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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林晓华 黄凌云）
在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的最北端， 有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丽小镇———南桥
镇， 这里山青水秀， 瓜果飘香。

近年来， 在镇党委、 镇政府的带
领下 ， 全镇人民不忘初心 、 砥砺前
行， 在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 环境整
治、 党建引领、 脱贫攻坚、 防疫防控
等诸多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走出
了一条人民生活富裕、 社会经济发展
的康庄大道， 谱写了一曲曲美丽动人
的篇章， 为全镇的经济发展插上了腾
飞的翅膀。

南桥镇地处东安县最北端， 享有
东安北大门之称。 全镇耕地面积 4.9
万亩， 其中稻田面积 2.1 万亩， 旱土
2.8 万亩 ， 主产稻谷 、 玉米 、 竹木 。
共有民营企业 150 余家。

聚力品质提升
乡村振兴展现新形象

为改变镇、 村面貌， 提升集镇区
主要干道及乡村干道的扩容提质改
造， 一方面组织拆除违建钢棚， 另一
方面建成南桥大市场 ， 对 “马路市
场” 进行整体搬迁， 从而根治了困扰
该镇多年的顽瘴痼疾。

为加大乡村公路建设投入力度，
通过多方筹措资金， 新增农村通村水
泥路超过 16 公里， 提质改造 30.258
公里， 对 S236 集镇段 3 公里进行了
“白改黑”， 将道路两侧的下水道进行
了清理、 维修及加固， 并对街道两旁
进行了美化、 亮化。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规范了村
民建房、 “穿衣戴帽” 工程， 改变了
农村房屋 “裸墙” 现象， 对农村违法
建筑、 空心房进行了依法拆除， 呈现
出 “净化、 亮化、 美化” 新面貌。 近

年来 ， 贫困发生率由 15.73%下降到
0.45% ， 人 民 群 众 收 入 大 大 提 高 ，
2020 年全镇各项工作跃上新台阶。

强化安全稳定
社会和谐呈现新气象

为强化安全稳定 ， 促进社会和
谐 ， 该镇党委 、 镇政府大胆作为 ，
镇、 村两级班子齐抓共管， 使各类突
发事件处置得当 、 措施有力落实到
位。 为严厉打击民间非法融资， 扎实
开展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通过出台
有关措施 ， 杜绝了各类违法犯罪行
为， 确保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社
会和谐呈现新气象。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 该镇依照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的原则， 积极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筑牢免疫防护屏
障， 严格落实 “四早” “四集中” 和
“44321” 防控要求， 保持 “零疑似， 零
确诊” 的阶段性目标， 确保了全镇干部
职工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据
初步统计， 全镇完成疫苗接种应接尽
接， 常态化防控举措成效明显。

全力改善民生
社保扶贫取得新成就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决胜全面小

康， 促进社会保障体系， 该镇把社会
保障及扶贫工作作为全镇的重要工
作来抓， 做到社保、 扶贫两不误， 全
镇 1029 户贫困户 3002 人全部实现
脱贫， 社会保障体系有序推进。 截至
目前， 累计易地扶贫搬迁 114 户， 寺
门马皇村、 双江清水村、 曹木村三个
省级贫困村高质量脱贫出列， 人民群
众获得感 、 幸福感 、 安全感不断提
升。

落实民生实事项目， 保障民生民
本，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逐年
增加， 医疗保险参保任务完成率达到
97.82%。 医保补助、 低保标准、 五保
待遇 、 临时救助水平逐步提高 ， 仅
2020 年， 医保缴费补助金额超过 60
万元。

建成了寺门马皇村、 盐井村、 上
塘新村、 南桥居委会 4 所留守儿童之
家， 社会弱势群体关心关爱程度明显
提升， 社会事业长足进步。 农村文化
娱乐建设不断推进， 全镇建成村级文
化广场 22 个， 积极组织参加全县文
化体育竞赛和演出 ， 并荣获多个奖
项。 建成了镇、 村便民服务中心， 扎
实推进 “一件事一次办” 改革， 服务
为民， 取信于民。

农业生产成果丰硕， 特色产业发

展迅速， 坪阳冲村早熟蜜梨、 云霞山
村蛋鸡饲养、 大水农村社区生猪养殖
等一批特色产业村展现农村新风貌，
全镇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突出廉洁从政
行政能力获得新增强

在党的建设工作中， 该镇党委坚
持以 “廉政教育、 守住廉洁底线＂ 为
目标 ， 努力发挥党组织先锋模范作
用， 带领全镇党员干部廉洁从政， 服
务于民。

为充分调动农村党员干部投入乡
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通过
整治农村党组织软弱涣散现象， 组织
村党支部书记和第一书记全面轮训。
严肃党的纪律， 纠正不正之风， 建立
健全了村务监督月例会工作制度， 建
立了意识形态工作考核督查机制， 将
意识形态纳入年终考核， 并纳入村支
部日常学习内容 。 建立专项宣传小
组， 充分利用新媒体， 如抖音、 微信
公众号等， 为加强舆论宣传， 正确引
导群众发挥重要作用。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坚持依法行
政， 主动接受镇人大代表法律监督和
工作监督， 推进基层协商民主议事制
度建设 。 坚持勤俭节约降低行政成
本， 严格财务管理制度， 算好财政收
支账， 加强监督检查力度， 紧跟县纪
委监委、 镇党委工作部署要求， 结合
脱贫攻坚、 疫情防控、 扫黑除恶、 巡
察等重点中心工作开展各类监督检
查， 以纪律保障为重点， 为全镇的经
济发展保驾护航。

金秋十月花更艳， 湘南水乡碧连
天。 一幅幅画卷、 一组组数据彰显了成
绩， 收获了碧水与美景、 生态与富足，
昭示着新时代的新期待、 新希望。

咨询五保户的待遇问题
网友“8411”： 请问益阳市安

化县的五保户有哪些待遇？
安化县民政局回复： 根据 《关

于调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及残疾人“两项补
贴” 指导标准的通知》 （益民发
【2021】 3 号） 文件精神， 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全市农村特困人员基
本生活指导标准由 5226 元∕年提
高到 5616 元∕年。 我县 1 到 9 月
份， 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经费按
季度发放， 即一季度发放 1307 元，
二季度、 三季度各发放 1437 元，
从 10 月起按照省、 市要求， 实行
按月发放， 即每月发放 479 元， 全
年共计发放 5618 元。

本报讯 （黄亚辉 通讯员 廖秋凤
陈茜菲） “感谢你们多方积极协调，
让困扰我们多年的办证问题终于得到
解决！” 10月 29日， 衡阳市湘水左岸门
面业主邓女士等一行人将两面鲜红的锦
旗分别送到了石鼓区五一街道党工委
书记蔡秋云和杨家坪社区党总支书
记张飞的手中 ， 金灿灿的大字在红
彤彤的锦旗上格外引人注目。

两年前， 湘水左岸门面 20户业主
在产权处登记办证过程中得知， 约 10
年前开发商交付给他们一直在经营、 使
用、 出租的门面， 2017年竟被开发商办
理初次登记， 并先后两次在业主不知
情的情况下， 与衡州农商行办理产权
抵押， 而开发商却已负债累累。 如何

取消抵押， 这中间又需要哪些手续，
证件办理的过程变得困难重重。

在了解到居民们的难题后， 杨家
坪社区走访入户 ， 详细了解事情经
过， 并将情况进行汇总上报， 引起街
道领导的高度重视。 为维护群众的合
法权益， 街道第一时间成立专案领导
小组， 召开研判会 18 余次， 对接市
信访局 20 余次。 同时， 工作人员带着
相关资料走访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石鼓
区信访局、 衡阳县人民法院等 10 余个
相关部门， 历时两年不断奔波， 积极
对接协调。 2021 年 7 月 28 日， 市信
访局牵头召开专题协调会议， 最终明
确了案件的处理办法， 并形成了衡阳
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纪要。

2021 年 8 月 ， 衡阳县法院为已
经被衡阳县法院、 衡阳市中院判决享
有优先受偿权的 18 户业主， 开具协
助执行书， 撤销抵押权。 9 月 15 日，
衡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前
往草后街现场为业主办理不动产登
记手续。 截至目前， 已有 11 户业主
拿到 《不动产权证书》， 其余 9 户正
在按序办理。 这起历时两年多的涉法
涉诉群体案终于得到有效化解， 业主
们纷纷签下息访息诉协议。

五一街道以接诉即办为抓手， 成
功帮助居民拿到久违的房产证， 让居
民的脸上露出笑容。 下一步， 街道和
社区将继续坚持践行 “我为群众办实
事” 实践活动。

聚力品质提升， 助推乡村振兴
———东安县南桥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纪实

衡阳市五一街道 化解房产“难办证”， 居民送锦旗表谢意

南桥镇农业生产成果丰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