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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荷塘
区抓住项目建设的
黄金季节 ， 高位统
筹，抓建设、赶进度。

着力抓招引。 以
产业链“延链补链强
链 ”思维 ，着力打通
服饰电商全产业链
条，分阶培育新型业
态。 做好本地传统企
业与电商服务企业
对接，助推传统企业
“触网上线”。 同时，
先后引进 98 家电商
企业，引进专业技术
人才 100 余人，解决
劳动就业 2235 人 ，
实现年销售额 7.8 亿
元。

持续抓争资。 今
年荷塘区申报国省
预算内项目 19 个 ，
申报补助资金 63 亿
元，已获批到位资金
3.06 亿元。 第一、二、
三批专项债涉及的
2 个项目均已开工 ，
确保资金年底前实
现计划投入使用率，
在困难时期给企业
送去了最实在的帮
助。

坚持抓服务。 该区疫情后的企业
复工率一直位于全市前列。 选派驻企
联络员和企业服务专员“一对一”上门
服务进行指导，确保项目提早开工；持
续抓紧项目调度问题交办，推进“属地
代办、部门主办、联合督办”工作机制，
提升问题解决、政策落地实效。

张升来 范玉婷

荷塘区基层社会治理见实效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社会建

设的重要任务。 作为株洲东大门的荷塘
区， 近年来不断扎实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创新，加快建设共建共治共享充满活力、
和谐有序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

谈起这些年基层社会治理给生活带
来的变化，每一个荷塘人都深有感触：群
众自治意识提高，无物业小区成为常态，
小区环境越来越好；服务上门，农村特殊
群体的生活得到保障， 互帮互助蔚然成
风。

基层群众自治融入社区
茨菇塘街道书香小区建成于 1997

年，这个有着 3 栋楼、50 户居民的老旧小
区， 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明星小区。 在这
里，监控探头、玻璃防盗自动门等设备一
应俱全； 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由小区居民
用废弃轮胎在老旧围墙上绘制“和谐号”
动车组打造成的文化墙，和谐氛围浓厚，
一派文气盎然。

3 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长期
无物业管理，小区楼栋管道破旧，道路坑
坑洼洼，居民在小区里种菜养鸡，邻里之
间时常为小事扯皮红脸。

“让基层群众自治融入社区生活，是
基层社会治理成果最生动、 最广泛的体
现”。 2017 年 3 月，荷塘区按照 “试点先
行 、以点带面 、稳步推进 ”的步骤 ，围绕
“保洁、保安、保运转 ”的自治基本目标 ，

尝试在无物业管理小区广泛发动居民 ，
通过引导成立自治组织。

“实现群众自治，最重要的是要增强
他们的主人翁意识， 让业主的事情由他
们自己决定。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
冬说。 在荷叶塘社区的引导下，当时还叫
“大坪路 13 号”的书香小区，组建了业主
自治委员会 , 主要任务是满足居民最基
本物业服务需求， 根据小区情况指导制
定管理办法，确定最低物业收费标准等。

“谁都想让自己住得越来越好，有了
政府的支持和引导 ， 我们应该要更积
极。 ”57 岁的殷广明是书香小区蜕变的
见证者， 业委会成立后， 他第一时间加
入， 并主动将自己的私房改造成小区的
“公共会客厅”，让大家可以在此看书、写
书法、议事。 “大坪路 13 号”从此更名为
“书香小区”。

目前， 全区有 116 个无物业管理小
区，已有 69 个小区走向自我管理。 在稳
步推进的同时巩固扩面， 今年将继续推
进 23 个小区自治，尽最大的努力推动更
多的无物业管理小区实现自治管理。

推出“友邻帮”互助养老服务
烧一顿新鲜的，吃两顿剩下的，这曾

是荷塘农村困难老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
式，没有子女或者子女常年在外，他们的
生活简单到了极致。

这种习惯如今被打破了。 2019 年 7

月，荷塘区在农村地区创新推出 “友邻
帮”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即根据就近服务
原则选好团友和帮扶对象， 对口为困难
老人提供服务。

听说“友邻帮”要招募志愿者 ，67 岁
的黄敏芝第一个报了名。 她曾干过多年
村妇女主任，一直是个热心肠。 同村的老
人余师傅腿脚不方便，女儿也常不在身
边 ，有 时 吃 顿饭 都 困 难 ，上 岗 后 她 便
成为了余师傅的送餐员 。 “去老人家里
一趟，来回也要走两三公里路。 ”黄敏芝
笑着说 ，“但我觉得被人需要的感觉真
好！ ”

经统计，荷塘区已有 25 名“友邻帮”
服务人员对口为 70 名此类人员提供助
餐、助急、助洁 、助护 、助医 、助农六大项
居家养老服务。 这些志愿者往往身兼数
职，不仅照料老人们的日常生活，带去更
多的是一种陪伴，孤寡老人有人陪，留守
儿童有人管，贫困家庭有人帮，基层矛盾
少了，民风愈发和谐。

筑牢立体化防控体系
“群众盼望一个和谐安宁的生活环

境，作为政法单位责无旁贷。 ”区委政法
委常务副书记贺志德说。 近年来，荷塘区
就社会治安防控工作不断筑牢 “防火
墙”，立体化的防控体系逐步形成。

扫黑除恶行动开展以来， 区委政法
委组织各镇 、街道 、公安等部门 ，联动摸

排，点面结合，全面发动群众举报线索 ，
依靠科技加大破案力度，效果明显。 截至
目前，共打掉黑社会犯罪组织 1 个、恶势
力犯罪集团 3 个、恶势力团伙 3 个，破案
25 起，刑拘 62 人，一审判决 32 人 ，有效
震慑了犯罪分子， 切实提升了公众安全
感。

“荷塘区社会治安一个最明显的变
化是街道、社区（村）组织义务巡逻队伍，
专业巡防与义务巡防相结合， 治安工作
不再是公安机关一家的事。 ”为让疫情防
控的相关知识和应对措施传遍辖区各个
角落，疫情期间，在区委区政府统一调度
下，荷塘区全面落实群防群控措施，发动
党员、志愿者、楼栋长在无人管理小区实
行封闭式管理， 协助街道社区做好体温
检测、返株人员登记等，做到疫情防控宣
传无死角、全覆盖。

信息化是防控体系的关键支撑 ，荷
塘区把信息化作为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的重要突破口，完善了“综治中
心+网格化+雪亮工程”一体化综合平台
建设，整合自建与社会监控 4000 余个均
接入天网，构建全区视频监控大覆盖。

通过建立区党委政府统一引导 ，街
道、社区、村委组织协调 ，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社会治理格局， 在荷塘一个个平安
和谐的小区 、乡村 、城区 ，正向人们展现
愈加美丽的容颜。

龚勇 龙正来 李林俊

今年以来， 荷塘区征地协调中心围
绕“奋战一百天 ，冲刺双过半”的工作部
署，认真开展征地拆迁工作，取得显著成
绩。 全区计划开征项目 33 个，涉征集体
土地 3987.57 亩， 涉征集体房屋 597 栋，
征收国有房屋面积 28366.89 平方米 ，征
收国有房屋 249 户。 截至目前，已完成项
目 24 个 ， 签订集体协议 577 栋 ， 交地
2500.6 亩 ， 签订国有房屋征收协议 249
户，征收国有房屋面积 28366.89 平方米。

任务分解强化责任
全面落实区委、 区政府 “奋战 100

天，冲刺双过半 ”动员大会精神 ，荷塘区
征地协调中心中心组织各镇办召开了征
拆征收工作暨 “奋战一百天， 冲刺双过
半”动员大会，下达了 《征拆征收计划任
务表 》， 将征拆征收任务落实到各个镇
办。 同时，根据市级清零行动要求，制定
了具体清零行动方案，成立专门的“征拆
清零”领导小组，将清零任务落实到各个镇
办，确保征拆征收工作有序推进。

阳光征拆确保公平
为规范征地拆迁操作， 保障被拆迁

人的知情权、参与权 、申诉权和监督权 ，
中心高度重视“阳光公示”工作，坚持“政
策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的原则，统
一征拆征收程序和操作方式， 规范征拆
征收行为，主动将项目征地手续、征收程
序、补偿结果等内容在指挥部张贴公示，
将签约腾房情况实事求是予以公开 ，确
保“阳光公示”工作落到实处。 征收过程
依法依规进行，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补
偿结果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 ，接受广

大群众监督， 有效将信访问题化解在萌
芽状态，营造了 “公开公平公正 ”的征拆
征收工作环境， 为征拆征收工作打下坚
实的群众基础。

宣传发动营造氛围
“征地拆迁政策要广泛得到理解与

支持，不但宣传工作要先行，还要形式多
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相关负
责人表示。上半年，该中心一方面充分发
挥媒介优势，在今日头条 、直播株洲 、法
制周报、 荷塘门户网等多家媒体发布征
拆征收工作舆情信息， 营造了良好的征
拆氛围。 另一方面，结合“奋战 100 天，冲
刺双过半”及 “清零行动 ”的主题加大户

外宣传力度， 在征地红线范围内醒目位
置设置宣传栏， 为征拆征收工作营造了
浓厚氛围。

8 月 27 日，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
冬召开荷塘区征拆征收工作调度会，就
加速推进全区征拆征收工作和项目进展
进行全面调度。王冬表示，各镇办要加大
工作力度、 创新工作方法、 加强人员配
备，保持良好的工作积极性；各平台公司
要保证资金及时到位， 对批而未供的项
目一定要尽快拿出具体工作方案； 各职
能部门要尽全力配合各镇办及各平台公司
的工作，大家要统一思想、明确方向，确保荷
塘区征拆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张升来 邓青

“公开公平公正”征拆征收
荷塘区今年已实现交地 2500 亩

征拆征收工作调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