８０％以上ꎻ 对村内

主要道路两边、 水系两旁进行

绿化亮化ꎬ 村域内可绿化范围

的绿化率 ９０％以上ꎮ 安全饮水

普及率 １００％ꎮ 网络、 电话入

户率 ９５％以上ꎻ 有线电视入户

率 １００％ꎮ 加大环境卫生整治ꎬ
建立和实行 “河长制”ꎬ 监管

湘江源头河道进行ꎬ 对全乡垃

圾清运实行招标管理ꎬ 推行

“户清理、 村集中” 的垃圾处

理模式ꎬ 实现垃圾治理常态

化、 科学化ꎮ 开展 “三大革

命” 行动ꎬ 推进农村垃圾污水

厕 所 专 项 整 治ꎬ 提 升 人 居

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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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 源 瑶 族 乡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汇源

瑶族乡委员会、 乡人民政府以

实现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为目

标ꎬ 加快发展和转型升级ꎬ 推

进基层党建、 脱贫攻坚、 现代

农业产业发展、 美丽乡村建设

等重点任务ꎬ 以打造特色乡村

旅游ꎬ 调整产业布局ꎬ 较好完

成各项目标任务ꎬ 经济建设和

社会事业保持稳中有升的良好

发展态势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区域性

贫困问题突出ꎬ 农业生产条件

差ꎬ 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ꎬ 缺

乏稳定的收入来源ꎬ 农民增收

效果不明显ꎻ 基础条件相对滞

后ꎬ 乡村组公路、 人畜饮水项

目数量还不能满足群众需求ꎻ
扶贫到户资金少ꎬ 上级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大都用于公共设施

项目建设ꎻ 贫困村青壮年劳动

力大多外出务工ꎬ 农村劳动力

缺乏、 劳动者素质不高ꎮ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８ 年ꎬ 汇源

瑶族乡的脱贫任务是 ３ 个省定

贫困村 (大源村、 湘源村、 荆

竹坪村) 整体脱贫ꎬ 其中源峰

村脱贫 １５ 户、 ５７ 人ꎬ 大源村

脱贫 １８ 户、 ７２ 人ꎬ 湘源村脱

贫 ２７ 户、 １１９ 人ꎬ 荆竹坪村脱

贫 １６ 户、 ６３ 人ꎬ 湘蓝村脱贫 １
户、 ４ 人ꎬ 总 共 脱 贫 ７７ 户、
３１５ 人ꎮ 全乡易地搬迁 ６２ 户

(源峰 １２ 户、 荆竹坪 １５ 户、

大源 ７ 户、 湘源 １３ 户、 湘蓝

１５ 户)ꎬ 其中自建 １３ 户、 商品

房 １２ 户 (已签订协议在县城

集中安置)ꎬ 全年县城集中安

置 ３７ 户ꎮ

【安全生产】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汇源瑶族乡委员会、 乡人民政

府落实 “党政同责、 一岗双

责” 安全生产责任制ꎬ 建立健

全安全生产 “五覆盖” 网络化

管理责任体系ꎬ 把安全生产责

任分解到各个单位ꎬ 分解落实

到企业ꎮ 乡政府与各分管领

导、 分管领导与各职能单位层

层签订责任书ꎬ 与重点行业、
企业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ꎮ 规

定责任目标ꎬ 落实安全防范措

施及时有效ꎬ 执行安全生产法

律、 法规ꎬ 特别是对企业的安

全生产乡安监站坚持一抓到

底ꎮ 对全乡企业签订安全生产

责任书ꎬ 逐级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目标ꎮ 制作永久宣传标语 ２０
幅ꎬ 发放宣传资料 ２０００ 份ꎬ
制作大型户外公益广告 ２ 块ꎻ
在学校、 村组开展安全自救技

能演练活动及逃生、 自防、 自

救、 自保、 灭火、 消防器材技

能演练ꎮ 落实节假日的停、 复

工安全专项检查ꎬ 全年累计排

查安全隐患 ２５ 条ꎬ 全部整改

到位ꎻ 定期或不定期对全乡小

水电站和木材加工厂开展的安

全专项检查ꎬ 对企业按照规

定、 要求、 规范性生产ꎬ 要求

企业做到 “五落实、 五到位”ꎬ
保持安全生产的平稳态势ꎬ 成

功创 建 市 级 安 全 生 产 示 范

乡镇ꎮ

【党建引领】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汇源瑶族乡委员会、 乡人民政

府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建设ꎬ 树立 “抓
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 的意

识ꎮ 按照新时期对党建工作的

要求ꎬ 围绕党的思想建设、 组

织建设、 作风建设ꎬ 建立健全

党员 “三会一课” 制度、 职工

学习制度等ꎮ 利用党员 “三会

一课” 活动和职工政治理论集

中辅导学习时间ꎬ 组织全体党

员干部学习ꎬ 全乡 ５ 个村均开

展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ꎬ 组织

全体党员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ꎮ 党委与各村支两

委、 乡直部门签订年度廉政建

设责任书ꎬ 把廉政建设任务层

层分解到各部门ꎮ 开展党风廉

政宣传教育和完善反腐倡廉宣

传工作ꎬ 提高廉洁自律意识ꎮ
继续推行政务公开ꎬ 互联网＋
监督ꎬ 接受群众监督ꎮ 全年没

有发生一起违法违纪事件ꎮ 乡

党政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被省

档案局评为 ２０１８ 年度 “全省

档案宣传工作先进单位”ꎮ

【农村危房改造】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汇源瑶族乡农村危房

改造工作累计改造完成农村危

房改造 ６１ 户ꎬ 累计投入补助

资金 １４４ ９ 万元ꎮ 完成危房改

造任务 １ 户ꎮ 中共汇源瑶族乡

委员会、 乡人民政府成立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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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工作领导小组ꎬ 落实联系

村领导及驻村干部包村、 驻村

干部及村干部包保到户的包保

责任制ꎬ 推动农村危房改造工

作ꎬ 所有项目均实施完毕ꎮ

【农业农村产业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汇源瑶族乡荆竹坪村通过

招商引资引进规划村内集体山

林种植药材厚柏 ９８ 公顷ꎻ 推

广生态综合养殖ꎬ 荆竹坪村石

蛙养殖基地占地约 ０ ２ 公顷ꎬ
养殖石蛙 ５００ 公斤ꎬ 市场价

２４０ 元 /公斤ꎻ 湘蓝村竹鼠养殖

基地养殖竹鼠 ３００ 余只ꎬ 市场

价为 １９０ 元每公斤ꎻ 大源村生

态土鸡养殖基地养殖土鸡 ２ 万

只ꎬ 市场价格为 ６０ 元每公斤ꎻ
湘源村香猪养殖基地养殖香猪

１７８ 只ꎬ 市场价为 ４０ 元每公

斤ꎮ 贫困村相继成立种养殖合

作社ꎬ 均以 “村委会＋合作社＋
贫困农户的合作方式” 发展产

业ꎬ 建立利益链接机制ꎬ 与贫

困户签订分红保障协议ꎬ 合作

社坚持以优势互补、 共享成

果、 共担风险的原则进行委托

养殖ꎬ 实行统一提供种苗、 统

一提供饲料、 统一技术指导、
统一疫病防疫ꎬ 统一产品回收

等 “五统一”ꎮ 全年县下拨到

户 (贫困户) 的产业扶贫资金

１９ ５ 万元ꎬ 全面覆盖 ２０１８ 年

计划脱贫的贫困户所有增收自

主产业发展项目ꎮ

【教育资助】 　 ２０１８ 年ꎬ 汇源

瑶族乡有中小 １ 所ꎬ 村小 １ 所

(芦溪小学)ꎬ 小学有教学班 ４
个、 幼儿学前教学班 １ 个ꎬ 中

小在校学生 １００ 人ꎬ 村小教学

班 ３ 个ꎬ 在校学生 ３７ 人ꎮ 精准

扶贫户涉及到在校就读学生 ７１
人 (含学前班 ９ 人)ꎬ ３ 岁~１９
岁在外读书上学的汇源籍学生

有 ２８７ 人ꎬ 均享受教育帮扶政

策ꎮ 全乡所有教师参与精准扶

贫核查工作ꎬ 建立教师帮扶

制度ꎮ

【医疗救助】 　 ２０１８ 年ꎬ 汇源

瑶族乡精准扶贫门诊在蓝山县

中心医院住院看病 ５７ 人次ꎬ
总费用 ２２７４０７ １ 元ꎬ 个人实

际支付 ２２５６１ ８１ 元ꎬ 县中心

医院政府兜底金额 ９７０９ ３ 元ꎬ
打 卡 发 放 政 府 兜 底 金 额

２９２４０ ８３ 元ꎬ 贫困户报账比例

均达到 ９０％以上ꎮ 贫困户县外

正规医院就医住院医疗总费用

为 １５３２３０ ３ 元ꎬ 个人实际支

付缴纳费用 １５３２３ ０３ 元ꎬ 住

院医治报账比例均达到 ９０％
以上ꎮ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汇源

瑶族乡在经济发展中实行 “政
府引导、 群众主体、 社会参

与” 政策ꎬ 通过招商引资推动

就业ꎬ 流转土地 １３３ ３３ 公顷ꎬ
用于厚柏等药材、 杉苗造林、
观赏林木花草种植以及石蛙、
竹鼠、 土鸡等生态养殖等ꎮ 通

过精准扶贫、 易地扶贫搬迁、
项目帮扶等方式对群众经济发

展进行扶持ꎬ 中共汇源瑶族乡

委员会、 乡政府向县农商行协

调实行小额信贷代办业务ꎮ 资

源整合ꎬ 抓实产业发展ꎬ 依托

各贫困村成立的合作社ꎬ 与贫

困村各贫困户建立利益链接机

制发展畜牧业、 特色种植养殖

业等产业ꎬ 加强培育村级集体

经济ꎬ 由村支 “两委” 完善财

务管理制度ꎬ 共同经营产业发

展项目建设等ꎮ 完成湘源村亮

化工程、 湘蓝村河堤护砌、 大

源村安全饮水及河堤护砌工

程、 荆竹坪村安全饮水及安保

工程、 源峰村河堤护砌工程项

目建设ꎬ 均通过相关部门验

收ꎮ 投入 ５ 个行政村的村级综

合服务平台建设项目资金 ３００
万 (每个村建设资金均为 ６０
万)ꎬ 项目主体均竣工ꎮ

【生态环境保护】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汇源瑶族乡委员会、 乡人

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及工作人员

牵头带领村支两委干部到组户

做通群众思想工作ꎬ 召开村组

户协调会达 ６ 次ꎬ 调处矛盾纠

纷 １２ 起ꎬ 集中处理收集排污

口 ７０ 余处ꎬ 建设集中污水处

理池 ９ 座ꎬ 一二级保护区域

５ ３３ 公顷的农田跟农作物全部

按标准清理整改到位并实行奖

补政策ꎬ 通过中央环保督查组

的督查验收ꎮ 全乡各村组实行

“改厕行动”ꎬ 做到无一所旱厕

出现ꎬ 全年拆除旱厕 ５２ 座ꎮ
全覆盖配齐村级垃圾整治清理

保洁员ꎬ 一二级饮用水源保护

区设立流动垃圾车箱 ６ 个ꎬ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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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环卫部门安排专人专车定期

运转到县垃圾处理场进行处

理ꎮ 坚持生态环境治理ꎬ 境内

无破坏生态环境影响的污染

企业ꎮ

浆 洞 瑶 族 乡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浆洞

瑶族乡委员会、 乡人民政府围

绕打好三大攻坚战和六大战

役ꎬ 提出 “强党建引领、 抓产

业项目、 突中心工作、 保经济

增长、 推脱贫攻坚、 促社会和

谐” 的工作思路ꎬ 推进浆洞生

态小康建设ꎮ 是年ꎬ 全乡建档

立卡贫困户 ２９６ 户、 １２５６ 人ꎬ
脱贫 ９８ 户、 ４２２ 人ꎬ 未脱贫 ５０
户、 １３６ 人ꎻ 完成 １ 个村的脱

贫出列ꎻ 贫困发生率 １ ０８％ꎻ
易地搬迁 ３６ 户、 １３９ 人ꎻ 全年

对贫困户医疗保险补贴 ５０％ꎬ
全乡参保率 １００％ꎬ 特惠保参

保率 １００％ꎮ

【扶贫产业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浆洞瑶族乡坚持贯彻上级工作

要求ꎬ 落实各项扶贫政策ꎬ 完

成 １ 个村的脱贫出列ꎮ 通过

“产业＋就业” 提高贫困户收

入ꎬ 全产业发展实现大面积覆

盖ꎬ 其中加入合作社 ５５ 户、
自主发展 ７９ 户ꎻ ５７ 户贫困户

扶加入省产业扶贫重点项目ꎮ
全村在外省市务工人员 ２４８
人ꎬ 全部享受务工交通补贴ꎻ
本县务工人员 １５６ 人ꎮ 通过

“搬迁＋危改” 保障住房安全ꎬ

全乡易地搬迁 ３６ 户、 １３９ 人ꎬ
全部采用统一安置模式ꎬ 搬入

浆洞乡上洞村异地扶贫安置

点ꎬ 安置点建成ꎮ 贫困户危房

改造 ２２ 户ꎬ 全部完成ꎮ 通过

“补贴＋兜底” 杜绝因病致贫ꎬ
全年对贫困户医疗保险补贴

５０％ꎬ 全乡参保率 １００％ꎬ 特

惠保参保率 １００％ꎮ 浆涧瑶族

乡卫生院对贫困户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 １００％ꎬ 对慢性病患者

进行服务管理ꎮ 医疗救助 １３６
人次ꎻ 县内住院治疗实行 ９０％
报账兜底ꎮ 市中心医院组织专

家医生进行义诊ꎬ 对卧病在床

的患者进行上门问诊ꎮ 教育助

学 (含雨露计划) ３５８ 人ꎻ 生

态补偿 ９３ 户享受公益林补偿ꎮ
全乡建档立卡贫困户 ２９６ 户、
１２５６ 人ꎬ ２０１８ 年脱贫 ９８ 户、
４２２ 人ꎬ 未脱贫 ５０ 户、 １３６ 人ꎬ
全乡贫困发生率 １ ０８％ꎮ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浆洞瑶族乡委员会、 乡人民政

府推进、 服务云冰山旅游项目

建设ꎬ 在协调用地、 用电、 整

体推进上做好服务工作ꎬ 引导

村民到项目工地务工ꎬ 确保推

进进度ꎮ 推进中心集市提质改

造ꎬ 对乡中心上洞进行提质改

造ꎬ 投入 １００ 万元ꎬ 突出瑶乡

特色风貌ꎬ 扩宽路面、 进行白

改黑、 修建人行道、 升级亮化

工程、 新建沿河护栏、 打造文

化墙ꎬ 塑造瑶乡特色风貌的魅

力乡镇ꎮ 打造样板河建设ꎬ 上

洞至下洞河道进行样板建设ꎬ

通过加强宣传、 彻底清淤提升

水质、 净化源头、 保洁并行、
严格考核等方式方法ꎬ 打造

“样板河”ꎮ 打通交通网络ꎬ 实

现交通提速ꎬ 全年立项修建小

洞村通村道路 ４ 千米ꎬ 车线

坪、 渣梨板、 棉花地、 马嘴、
瑶官坪、 炭头岭、 小槽水等 ６
条通组道路ꎬ 共 １９ 千米ꎮ 云

冰山至界头山旅游道路宽 ６ ５
米ꎬ 长 ３ ８ 千米ꎮ 全乡建成所

有通村道路ꎬ ２５ 户以上组通组

公路基本完成ꎮ

犁 头 瑶 族 乡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犁头

瑶族乡委员会、 乡人民政府围

绕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

提出的 “奋力打造创新开放桥

头堡ꎬ 产业承接首选地ꎬ 粤港

澳的后花园ꎬ 生态文明示范

区ꎬ 安居乐业幸福城” 奋斗目

标ꎬ 推进各项工作落实ꎬ 全乡

经济工作稳步推进ꎮ 是年ꎬ 全

乡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２１７
户、 １０２０ 人ꎬ 犁头村和山背村

出列ꎬ 脱贫 ５９ 户、 ２６７ 人ꎬ 完

成易地扶贫搬迁 １６ 户ꎻ 林地

总面积 ３４００ 余公顷ꎬ 林地覆

盖率 ８０％以上ꎻ 为 ４ 个行政村

各配备垃圾运输车 １ 辆ꎬ 新添

置垃圾桶 ５５ 个ꎬ 新聘请保洁

员 ２ 人ꎬ 实现全乡卫生保洁全

覆盖ꎻ 社会保障实现全覆盖ꎬ
新农保、 新农合参保率均达

到 ９９％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文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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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ꎻ 基层

党建还需进一步加强ꎻ 基础设

施薄弱ꎬ 公共服务等亟待进一

步改善ꎻ 脱贫攻坚依旧任重

道远ꎮ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犁头瑶族乡委员会、 乡人民政

府围绕年初确定的战役目标任

务ꎬ 采取各项举措推进ꎮ 扶贫

责任人实行一对一的帮扶ꎬ 做

到一户一策、 因户施策、 因人

施策ꎮ 是年ꎬ 全乡有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 ２１７ 户、 １０２０ 人ꎬ 犁

头村和山背村出列ꎬ 脱贫 ５９
户、 ２６７ 人ꎬ 完成易地扶贫搬

迁 １６ 户ꎮ 投入 １８０ 余万元建设

４ 个贫困村的光伏发电项目ꎬ
并投入运行ꎬ 可增加贫困村的

集体收入 ５ 万元ꎮ 召开会议讨

论研究村级经济发展路径问

题ꎬ 达成以山背村发展云耳种

植和养殖土鸡为主的农业产业

项目ꎮ

【城镇提质】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犁头瑶族乡委员会、 乡人民政

府谋划整理申报一批战略性、
前瞻性项目ꎬ 争取新农村建设

资金约 ５００ 万元ꎬ 支持城镇提

质重点工程建设ꎮ 村综合服务

平台建设总投入 ２１０ 万元ꎬ 山

背村综合服务平台于 ６ 月 ２５
日投入使用ꎮ 犁头村的村级综

合服务平台主体工程全部完

工ꎬ 新屋地村、 毛利坪村的村

级综合服务平台完成改建ꎮ 乡

公租房建设项目用地总规模

０ ６８ 公顷ꎬ 配套设施完成招投

标工作ꎮ 巩固创建省级文明乡

和省级安全生产示范乡镇成

果ꎬ 开展文化宣传工作ꎬ 通过

网络平台等新闻媒体宣传重点

工作、 特色产业、 先进人物、
典型事迹和精神文明建设成

果ꎮ 开展 “立村规、 正家风、
治陋习” 活动和 “安全生产

月” 活动ꎬ 提升群众的文明程

度和安全生产意识ꎮ

【旅游产业传承】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犁头瑶族乡委员会、 乡人

民政府打造瑶族特色文化队

伍ꎬ 继续加大对瑶族民间文化

队伍的支持力度ꎬ 鼓励年轻人

加入到队伍当中ꎬ 建立资助制

度ꎬ 给予一定的补贴ꎬ 扶持进

行文化传承活动ꎮ 创办瑶族特

色教育ꎬ 把瑶族文化融入校园

文化当中ꎬ 在学校设立瑶文化

课程ꎬ 每周安排 ４ ~ ５ 个课时ꎬ
由专人授课ꎬ 教学内容包括瑶

族文化知识、 瑶族特色歌舞、
刺绣等ꎬ 让学生了解瑶族文

化ꎬ 激发学生热爱乡土ꎬ 增强

民族自豪感ꎮ

【交通提速争资跑项】 　 ２０１８
年ꎬ 犁头瑶族乡申报犁头至宁

远湾井镇约 ５ 千米公路建设ꎬ
总投资约 ３００ 万元ꎮ 投资 ４０ 余

万元建设山背村早禾田桥梁ꎬ
解决早禾田组群众的出行问

题ꎮ 投入 １００ 余万元完成乡政

府驻地的道路 “白改黑” 工

作ꎮ 搭建通往小源河对岸的桥

梁ꎬ 解决犁头村群众建设用地

紧张、 建房困难的问题ꎮ

【环境保护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犁头瑶族乡委员会、 乡人

民政府实施 “碧水工程”ꎬ 以

中央环保督查为契机ꎬ 加大环

境保护力度ꎬ 划定禁养区限养

区ꎮ 加大对水源保护ꎬ 推行河

长制ꎬ 层层压实责任ꎬ 组织干

部群众对河道漂浮物、 两岸白

色垃圾、 小家禽养殖污染、 农

业等污染源进行清理和打捞ꎬ
确保全乡生态环境优美ꎮ 实施

“绿地工程”ꎬ 全乡林地总面积

３４００ 余公顷ꎬ 林地覆盖率 ８０％
以上ꎮ 以道路为主线建设乡中

心区及各村内部公共绿地ꎮ 利

用植树节契机ꎬ 鼓励各村积极

参与义务植树ꎬ 植树节植树

２００ 株ꎮ 实施 “ 乡村 环 境 整

治”ꎬ 为 ４ 个行政村各配备垃

圾运输车 １ 辆ꎬ 新添置垃圾桶

５５ 个ꎬ 新聘请保洁员 ２ 人ꎬ 实

现全乡卫生保洁全覆盖ꎮ

【民生改善】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犁头瑶族乡委员会、 乡人民政

府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农村

五保供养政策和农村受灾群众

救助制度ꎮ 社会保障实现全覆

盖ꎬ 新农保、 新农合参保率均

达到 ９９％ꎬ 五保、 低保实现应

保尽保ꎬ 重大疾病医疗救助、
自然灾害救济等工作得到加

强ꎮ 落实军烈属和伤残、 病退

伍军人等优抚政策ꎬ 关心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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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的生产

生活ꎬ 高龄津贴、 离任村干部

补贴足额发放ꎮ

大 桥 瑶 族 乡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大桥瑶族

乡围绕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

政府安排部署的工作目标ꎬ 打

响六大战役ꎬ 强化党员干部队

伍建设ꎬ 改善城乡面貌ꎬ 全乡

经济社会实现平稳较快发展ꎮ
是年ꎬ 全乡新建垃圾焚烧池 １
座ꎬ 新建公厕 ２ 座ꎬ 拆除旱厕

１２ 座ꎻ 新修通村公路 ５ 千米ꎬ
护砌河堤 １ 千米ꎻ 打造瑶族风

情民族特色街 ５００ 米ꎬ 申报市

级 “同心美丽乡村” 和市级

“卫生乡镇”ꎻ 未发生重大刑事

案件ꎬ 未发生群体性事件、 公

共安全事件ꎻ 社会大局稳定

和谐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部分民

生工程建设进度较慢ꎬ 公租房

建设仍未启动ꎻ 大桥市场因国

土手续办理问题施工进度缓

慢ꎬ 仍未投入使用ꎻ 大桥村合

村后新的综合服务平台未完成

验收ꎻ 农网改造工作只有 ３ 个

贫困村进行现场勘测ꎮ

【 “六大战役” 推进】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大桥瑶族乡委员会、
乡人民政府围绕年初确定的战

役目标任务ꎬ 推进脱贫攻坚战

役取得显著成效ꎬ 年度减贫目

标完成好、 脱贫质量提升较

大、 五个一批落实较好、 基础

设施短板补齐较快、 亮点工作

特色明显ꎮ 整改中央、 省、 时

扶贫巡视问题ꎬ 把产业扶贫作

为 “五个一批” 的重中之重ꎬ
年度脱贫村大桥村先后成立农

村合作社 ３ 个ꎬ 增加劳动力就

业 ５７ 人ꎬ 在大桥村和大源村

新建扶贫车间 ２ 个ꎮ 在城镇提

质战役方面ꎬ 成立大桥瑶族乡

规划委员会ꎬ 完善规划体系ꎬ
以大桥村民族风情街为基础ꎬ
湘源岭村美丽乡村建设为依

托ꎬ 建设周边辐射项目ꎻ 乡村

振兴示范村湘源岭村、 小目囗

村按既定目标拆除空心房 ５
座ꎻ 发动宣传立面改造ꎬ 完成

１０６ 户的立面改造工作ꎻ 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ꎬ 新建垃圾

焚烧池 １ 座ꎬ 新建公厕 ２ 座ꎬ
拆除旱厕 １２ 座ꎬ 新修通村公

路 ５ 千米ꎬ 护砌河堤 １ 千米ꎮ
在旅游升温战役方面ꎬ 打造瑶

族风情民族特色街 ５００ 米ꎬ 申

报市级 “同心美丽乡村” 和市

级 “卫生乡镇”ꎻ 改扩建村文

化站、 文化广场ꎻ 在大冲移民

小区新建农家乐ꎮ 在交通提速

战役方面ꎬ 加快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ꎬ 湘源岭村沙子岭路段至

大桥村乔市全部实现白改黑ꎻ
大桥村舜完成自然资源在任审

计ꎬ 各项指标优秀ꎻ 水路段至

移民小区扶贫道路扩宽建设有

序ꎮ 在环境整治战役方面ꎬ 生

态、 政务、 社会三大块环境整

治实现科学化、 体系化、 全域

化推进ꎻ 全面取缔低效高能碳

厂等污染企业ꎬ 遏制河道采

砂ꎬ 建立垃圾处理长效机制ꎮ
在园区升级战役方面ꎬ 以种植

产业项目为主ꎬ 构建新的经济

体系、 提升整体竞争力ꎬ 发掘

瑶族特色ꎬ 强化传统ꎬ 提升山

区产业新优势ꎮ

【卫计工作常态化管理】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９ 日ꎬ 中共大桥

瑶族乡委员会、 乡人民政府走

访慰问两女户、 独生子女户、
手术并发症户ꎬ 组织集中综合

服务活动ꎬ 为特殊家庭进行体

验ꎮ 乡卫计办与卫生院下村为

老人做体验ꎬ 帮组行动不变的

老人在门囗享受医疗服务ꎬ 推

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ꎮ 乡、 村

卫计办向全乡育龄妇女按时发

放计生药具ꎬ ２０１８ 年半年计划

生育抽样调查排全县第二名ꎮ

【信访案件调处】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大桥瑶族乡委员会、 乡人

民政府将信访责任层层分解、
落实ꎬ 实行月通报ꎬ 分级负

责、 属地管理制度ꎬ 确保问题

化解在萌芽状态ꎬ 减少赴省进

京人员ꎮ 转变政府职能和干部

作风ꎬ 落实综治领导责任制ꎬ
加强平安建设ꎬ 未发生重大刑

事案件ꎬ 未发生群体性事件、
公共安全事件ꎬ 配合完成辖区

内七个村的网格化 “雪亮工

程” 建设ꎮ

【安全生产】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大桥瑶族乡委员会、 乡人民政

府坚持每月进行一次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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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大排查ꎬ 对辖区内非煤矿

山、 采砂场、 械木厂、 烟花爆

竹零售店、 加油站、 道路交通

安全等领域进行排查整治ꎮ 重

视平常巡查及台账建设工作ꎬ
推进省级安全示范乡镇创建

工作ꎮ

【基层组织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大桥瑶族乡委员会、 乡人

民政府加强党员学习管理ꎬ 定

期组织党支部书记学习ꎬ 规范

各村发展党员的程序ꎮ 完善村

级活动场各项硬件设施ꎬ 桂

源、 湘源岭、 兰江村综合服务

平台改建完工ꎬ 推进大桥综合

服务平台建设ꎮ 完善项目资金

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建设ꎬ 权

利公开透明运行ꎮ 健全机关考

勤制度、 去向告知制度、 请假

制度、 值班制度、 效能管理制

度、 “三公” 经费管理、 公车

管理等相关制度ꎮ 追回扶贫资

金 ３９１９５ 元ꎮ 追回陈稳义涉嫌

违规享受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３
万 ６ 千元ꎬ 追回死亡人员继续

领取惠民资金 ３１９５ 元ꎮ 处分

党员干部 ２ 人ꎮ 湘源岭村陈稳

海任支部书记期间因在危房改

造工作中失职ꎬ 县纪委给予其

撤销湘源岭村党支部书记处

分ꎮ 通过市委对全乡巡察的反

馈意见逐项整改ꎮ

荆 竹 瑶 族 乡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荆竹

瑶族乡党委、 乡人民政府落实

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安

排部署ꎬ 围绕 “今年工作怎么

样、 明年工作怎么千” 的工作

思路ꎬ 推动全乡经济社会稳步

发展ꎬ 各项工作取得一定成

效ꎮ 是 年ꎬ 全 乡 新 增 造 林

３３ ３３ 公顷ꎻ 发展种养殖合作

社 ６ 个ꎬ 年产值 ４００ 余万元ꎻ
拆除旱厕 ３４０ 余座ꎬ 新建公厕

３ 座ꎻ 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１０ 余

起ꎬ 多个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

状态ꎻ 全年未发生刑事案件、
群体事件、 安全事故、 影响政

府中心工作的行为等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乡域经

济发展后劲不足ꎬ 产业发展的

力度、 规模、 质量、 群众参与

度和认可度等需进一步增强和

提高ꎻ 基础设施建设及社会事

业建设项目资金筹措压力巨

大ꎬ “等、 靠、 要” 的思想严

重ꎻ 贫困村各项基础还需进一

步完善ꎬ 脱贫攻坚任务还比较

艰巨ꎻ 乡财政乏力ꎬ 资金收入

来源渠道少ꎬ 奖励支持力度不

够ꎬ 财政增收和刚性支出的缺

口继续增大等ꎮ

【经济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荆竹

瑶族乡夯实传统产业ꎬ 保持小

水电、 生态旅游的发展势头ꎬ
新增造林 ３３ ３３ 公顷ꎬ 打造

“绿色银行”ꎬ 巩固林业可持续

发展成效ꎮ 壮大发展种养业ꎬ
全年发展种养殖合作社 ６ 个ꎬ
年产值 ４００ 余万元ꎮ 其中ꎬ 以

江源道地药业种养专业合作社

为龙头ꎬ 种植药材白芨、 七叶

一枝花、 黄精、 前胡等 ２６ ６７
公顷ꎻ 舜瑶灵芝特色种植合作

社灵芝基地年产值 １５０ 余万

元ꎻ 发展生态早禾种植 １０ 公

顷ꎻ 发展牛、 羊、 鸡、 鸭等养

殖大户 １２０ 余户ꎮ

【农业农村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荆竹瑶族乡加快农业结构调

整ꎬ 发展山区农产品药材、 生

态旱禾等特色农业种植ꎬ 以基

地作示范促规模ꎬ 提升农产品

的品质ꎮ 推进农业产业化、 规

模化ꎬ 扶持农产品深加工项

目ꎬ 提高农业附加值和综合效

益ꎬ 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ꎮ 打

造优美宜居的生活环境ꎬ 集中

资金对荆竹村沿线 ８００ 余米进

行提质改造ꎻ 实施美丽乡村计

划ꎬ 全乡拆除旱厕 ３４０ 余座ꎬ
新建公厕 ３ 座ꎮ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８ 年ꎬ 荆竹

瑶族乡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政

治任务和最重的民生工程ꎬ 围

绕脱贫攻坚的工作要求ꎬ 落实

“三走遍、 三签字” 大走访活

动ꎬ 加大帮扶资金投入ꎬ 增加

贫困群众收入和各项扶贫政策

的落实ꎬ 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

发展、 农网改造、 村集体经济

等稳步推进ꎬ 解决贫困群众

“住房难ꎬ 行路难、 读书难、
就业难、 看病难” 等问题ꎮ 全

年脱贫 ９３ 户、 ３７５ 人ꎬ 新寨、
沙落、 蒲林村实现脱贫摘帽ꎬ
贫困村的村容村貌得到改善ꎬ
贫困户的生产生活得到保障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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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ꎮ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

荆竹瑶族乡党委、 乡人民政府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ꎬ 坚持中心

组学习制度ꎬ 坚持集体领导与

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ꎬ
坚持民主生活会制度ꎬ 坚持乡

班子成员联系村制度ꎮ 加强干

部队伍建设ꎬ 完善干部管理和

考核制度ꎮ 加强基层党支部建

设ꎬ 召开党建工作月例会ꎬ 加

强考核和评比工作ꎬ 发挥基层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ꎮ 加强

党员思想政治教育ꎬ 建立和完

善党员学习制度ꎬ 过好组织生

活制度ꎮ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ꎬ
完善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

共管、 纪委组织协调、 部门各

负其责的党风廉政建设格局ꎮ
全年开除党籍 ２ 人ꎬ 诫勉谈话

４ 人ꎬ 约谈 １２ 人ꎬ 提醒谈话 ６
人ꎬ 例行廉政谈话 ２４ 人ꎮ

黄 茅 岭 茶 场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黄

茅岭茶场坚持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和上级农垦主管部

门领导ꎬ 以 “推进农场全面改

革” 为工作重心ꎬ 维护农场土

地主权、 引导产业结构调整ꎬ
确保农场和谐稳定ꎬ 各项工作

稳步推进ꎮ 是年ꎬ 黄茅岭茶场

土地确权颁发建设用地不动产

权证书 ５ 本ꎬ 面积 １ １８ 公顷ꎻ
农用地不动产权证书 ２ 本ꎬ 面

积 ５４８ ４２ 公顷ꎻ ７ 名在职职工

下到黄茅岭现代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从事企业生产工作ꎬ 职工

事业编制性质不改变ꎻ 发放救

助资金 ３ ２ 万元ꎻ 全年未发生

重大集体访ꎻ 未发现赴省进京

上访事件ꎻ 未发生一起安全事

故ꎻ 民调工作考评分在参与县

直单位排名保持靠前名次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垦改

革办社会职能形成的债务化解

难度大ꎻ 土地承包期限长ꎬ 土

地租赁费过低ꎬ 土地承包租赁

经营管理制度暂时无法完善ꎻ
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

工作还有 １２０ 公顷与相邻村组

存在争议尚未调处ꎻ 信访维稳

工作形势严峻ꎬ 退休职工提出

的职工死亡丧葬费及抚恤金的

信访 老 案 茶 场 无 经 济 能 力

承担ꎮ

【农垦改革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出

台 «蓝山县黄茅岭茶场推进农

垦改革发展的实施方案»ꎬ 推

进农垦改革ꎬ 创新茶场经营管

理体制ꎮ 保留黄茅岭茶场公益

二类事业单位ꎬ 原有经费渠道

不变ꎬ 组建黄茅岭现代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ꎬ 生产经营活动实

行市场化运作ꎬ 依法独立自主

开展生产经营活动ꎻ 创新农业

经营管理体制ꎬ 推进多种形式

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现

代化ꎮ 黄茅岭茶场现有 ７ 名在

职职工下到黄茅岭现代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从事企业生产工

作ꎬ 职工事业编制性质不改

变ꎮ 将茶场承担的社会管理综

合治理、 计生、 司法、 民政、
人武、 基本医疗、 “三供一业”
(供电、 供水、 供热、 物业)
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移

交塔峰镇ꎬ 茶场职工家属及其

子女等人口划入南平社区管

理ꎬ 实现社会管理属地化ꎮ 健

全土地管理机制ꎬ 推进多种形

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ꎬ 强化

国有农场统一经营管理和服务

职能ꎬ 利用茶场国有土地资源

优势ꎬ 发挥黄茅岭现代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的市场主体作用ꎮ

【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

证】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国土

局、 县财政局、 县农业委联合

制定黄茅岭茶场土地确权工作

实施方案ꎬ 明确工作目标任

务ꎬ 提出工作要求ꎬ 把握时间

节点ꎬ 按时完成国有土地使用

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ꎮ 颁发建

设用地不动产权证书 ５ 本ꎬ 面

积 １ １８ 公顷ꎻ 农用地不动产

权 证 书 ２ 本ꎬ 面 积 ５４８ ４２
公顷ꎮ

【基层党建及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黄茅岭

茶场按照中共蓝山县委组织部

及县农业委党组的总体部署ꎬ
开展基层党建工作ꎬ 按照党建

月卡把工作落到实处ꎬ 开展党

支部 “五化” 创建ꎬ 落实 “三
会一课” 制度ꎬ 推行党支部工

作纪实ꎬ 落实支部主题党日活

动ꎬ 开好组织生活会ꎬ 开展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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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治生态和基层党建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等工作ꎮ １０ 月ꎬ 按

要求定期完成支部换届ꎮ 坚持

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加强班子

建设、 基层建设的重要途径ꎬ
增强每个干部作表率、 树形象

的自觉性ꎬ 执行党风廉政建设

各项规章制度ꎬ 提高干部职工

工作执行力ꎬ 成立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工作领导小组ꎬ 重大

事项集体研究决定ꎮ

【社会大局稳控】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黄茅岭茶场落实中共蓝

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开展社会

管理综合治理方案的规定ꎬ 开

展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ꎬ 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ꎬ 加强社会治

安防控和矛盾纠纷调处ꎬ 开展

治安混乱地重点排查整治专项

行动ꎬ 做好反邪教工作和禁毒

工作和惠民工作ꎬ 提高干部职

工福利待遇ꎬ 全场社会和谐稳

定ꎬ 全场未发生重大集体访ꎬ
未发现赴省进京上访事件ꎮ 全

年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ꎮ 民调

工作考评分在参与县直单位排

名保持靠前名次ꎮ

【民生民本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黄茅岭茶场协助民政部

门搞好城镇低保户的摸排ꎻ 为

全场干部职工及家属子弟缴纳

城镇职工居民医保ꎻ 争取济困

资金ꎬ 按帮扶救助的原则ꎬ 对

茶场离退休困难职工、 单亲家

庭、 孤寡老人ꎬ 常年犯病职工

进行救助ꎬ 发放救助资金 ３ ２

万元ꎮ

浆洞国有林场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浆

洞国有林场坚持中共蓝山县

委、 县人民政府和各级林业主

管部门领导ꎬ 按照年初确定的

各项目标开展工作ꎬ 较好地完

成各项阶段性任务ꎬ 全场经济

和社会事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

展态势ꎮ 是年ꎬ 林场完成国家

战略储备林项目的特种用材林

造林 ６７ ３３ 公顷ꎻ 完成全年的

木材采伐任务 ３６００ 立方米的

设计、 采伐任务ꎻ 实现木材销

售收入 １００ 万元ꎻ 完成森林抚

育 ２６６ ６７ 公顷次ꎻ 对护林人

员进行森林防火培训 ８０ 余人

次ꎬ 开展防火演练 ２ 次ꎻ 未发

生大的矛盾纠纷和非正常上访

现象ꎬ 未发生治安刑事案件和

安全生产事故ꎻ 民调工作在市

县抽查中排名靠前ꎮ
存在的主要问题: 林场资

金有限ꎬ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较

慢ꎻ 林下经济规模小ꎬ 发展举

步维艰ꎻ 社队村民强行侵占国

有林地、 林木的现象严重ꎮ

【党建引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浆洞国有林场开展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学习教育活

动ꎮ 结合党建工作月卡制度ꎬ
围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开展系列学习教育活动ꎮ 加强

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和基层党组

织建设ꎬ 推进党支部 “五化”

建设ꎬ 将退休党员纳入林业系

统的退休党员党支部管理ꎮ 执

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ꎬ 转变

工作作风ꎬ 增强拒腐防变能

力ꎮ 从上级有关部门的领导与

行业管理ꎬ 抓好各项工作的安

排部署和督查落实ꎮ 层层签订

责任状ꎬ 传导工作压力ꎬ 以观

看警示教育片、 上廉政党课、
集中学习相关文件等形式ꎬ 加

强拒腐防变思想教育ꎮ

【营林生产】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浆洞国有林场开展营林生产

工作ꎬ 完成国家战略储备林项

目的特种用材林造林 ６７ ３３ 公

顷ꎻ 完成全年的木材采伐任务

３６００ 立方米的设计、 采伐任

务ꎻ 实现木材销售收入 １００ 万

元ꎮ 落实好年度森林抚育工

作ꎬ 全场全年投入资金 ３６ 万

元ꎬ 完成森林抚育 ２６６ ６７ 公

顷次ꎮ 加大宣传力度ꎬ 做好森

林防火工作ꎬ 落实森林防火

“谁主管ꎬ 谁负责” “横向到

底ꎬ 纵向到边” 的护林防火原

则ꎬ 实行 “领导分片包干责任

制”ꎬ 将护林防火工作纳入干

部职工绩效考核目标管理内

容ꎬ 与各工区签订护林防火责

任状ꎬ 与各护林员签订 «国家

工作人员森林防火承诺书» ８０
份ꎮ 建立健全防火队伍ꎬ 成立

４０ 人的专业扑火队ꎬ 配齐扑火

工具ꎮ 加大森林防火宣传ꎬ 出

动防火宣传车 １２ 台次ꎬ 书写

永久性标语 ６０ 余条ꎬ 建立大

型防火宣传牌 １０ 块ꎬ 张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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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防火宣传挂图 ２０ 份ꎬ 发放

森林防火宣传资料 ４００ 余份ꎬ
发放 «森林禁火令» ４０ 份ꎮ
对护林人员进行森林防火培训

８０ 余人次ꎬ 开展防火演练 ２
次ꎮ 监管落实野外用火审批制

度ꎬ 对未经批准擅自野外用火

的ꎬ 对本人及监管不力的工区

及相关责任人员均给予不同程

度的处罚ꎬ 实现林场连续七年

无重大火警火灾的良好成绩ꎮ
打击各类涉林违法犯罪行为ꎬ
加大对林区的巡查力度ꎬ 全场

无超限额采伐、 非法占用林地

及乱捕滥猎等现象ꎮ

【林场综合治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浆洞国有林场及时处理

在林场改革过渡期内凸显的各

种矛盾和问题ꎬ 林场社会大局

稳定和谐ꎬ 全年未发生大的矛

盾纠纷和非正常上访现象ꎬ 未

发生治安刑事案件和安全生产

事故ꎮ 全年民调在市县抽查中

排名靠前ꎮ 加强社会综合治理

工作ꎬ 明确综治工作责任ꎬ 落

实综治工作措施ꎬ 做到领导、
成员、 责任、 资金四到位ꎬ 全

年信访接待 ３ 起ꎬ 调处化解 ３
起ꎬ 做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ꎮ
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ꎬ 进一

步增强职工安全生产意识ꎬ 为

生产人员购买意外保险ꎮ 制定

各种安全事故应急预案ꎬ 定期

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ꎬ 确保

职工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ꎮ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浆洞国有林场协助云冰山旅

游度假区项目的推进和落实ꎬ
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ꎬ 负责

项目跟进与协调ꎬ 节假日安排

人员值班ꎮ 协助中电集团进行

在十里冲工区投资兴建的十里

冲风电场各项手续的审批ꎬ 在

各方面给予支持配合ꎮ 协助处

理四海坪风电场项目建设中与

林场相关的工作ꎮ 配合 “秀美

林场” 建设ꎬ 筹集资金ꎬ 对场

机关的进场道路和场内道路进

行拓宽和改造ꎬ 美化场机关

环境ꎮ

南岭国有林场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南

岭国有林场按照 “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的绿色发展理

念ꎬ 坚持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

民政府和各级林业主管部门的

领导ꎬ 开展各项工作ꎬ 确保林

区社会大局稳定ꎬ 职工思想、
生产生活稳定ꎬ 实现生态效

益、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和森

林资源持续增长的 “两个稳定

四个增长” 总体目标ꎮ 是年ꎬ
全场 计 划 实 施 中 幼 林 抚 育

１３３ ３３ 公顷ꎬ 实际完成 １３３ ３３
公顷ꎬ 完成率 １００％ꎻ 维修生

物防火林带 ３７ 千米、 林区公

路 ２９ 千米、 林道 ４５ 千米ꎻ 木

材限额采伐实现销售净利润

１１０ 万元ꎻ 未出现火警火灾ꎻ
未发生较大的矛盾纠纷和非法

越级团访、 缠访和闹访等非正

常上访现象ꎻ 未发生治安刑事

案件和安全生产事故ꎻ 林区社

会大局稳定ꎮ

【党建引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南岭国有林场党组坚持和加

强党建工作的引领作用ꎮ 召开

专题会议分析研究ꎬ 聚焦责任

落实ꎬ 筑牢基层根基ꎬ 以推进

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制为着

力点ꎬ 建立健全党组书记带头

抓党建、 负总责ꎬ 支部班子分

工负责的党建责任体系ꎬ 发挥

林场政工、 纪检等股室集体抓

管理、 教育、 监督、 宣传、 落

实等环节ꎬ 将党建主体责任贯

穿落实到每一位党员ꎮ 突出学

习教育和系列活动开展ꎬ 推动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建设ꎬ 全年结合林场实

际ꎬ 开展 “不忘初心ꎬ 牢记使

命” “植树造林ꎬ 我为林场添

绿色” “突发森林火灾ꎬ 我是

党员我先上” “学习先进ꎬ 争

当先锋” 和在职党员进社区等

主题党日活动 １２ 次ꎬ 加强全

场党员的凝聚力和战斗力ꎮ 进

一步完善支部建设标准化、 组

织生活正常化、 管理服务精细

化、 工作制度体系化和阵地建

设规范化ꎬ 创建 “五化” 建设

示范点ꎮ 根据发展党员规定ꎬ
接收预备党员 ２ 名ꎮ 在春节、
“七一” 等节日期间走访慰

问困难党员 ６ 人ꎮ

【营林生产】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南岭国有林场执行上级林业

主管部门的标准和要求ꎬ 加强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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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培训管护ꎮ 全年计划

实施中幼林抚育 １３３ ３３ 公顷ꎬ
实际完成 １３３ ３３ 公顷ꎬ 完成

率 １００％ꎻ 维修生物防火林带

３７ 千米、 林区公路 ２９ 千米、
林道 ４５ 千米ꎮ 执行上级下达

的 ２０１８ 年度木材限额采伐计

划ꎬ 实现销售净利润 １１０ 万

元ꎻ 坚持巡山护林巡查ꎬ 强化

林政资源管护力度ꎬ 全年无乱

砍滥伐、 非法占用林地和乱捕

滥猎等现象发生ꎮ

【森林防火】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南岭国有林场成立南岭国有

林场森林防火指挥部ꎬ 加强防

火护林工作的具体领导ꎬ 组建

一支 ３０ 余人的防火应急队

伍ꎬꎮ 加强护林防火宣传工作ꎬ
向土市、 洪观、 楠市和正市学

区学生发放 «致学生和家长的

一封信» ３０００ 余封ꎮ 落实防火

责任ꎬ 实行护林员划定山头地

块、 林场与工区、 行政村、 护

林员签订护林防火责任状ꎬ 把

任务量化到每个山头地块ꎬ 把

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ꎮ 查处消

灭隐患ꎬ 强化火源管理ꎬ 加强

对痴呆傻人员的管控监护ꎬ 加

大隐患整改力度ꎬ 在防火季节

严禁一切野外用火ꎮ 加强与邻

县嘉禾及周边乡镇、 村的联防

管控ꎬ 签定联防公约ꎬ 全年与

嘉禾南岭森林公园管理局交流

研讨 ２ 次ꎬ 并签订联防公约ꎬ
与林场交界乡镇、 村采取多种

形式联络感情ꎬ 互帮互助抓好

护林防火工作ꎬ 聘请森林防火

义务信息员 ２３ 名ꎬ 第一时间

掌握防区火灾火警信息ꎮ 全年

未出现火警火灾ꎬ 实现林区

稳定ꎮ

【综合治理】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南岭国有林场未发生较大的

矛盾纠纷和非法越级团访、 缠

访和闹访等非正常上访现象ꎬ
未发生治安刑事案件和安全生

产事故ꎮ 加强社会综合治理工

作ꎬ 明确综治工作责任ꎬ 落实

综治工作措施ꎬ 做到领导、 成

员、 责任、 资金四到位ꎬ 全年

信访接待 ２ 起ꎬ 调处化解 ２
起ꎮ 开展 “安全生产月” 宣

传ꎬ 进一步增强职工安全生产

意识ꎬ 为所有生产人员购买意

外保险ꎮ 制定各种安全事故应

急预案ꎬ 定期开展安全生产隐

患排查ꎬ 确保职工和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ꎮ 解决县家属区危旧

房项目遗留问题ꎬ 场党组、 场

管委坚持 “公平、 公正、 公

开” 的原则进行多次会议研

究ꎬ 提请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

过ꎬ 制定解决家属区危旧房改

造工程后续系列问题的方案和

措施ꎮ 拆除杂房 ５８ 户ꎬ 补偿

３７ 户ꎮ

【秀美林场建设】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南岭国有林场按照 “生
态良好ꎬ 资源持续ꎬ 景观优

美、 设施完善、 环境整洁、 管

理规范、 和谐稳定” 的标准ꎬ
成立 “秀美林场” 建设领导小

组ꎬ 经征求全体干部职工意

见ꎬ 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制定南

岭林场 “秀美林场” 建设实施

方案ꎮ 投入 ９７ 万余元完成场

部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ꎬ 绿

化美化亮化场部机关ꎬ 添置和

更换部分办公电脑和桌椅等办

公设施设备ꎻ 完成 ８５０ 平方米

公租房建设项目ꎮ

县 原 种 场

【概况】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原

种场围绕中共蓝山县委、 县人

民政府总体工作部署ꎬ 推进经

济建设和社会稳定ꎬ 经济社会

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发展ꎮ 全年

实现土地流转 １３ ３３ 公顷ꎮ 是

年ꎬ 全场实现规模经营的水田

和旱地 ６６ ６７ 公顷ꎻ 实现到县

赴省进京零上访目标ꎻ 全年未

发生偷盗事件或其他治安事

件ꎻ 辖区没有发生安全生产

事故ꎮ

【经济社会发展】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原种场土地流转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ꎮ 原种场有水田 ２０
余公顷、 旱土 ５３ ３３ 公顷ꎮ 县

原种场加大宣传力度ꎬ 提高职

工和群众对土地流转的认识ꎬ
引导职工群众将分散的水田和

旱地集中到少数种养人手中ꎬ
全年实现土地流转 １３ ３３ 公

顷ꎮ 农业产业按照 “品种调

优、 规模调大” 的原则ꎬ 鼓励

职工和种植户实行规模化集中

经营ꎬ 加快黄花梨、 葡萄、 柑

橘等农业产业发展ꎮ 全场实现

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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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营的水田和旱地 ６６ ６７
公顷ꎬ 新引进连片沙糖柑种植

基地 １ 个ꎬ 种植面积 ２０ 公顷、
总投资 ４００ 万元ꎬ 该基地种植

柑橘 ２ ８ 万余株ꎬ 均实现挂

果ꎮ 群众收入实现多元化稳步

提高ꎬ 农闲时可到沙糖柑种植

基地做工增加收入ꎮ 县原种场

与租用土地的养猪场、 冶炼企

业协调ꎬ 推荐下岗职工及家

属、 建档立卡贫困户 ２０ 余人

就业ꎬ 提高下岗职工收入ꎮ

【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原种场成立原种场

综治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层层签

订综治责任状ꎬ 逐一分解综治

维稳工作任务ꎮ 成立场部安保

巡逻队ꎬ 定期不定期在场部辖

区进行治安巡逻ꎬ 确保群众生

产生活安全ꎮ 投入 ２ 万元在场

相关路口和场部家属区安装高

清监控探头 ８ 个ꎬ 实现场部监

控全覆盖ꎮ 全年全场未发生偷

盗事件或其他治安事件ꎮ 针对

退休人员及家属要求参照其他

单位执行 “丧葬费、 抚恤金”
政策和因计划生育被开除人员

要求恢复公职等拟赴省进京上

访的情况ꎬ 利用退休党员思想

上成熟、 工作有经验的优势ꎬ
先后 １０ 余次组织干部职工和

退休党员到群众中做思想工

作ꎬ 对困难人员在生产生活等

方面给予帮助ꎮ 是年ꎬ 县原种

场实现到县赴省进京零上访目

标ꎮ 加强安全生产监管ꎬ 县原

种场与各班子成员、 各工区长

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ꎬ 明确安

全生产工作责任ꎬ 细化监管对

象ꎮ 是年ꎬ 重点对鑫烨贸易、
兴达锰业等企业及老果园工区

危房进行值班监管ꎬ 每月由一

名党政负责人到企业对安全生

产进行检查ꎬ 全场辖区没有发

生安全生产事故ꎮ 开展便民服

务ꎬ 建立原种场便民服务站ꎬ
安排干部轮流值班ꎬ 为场退休

职工、 下岗职工及家属代办低

保、 医保、 社保等各项事务

３６０ 件ꎬ 调处矛盾纠纷 １２ 起ꎻ
为群众开设 “便民绿色通道”ꎬ
第一时间帮助处理群众诉求ꎮ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

县原种场开展基层党组织规范

化创建活动ꎬ 进一步丰富基层

党建载体ꎬ 夯实党建基础ꎮ 建

设阵地ꎬ 对照标准和要求ꎬ 购

置桌椅ꎬ 修订制度ꎬ 规范资

料ꎮ 完善制度ꎬ 以 “撸袖实干

谋发展、 追赶超越争先进” 为

主题ꎬ 开展 “作风建设年” 活

动ꎬ 修订完善党支部会议事制

度、 党支部学习制度、 考勤制

度、 干部请销假制度等 １０ 余

项规章制度ꎬ 落实 “三会一

课” “四议两公开”、 党员承诺

践诺、 党员量化考核星级评

定、 党风廉政建设等制度ꎮ 学

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精

神ꎬ 支部多次召开干部大会和

党支部党员大会ꎬ 研读十九大

报告ꎬ 领会中共十九大精神ꎬ
制订并下发 «蓝山县原种场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实施方

案»ꎬ 举办学习专栏ꎮ

【居住环境改善】 　 ２０１８ 年ꎬ
蓝山县原种场抓生活环境整

治ꎬ 采取 “向上争一点ꎬ 自身

挤一点” 的办法ꎬ 新建场部家

属区公厕和垃圾池各 １ 个ꎬ 安

排场职工负责场部垃圾的清理

和环境卫生的日常维护ꎻ 在场

部及各工区种植罗汉松、 桂花

树等 １００ 多株ꎬ 净化空气、 美

化环境ꎮ 加强居民住房保障ꎬ
争取公租房建设项目资金 ２６０
万元ꎬ 解决全场 ４０ 户困难职

工的住房问题ꎬ 公租房建成完

工并验收入住ꎮ 推进场部亮化

工程ꎮ 在场部安装太阳能路灯

３０ 余 盏ꎬ 实 现 场 部 灯 光 全

覆盖ꎮ

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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