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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田满林 黎贤章 潘盛红

清明前一天， 雨急路滑， 慈利县

零阳镇七相坪村村民不约而同地聚集

到他们认为最应该来的地方———喜初

书记坟前祭奠。

青烟袅袅， 泪雨纷飞。 在村民的

叙述中， 一个农村基层干部与老百姓

之间荡气回肠的亲情故事， 一幕幕展

现在记者面前。

两个月前的除夕那天， 本该是喜

气洋洋的时刻， 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

像晴天霹雳， 在村子上空炸响： 村党

支部书记邢喜初在开广播会时突发心

肌梗塞， 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人们顿

时呆住了， 喜初书记刚刚给大家拜年

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 反复叮咛的事

情还在脑海里浮现 ， 大伙谁也不信 ，

大家的好书记邢喜初， 真的永远地离

开了他们。

5

万元年薪与

5000

元误

工补助，他选择了后者

2004

年

3

月，

53

岁的邢喜初从镇属

企业负责人的位置上退下来， 便有县

内知名企业高薪请他去当顾问， 年薪

不低于

5

万元。 这样的收入对他并不富

裕的家境来说， 如同雪中送炭。 但是，

知道他的能力和人品的镇党委和群众

也在召唤他。 他知道， 企业工作是他

多年的专长， 对他来说既轻松又充实，

而如果担任村支部书记， 要治理好这

个

1888

人的落后贫穷的大村 ， 需要付

出很多难以想象的艰辛不说， 按当时

的工资标准， 每年只有不足

5000

元的

误工补助。

他想挑起村里的这副担子， 家里

人立马反对 ：

70

多名党员都望而却

步 ， 你充什么能耐呀 。 几天的掂量 ，

受党教育多年的邢喜初决定留在村

里， 与乡亲们共担当。 直到他去世的

前一天， 还有一家企业负责人专程来

拜访他， 再度欲高薪请他当顾问， 几

个人畅谈到深夜， 仍被邢喜初以工作

原因婉拒。 至今仍沉浸在悲痛中的家

人说：“当初要是极力反对他到村里任

职， 他也不会走得这样早， 他是活活

累死的……”

5000

米硬化公路与

100

米泥沙路 ， 他被家人指责

“小气”

“要想富， 先修路”。 邢喜初自上

任开始， 就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摆在

重要议事日程。 他充分利用国家通畅

通达工程建设的机遇， 全面规划硬化

村道组道。 上任

7

年来， 七相坪村累计

修筑通组 、 通户公路

5000

米 。 目前 ，

该村

17

个组除个别组外， 绝大部分组

水泥路都修到了村民家门口。

然而， 邢喜初去世后， 在他家中

采访， 他的儿子邢新建深有感慨地给

记者说了一件事： 他家在

11

组与

12

组

交界处， 从家门口到已硬化的村主干

道仅

100

米左右的距离， 这段路还是泥

石路， 出入很不方便。 以前七相坪村

水泥路硬化的承包人多次主动提出来

要给其免费硬化， 家里人也提醒他把

这段路修一下， 但邢喜初都没有答应。

他常说 ： “村干部必须要先想大家 ，

再想小家， 群众才服你， 来不得半点

私心。” 直到去年春节前因为家里计划

要办酒席， 邢新建与附近几个住户商

量， 自己筹钱从门口前方硬化了一段

水泥路， 接上不远处的主干道。

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知道， 是邢书

记多方奔走争取项目和配套资金， 完

成农网改造

98000

米； 是他千方百计筹

资

60

万元建设占地

950

平方米的

4

层楼

村级组织活动中心； 是他筹资

50

万元

带领群众新修沟渠

2000

余米、 新建水

井

5

口； 是他带头入股集资盘活了村上

的

4

个企业， 让大家分了红， 村上各项

公益事业和基础建设支出达到了

300

多

万元 。 村会计统计的账目显示 ： 从

2004

年初负债

50

万元到

2010

年底结余

40

万元， 村民人均纯收入由

2003

年的

1700

元增长到

2010

年的

4800

元，

90%

以

上的村民住进了楼房。 这一切， 都显

现出这个当家人 “大气”。

“我自己有钱，治病不要

花村上的钱。 ”

邢喜初连续两届担任县人大代表，

2010

年

11

月被评为“慈利县首届新农村

建设兴村富民十佳村官”。 任职

7

年，

各种奖励证书垒起来足有半人高。荣誉

有了，威望高了，邢喜初和村民的距离

却更近了。

15

组王秋莲， 丈夫和长子长期患顽

疾， 小儿子上学， 家庭经济十分窘迫。

喜初书记第一个给她落实了农村低保。

王秋莲的丈夫去世后， 家里没有钱安

葬， 又是邢书记组织捐款， 帮助她料理

了丧事。 去年年关， 王秋莲欠电费要被

停电， 喜初书记出面， 让她家过了一个

亮堂年。

12

组的五保户姜协梅老泪纵

横地告诉记者： “年前他还专门来看

我， 给我送来了慰问金……经常叮嘱我

出门洗衣要小心， 别摔着”。

16

组的欧阳

三兄弟常年在外地工作， 老母亲舍不得

离开故土， 一个人住在老家， 是喜初书

记亲自照看着。 这一次， 三兄弟齐刷刷

地跪在了邢书记的灵前。

他不“省”别人，却抠自己。 村党支

部委员邢协志和邢喜初共事多年，几次

哽咽地说：支书尽管有老胃病，心脏也

不好，但非常节俭，到外地办事都是自

掏腰包吃碗米粉。就在他临上手术台抢

救时，他还用孱弱的声音叮嘱：“我自己

有钱，治病不要花村上的钱。 ”

本报记者 朱永华 徐荣

通讯员 张友凡

家住湘潭县石鼓镇七家坪

村的种粮大户赵延春，近日凭借

手中“金卡”，在该镇农技站购买

了

30

亩早稻超级稻杂交种子。镇

党委副书记肖应高兴地告诉记

者 ， 这是石鼓镇党委镇政府在

学习中摸索出来了两个“宝贝”

之一———“金卡惠农” 工程给农

户带来的好处。

肖应说，在做农村工作的过

程中感觉到了自身不足：知识不

够用，办法不够使。 因此大家有

在工作中学习“充电”的紧迫感。

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动给大家

带来了机会和动力。 对照工作中

的不足，镇党委号召大家一学政

策导向， 掌握国家的大政方针，

了解农村农业的发展方向；二学

农村实用科学技术、 管理知识；

三研究当地农村的实际情况，掌

握农民群众的所思所想。 通过学

习 ，镇干部们思路宽了 ，为农民

服务的点子也多了起来。

“金卡惠农 ”工程就是干部

们在研究提高农民种田积极性

中得来的点子。 石鼓镇属典型的

贫困山区。 近年来，该镇农民纷

纷外出打工，造成田地抛荒和双

改单现象呈上升趋势。 镇党委、

镇政府找到了问题的实质，即种

田收益不高，而收益不高的原因

又是科技、管理水平不高。 因此，

镇里以镇农技站为核心推出了

“金卡惠农”服务制度。 凡持有惠

农金卡的农户可以享受几种优

惠待遇：技术服务、专家咨询、技

术培训、农资服务、信贷支持。 只

要持卡农户遇到技术难题，农技

员在半小时内就可以到达。 所有

的持卡农户既可以向农技站咨

询，也可就生产中的一些疑难问

题和新技术通过电话或网络随

时向专家顾问团讨教，所有的持

卡用户到该镇农技站任何点店

购买农资，都可以享受优惠。 肖

应说，“金卡惠农” 工程推行后，

农民种田成本降低， 单产提高。

这几年石鼓镇农民人均收入每

年递增

15%

，去年超过了

7000

元，

现在全镇没有农田抛荒现象了。

还有一个 “宝 ”就是基层组

织的“联防联控”。 石鼓镇干部在

学习研究农村社会管理的过程

中发现 ，管理越细致 ，上传下达

的效率就越高。 于是镇里创建了

“联防联控”中心户长工作机制。

“联防联控”工程就是每

10

到

20

户

家庭为一单元 ，组建 “治安联防

户”，推选一名中心户长。 这些户

长一般是老党员干部 ， 退伍军

人。 各村将中心户长聘请为村综

治工作室成员，镇里赋予综治工

作室广泛收集社会治安、社会稳

定 、 社情民意等方面信息的职

责，中心户长则做好民间纠纷处

理 、治安巡逻 、预防和制止犯罪

等工作。 镇里抽调司法所、派出

所的同志对全镇中心户长进行

职责任务 、法律知识 、业务技能

培训 ，使他们在社会管理 、调解

纠纷方面发挥作用。 去年一次医

疗纠纷期间，事主聚集人员准备

到医院闹事，正是在几个户长的

劝解下，事态得以平息。 现在，石

鼓镇各类矛盾纠纷明显减少，刑

事案件发案率不断下降，集体上

访发生率为零。

37万人次网上

竞赛工会知识

本报

4

月

10

日讯 （记者 秦慧英 通

讯员 许波）日前，全省职工网络工会知

识大赛颁奖仪式在省总工会举行。据统

计，全省共有

37

万人次登录网络平台参

与比赛， 其中还包括不少退休职工、农

民工。

比赛自去年

12

月

1

日开始，共持续

3

个月，全程均在网络上进行。 不少职工

为了取得好成绩，反复学习工会发展的

历史、组织体系以及工会建设等基本知

识，多次参与答题。 省总工会有关领导

在颁奖仪式上说，通过此次大赛，达到

了宣传工会知识的良好效果。据悉，在

3

月

26

日举行的全国“铁人杯”工会知识

总决赛上，从竞赛中挑选出来的我省代

表队， 在全国

34

支代表队中脱颖而出，

取得了第

4

名的好成绩。

化作丰碑昭世人

———记慈利县零阳镇七相坪村

党支部书记邢喜初

本报

4

月

10

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刘菊秀 ） 出生才

8

小时就被

送到省儿童医院的贝贝 （化名 ） 被

诊断宫内感染了梅毒 ， 像贝贝一样

不幸的宝宝有增多趋势 。 记者日前

从省儿童医院了解到 ， 去年该院新

生儿四个科室共收治感染梅毒的患

儿达

106

例。

“原来在新生儿科一年难得碰上

一例梅毒患儿， 而

3

月份最多时同时

收治了

7

例这样的患儿 。” 新生儿科

护士长肖艾青介绍 ， 她说 ， 这种病

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 自觉地进行婚

检 、 孕检是重要保障 。 一旦婚检查

出夫妻梅毒抗体呈阳性 ， 到正规医

院进行治疗是可以治愈的 ， 而且费

用也不高 ； 孕检中如果查出妈妈的

梅毒抗体呈强阳性， 则胎儿有

70%

的

感染机会 ， 如果呈弱阳性 ， 则胎儿

有

10%

的感染机会。 如果孕早期检查

发现梅毒抗体阳性 ， 在孕早期和孕

晚期各做一个疗程的治疗 ， 也可以

使孩子不发病或者病情减轻。

据介绍 ， 新生儿感染梅毒后可

能会造成高热 、 皮肤水肿 、 呼吸困

难等症状 ， 并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

对无严重并发症的患儿 ， 临床治愈

率近

100％

。 但入院时患儿父母大多

不知道或隐瞒梅毒病史 ， 易造成漏

诊、 误诊， 延误治疗而加重病情。

谨防宝宝感染梅毒

张家界推出

6条党建旅游线路

本报

4

月

10

日讯 （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周芦屾）“创党员示范

岗位、创游客满意窗口、创党建精品线

路。”日前，张家界市委组织部结合旅游

行业需要， 正式向中外游客推出

6

条党

建精品旅游线路。

据悉，

6

条党建精品旅游线路由

24

个基层党组织创建的党建精品示范区

组成，包括黄石寨景区等全国先进基层

党组织

3

个、 宝峰湖景区等全国青年文

明号

2

个、 贺龙纪念馆等全国爱国主义

示范基地

4

个， 还涉及到多个党员示范

岗、生态村、先进社区和党建联系点扶

建示范点。

湘保监公告

[2011]4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湖南保监局批准撤销下列保险机构，其保险许可证予以注销，现公告如下：

序号 机构名称 机构编码

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化支公司清塘营销服务部

000005430923011

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化支公司渠江营销服务部

000005430923012

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区支公司李昌港乡营销服务部

L10016ZYC05

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阳支公司香铺仑营销服务部

L10016ZYC04

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赫山支公司樊家庙营销服务部

000005430903002

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赫山支公司牌口营销服务部

000005430903006

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赫山支公司千家洲营销服务部

000005430903005

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赫山支公司石笋营销服务部

L10016HSY10

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赫山支公司羊角营销服务部

000005430903014

1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赫山支公司白石塘营销服务部

000005430903011

1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赫山支公司新市渡营销服务部

000005430903015

1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县支公司浪拨湖营销服务部

000005430921003

1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县支公司武圣宫营销服务部

000005430921010

1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县支公司下柴市营销服务部

L10016NXN09

1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县支公司游港营销服务部

000005430921012

1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桃江支公司修山营销服务部

000005430922010

1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桃江支公司牛沄河营销服务部

000005430922007

1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桃江支公司花果山营销服务部

000005430922002

1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桃江支公司河溪水营销服务部

000005430922001

2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桃江支公司源嘉桥营销服务部

000005430922011

2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桃江支公司高桥营销服务部

000005430922012

2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桃江支公司牛田营销服务部

L10016TJG01

2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江支公司东南湖营销服务部

000005430981004

2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江支公司大同营销服务部

000005430981003

2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江支公司漉湖营销服务部

L10016YJS06

2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江支公司新华营销服务部

L10016YJS12

2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江支公司志成营销服务部

L10016YJS07

序号 机构名称 机构编码

3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祁阳支公司金洞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1012

3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安支公司鹿马桥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2001

3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安支公司紫溪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2002

3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安支公司大江口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2003

3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安支公司南桥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2004

4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安支公司井头圩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2005

4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安支公司川岩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2008

4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安支公司新圩江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2009

4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安支公司石期市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2010

4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安支公司横塘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2011

4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安支公司大庙口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2012

4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安支公司大盛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2015

4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牌支公司五里牌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3002

4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牌支公司城关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3003

3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祁阳支公司下马渡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1007

2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江支公司南嘴营销服务部

L10016YJS19

2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州市零陵支公司接里桥镇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02007

3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州市零陵支公司富家桥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02003

3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州市零陵支公司城关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02004

3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冷水滩支公司花桥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03004

3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祁阳支公司进宝塘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1002

4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牌支公司茶林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3005

5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道县支公司梅花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4006

5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道县支公司四马桥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4007

5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道县支公司白马渡镇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4008

5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永支公司夏层铺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5002

序号 机构名称 机构编码

7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靖支公司复兴营销服务部

000005433125005

7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靖支公司普戎营销服务部

000005433125006

7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靖支公司碗米坡营销服务部

000005433125003

7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泸溪支公司洗溪营销服务部

000005433122004

7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凤凰支公司吉信营销服务部

000005433123001

7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花垣支公司麻栗场营销服务部

000005433124005

7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顺县支公司泽家营销服务部

000005433127002

7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顺支公司塔卧营销服务部

000005433127005

8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山支公司召市营销服务部

000005433130002

7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靖支公司毛沟营销服务部

000005433125004

5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远支公司太平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6008

5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远支公司禾亭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6009

6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远支公司清水桥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6010

6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远支公司天堂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6011

6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远支公司九嶷山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6012

6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蓝山支公司土市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7001

6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蓝山支公司大桥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7004

6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蓝山支公司竹管寺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7005

6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华支公司白芒营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9002

6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华支公司东田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9003

6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华支公司大路铺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9005

6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华支公司小圩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9006

7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华支公司涛圩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9008

5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远支公司舜峰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6004

5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永支公司粗石江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5005

5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远支公司中和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6001

5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远支公司汪井营销服务部

000005431126002

湖南保监局关于注销保险许可证的公告

4

月

8

日， 工人为湘鄂情大桥吊装桥梁板。 该桥是龙山县城连接湖北来凤县城的跨省重点工程， 全长

585.80

米，

桥宽

29

米， 总投资

5298

万元。 目前桥梁板铺设过半， 有望年底建成通车。 田良东 摄

本报

4

月

10

日讯 （记者 徐亚

平 通讯员 袁杰武 范能）“圣人

训，首孝悌，次谨信……”近日，赤

山监狱“大讲堂”上，服刑人员背

诵着《弟子规》，高唱着励志歌曲，

气氛像过节一样热烈。 监狱长梁

伟新给服刑人员亲授《信心》课后

宣称：“我在各分监区设立的 ‘监

狱长信箱’，由以往每月开一次改

为每半月开一次， 坚决做到有信

必复。 ”话音刚落，服刑人员掌声

雷动。

该监狱的人文关怀， 如春风

温暖着服刑人员。 服刑人员自觉

接受改造， 监狱监管改造局面喜

人：截至

3

月

31

日，该监狱已创下

连续

1154

天“无罪犯脱逃、无重大

狱内发案、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无重大疫情、 无非正常死亡”的

“五无”佳话。

近

3

年来，监狱领导坚持一对

一结对帮教；创新改造手段，给服

刑人员开设“人文套餐”，在思想

文化教育、劳动保护、生活保障、

心理矫治上，普降“春雨”。 去年

3

月始，他们给服刑人员开设“大讲

堂”： 结合形势政策以及罪犯的

心理需求， 每月都有监狱领导给

全狱服刑人员授课。一年来，有近

4

万人次听课。

监狱悉心安排服刑人员生

活。 监狱领导每周都亲自审定他

们一周的食谱。

3

年来，监狱长坚

持为每位过生日的服刑人员，送

上一份附有其亲笔签名贺卡的生

日蛋糕。

他们率先对罪犯开展心理矫

治。 去年

8

月，首开心理咨询培训

班。监狱长梁伟新、政委韩佑鑫等

53

名警察取得国家三级心理咨询

师资格证。 针对罪犯不同的心理

障碍， 该监狱分组在各监区确立

课题， 实现罪犯心理危机及早预

防、疏导、有效干预和快速控制。

该监狱不断加强监区文化建

设，寓教于乐。 经常开展编唱《弟

子规》、《论语》手语操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 监狱组建了服刑人员晨

钟艺术团；监区成立了文艺队。每

遇重大节庆， 都组织艺术团开展

文艺汇演， 大大提升了服刑人员

文化、道德素养。

2010

年，该监狱

获评全省监狱系统 “监区文化建

设”先进单位。

赤山监狱充盈人文关怀

连续超千日实现“五无”

■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新视界

学习中摸出两个“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