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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村美景

图片新闻

本报讯 （通讯员 肖培） 为全面
夯实河长制工作， 管护好河流的 “毛
细血管”， 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 打造水清、 河畅、 岸
绿、 景美的生态环境， 浏阳市沙市镇
自 2019 年成功创建长沙市小微水体
示范片区后， 今年又成功创建东门村
江口片 “一乡一亮点”。

踏着石板小道前行， 放眼望去是
碧绿的河水、 小小的荷塘、 吐嫩芽的
紫薇苗木和百合。 漫步在村部后方的
蒿山森林体育文化园， 蜿蜒的溪水流
淌于山涧， 山脚的月亮湖在桃花装点
下分外柔美， 叠水瀑布上清泉如柱，
这就是如今的东门村令人惊叹的乡
村美景。

东门村位于沙市镇西北部， 全村
总面积 6 平方公里， 辖 14 个村民小

组， 总人口 2625 人。 东门江河从境
内穿过， 大小沟渠 25 条， 水坝 5 座，
山塘 34 口。 为积极盘活水资源， 东
门村在每年投资 10 多万元维护好已
创建的小微水体示范片区的基础上，
今年又投入 234 万元扎实推进江口片
“一乡一亮点” 创建工作。

在创建过程中， 通过分片召开会
议， 印发宣传资料， 安装宣传画、 宣
传牌等提高广大村民的认识； 明确河
长、 片区河长、 民间河长的职责， 强
化党建引领， 明确水渠责任人， 进行
日常监督和保洁； 通过清理渠道河
道 、 修 复 水 渠 、 清 除 淤 泥 、 种 植
荷 花 与 生 态 浮岛 、 河 道 铺 雷 诺 护
垫等方式进行小微水体综合治理，
成功实现了小微水体 “五无” 目标任
务。 为实现旱厕清零， 改造 306 座不

合格的化粪池， 新建日处理 30 吨污
水一体化处理机 ， 湿地 30 平方米 。
现厨房废水经油水分离器后排入农
田灌溉， 无污水直排现象。 随后， 东
门村阳陂组也严格按照小微水体示范
片区的标准进行打造， 一幅水清、 景
美、 河畅、 岸绿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徐
徐展开。

在小微水体示范片区创建的基础

上， 东门村先后获评长沙市小微水体
管护示范片区、 长沙市美丽乡村示范
村、 长沙市乡村振兴示范村、 湖南省
休闲乡村示范点、 湖南省美丽乡村示
范村、 湖南省特色精品乡村示范村、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荣誉， 并成功引
进湖南郎坤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百
合种植基地、 人才培训基地、 乡村大
食堂 、 游客接待服务中心等项目落
户， 成为远近闻名的村集体经济示范
村、 休闲旅游乡村。

目前， 示范片区内的水质清澈无
污染。 接下来， 沙市镇将按照上级的
安排部署， 进一步提升思想认识， 创
新思路方法， 持续加大对水生态环境
的保护力度， 围绕小微水体示范片区
打造特色亮点， 走出一条具有东门特
色的乡村振兴道路。

点亮“平安灯”
当好守护人

本报讯（黄亚辉 通讯员 何千)
为进一步维护辖区治安秩序 ， 保
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 衡
阳市石鼓区人民街道安保巡逻小
组与往年一样穿梭于大街小巷 ，
用脚步丈量 “平安路”， 用责任守
护万家灯火。

“您好 ， 请注意不要将商品
摆放在过道。” “老板， 现在到年
底了更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巡逻小组按照以疏为主 、 以堵为
辅、 疏堵结合的原则 ， 不断穿梭
在辖区人员密集场所 ， 有序 开
展治安秩序管理工作 。 在劝导
不文明行为的同时 ， 提醒广大商
户注意冬季用火用电消防安全 。
街道城管大队也通过喇叭宣传的
方式， 引导市民不携带危险违禁
品进入公共场所， 展示良好的市
民形象。

据悉， 为做好此次安保维稳工
作， 街道举上下之力， 提前周密部
署， 分组分路段全面加强重点路段
和重点区域的管控 ， 守护市民平
安。 “不会觉得累， 作为安保巡逻
的一分子， 见证了近几年辖区平安
秩序越来越好， 我心里只觉得高
兴。” 一位社区网格员笑着说。

接下来 ， 街道将继续加强值
守巡逻， 继续加大宣传力度 ， 为
进一步打造 “平安石鼓 ” 奠定坚
实的基础 ， 用坚守点亮 “平 安
灯”， 让衡阳城更加平安温暖。

今年以来， 永州市双牌县针对 “六
类对象” 等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安全
保障工作做到“应纳尽纳 ” “应改尽
改”， 将全县 7663 户监测对象和脱贫
户的住房情况全部建档， 通过信息比
对确定 135 户农危改对象， 并进行动
态监测， 对监测发现的住房安全问题
及时建立台账、 实行销号制度， 实现
“人不住危房、 危房不进人”。

泷泊镇观文口村村民刘开箭家庭
困难， 母亲患病常年躺在床上需要照
顾 ， 老房子的安全隐患一直是他的
“心病”。 今年 5 月， 了解到县里继续
实施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农村
危房改造的政策后， 他第一时间去镇

里反映情况， 并在村干部的帮助下递
交危房改造申请， 办理建房手续。

刘开箭花费 3 个月时间拆掉旧瓦
房和倒塌的厕所， 并对房子进行了翻
修和部分重建， 9 月份通过验收后便
立即拿到了 1.2 万元援建资金 。 自
此， 母子彻底告别了 “忧心房”， 迎
来了安稳的 “舒心房”。 “新盖的房
子干净整洁， 还改造了厕所、 疏通了
房前的沟渠 ， 住起来比以前舒服多
了。” 刘开箭笑着说。

为做好全县危房改造工作， 双牌
县住建局将全县 12 个乡镇 （管理局）
划分为 5 个片区 ， 成立 5 个工作小
组， 对全县 7663 户监测对象和脱贫

户的住房情况进行逐一鉴定核实， 填
写好 “农房危险性鉴定表”， 实现住
房安全保障、 监督指导检查、 问题排
查整改三个 “全覆盖 ”。 截至目前 ，
双牌县累计拨付资金 241.02 万元 ，
已全面完成 135 户农村危房改造， 实
现了完工率 100%、 资金拨付 100%、
信息录入 100%。

下一步， 双牌县将进一步聚焦农
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 保持政策
不退、 帮扶力度不减， 持续加大农村
危房改造力度， 切实做好住房安全保
障工作 ， 让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有所
居、 居有所安， 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据永州新闻网）

节水增效
12 月 26 日， 道县营江街道岗

下村， 蔬菜基地的喷灌设施在作业。
近年， 该县大力发展以喷灌、 滴灌
和管灌水肥一体化为主的高效节水
灌溉设施， 取代以往的大水漫灌方
式， 实现农业灌溉用水集约、 高效，
保障旱涝保收。

通讯员 何红福 摄

浏阳市沙市镇盘活水资源

小微水体示范片区 描绘水美生态画卷

大力实施农村危房改造， 圆 135户群众“安居梦”
永州市双牌县

衡阳市人民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