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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政务进入“微时代”
政务微博发布厅正式上线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江勇

李英姿 ） 7月11日， 主账号为“衡阳发布” 的
“衡阳市政务微博发布厅” 在腾讯微博正式上线，
成为我省市州中第一个政务微博发布厅。 包含县
市区和市直单位在内的46个政府单位， 在该微
博发布厅集体亮相， 标志着衡阳政务开始进入

“微时代”。
去年3月以来， 衡阳市委、 市政府新闻办先

后在新浪、 腾讯等主流网站实名开设了官方微
博， 已累计播报信息1000余条， 受众3万余人，
在通过微博进行宣传推介、 引导舆论、 服务民
众、 倾听民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取得较好
社会影响。 为更好地发挥政务微博传递权威声
音、 正确引导舆情、 服务社会大众的作用， 自今
年4月起， 在腾讯网支持下， 衡阳市将12个县
（市、 区） 和34个市直单位的政务微博整合在一
起， 创建“衡阳市政务微博发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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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晴 25℃～36℃
湘潭市 多云 27℃～36℃
株洲市 多云 28℃～36℃

长沙市 今天多云到晴， 明天多云间晴
南风 ２~3 级 29℃～36℃

张家界 多云 27℃～38℃

永州市 多云 27℃～36℃
衡阳市 晴 27℃～37℃
郴州市 多云 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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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 多云 29℃～37℃
怀化市 多云 27℃～36℃
娄底市 多云转晴 27℃～36℃

吉首市 多云 25℃～35℃
岳阳市 多云 29℃～35℃
常德市 多云 28℃～37℃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胡敏 熊闯 李冀 ） 消费由“隐”
变“显”， 程序由“繁” 变“简”， 管理由
“粗” 变“细”， 岳阳的公务卡已成为一
张名副其实的“廉政卡”。 今天， 岳阳市
纪委党风廉政室负责人告诉记者， 截至
目前， 该市224家市本级预算单位实施公
务卡制度改革， 13个县 （市） 区正全面
推进公务卡制度改革， 安装的5000多台

POS机已投入使用， 有12家单位公务卡
消费支出占授权支付的比重达100%。

公务卡是指财政预算单位工作人员
持有的、 主要用于日常公务支出和财务
报销业务的信用卡。 2008年3月， 岳阳选
择市财政、 林业等6家单位， 在我省率先
启动公务卡改革试点。 2009年， 将市本
级所有一级预算单位全部纳入改革范围；
在各县 （市） 区启动试点。 2012年， 全

面启动市本级公务卡改革， 推行公务卡
强制结算目录。 今年4月， 该市明确要求
凡是涉及办公费、 差旅费、 公务接待费
等17项开支， 必须按公务卡强制目录要
求进行结算； 对14种违规使用公务卡行
为予以严令禁止； 要求本年度实现预算
单位公务消费刷卡支出占授权支付比重
达30%以上。

汨罗市实行“一检查”（对落实公务卡

制度情况开展专项督查）、“两纳入”（纳入
述职述廉内容、 纳入谈心谈话内容）、“三
挂钩”（与党风廉政建设年度考核、党员领
导干部年度考核、单位预算经费的拨付挂
钩），整体推进公务卡制度改革。 平江县建
立了以支出计划倒逼改革进度、以强制结
算倒逼依法理财、以网上限额倒逼现金提
取、以联合督查倒逼任务落实的“倒逼机
制”，收到良好效果。

本报记者 陈永刚

气温持续“高烧 ” ，
奋战在一线的建筑工人还
在为长沙美丽的明天而流
汗。 高温下， 他们的生产
生活条件怎么样？ 7月14
日下午， 记者来到长沙南
湖路湘江隧道实地体验。

南湖路湘江隧道施工
分为两大块： 一是在已完
成盾构施工的隧洞内铺设
行车道板 、 安装机电设
备， 一是对连接隧洞的匝
道进行施工。 目前， 东岸
匝道已完成主体工程， 而
西岸匝道仍在开挖中。

“想体验？ 那要带你
到最艰苦的环境去。” 中
铁隧道集团项目部党委书
记段学钢和记者调侃 ，

“隧洞内施工晒不着太阳，
虽然比较闷热， 相对还算
凉快 ， 最多是个‘3分
熟’， 而匝道开挖是在大
太阳下进行， 一身肉起码
烤个‘5分熟’， 你选哪一
种？”

“就 来 ‘5 分 熟 ’
的。” 记者一咬牙， 豁出
去了。

下午3时半， 段学钢
带着记者， 沿着一条简易
楼梯， 下到匝道开挖形成
的十七八米深的基坑内，
这里100多工人正在绑扎
钢筋、 开挖土方。 尽管很
热， 不少工人仍穿着长袖
工服。 段学钢说， 这主要
是为了防晒伤。

太阳西斜， 深基坑内

没有阳光直射， 但温度仍
然很高， 而且湿度很大，
挖出来的泥土水汽蒸腾，
让人感到又热又闷。 记者
站了没几分钟， 已汗如雨
下。 工人们尽管衣服都湿
了， 仍奔走如飞， 该干什
么干什么 ， 几乎不受影
响。 来自四川的农民工刘
师傅告诉记者， 最难受的
是从有空调的工棚里走出
来上班那一会， 但到工地
干上一会就习惯了。

“我们也不想‘非战
斗减员’， 所以对员工的
保护一直抓得比较紧 。 ”
段学钢介绍 ， 为应对高
温， 项目部调整了工作时
间， 全天分3个班， 早班
为6时到11时， 中班下午3
时到7时， 晚班晚上7时到
11时； 采购了绿豆、 凉茶
和十滴水等防暑降温用
品， 每天不间断熬凉茶送
到工地； 工棚内安装了空
调， 24小时开放； 加强了
伙食营养， 每餐保证两荤
两素， 绿豆汤每餐提供。

“说得这么好， 我得
去看看。” 记者随即来到
员工食堂， 后勤人员正在
准备晚餐。 记者看了看菜
谱： 豇豆炒肉、 梅干菜扣
肉、 炒花菜、 炒包菜， 一
个大电饭煲里正熬着绿豆
汤。 记者又随便走进一个
工棚， 里面没人， 但空调
开着。

本报7月15日讯（通讯员
李海波 记者 刘也）7月15
日， 记者从汉寿县人力资
源与社会保障部门了解
到， 该县通过提质量、 提
待遇、 提服务， 有效解决
参保人员转诊结算难、 待
遇水平低、 政策不同步等
问题。 通过“三提”， 今
年上半年， 汉寿县共征收
城镇职工医保费 2611万
元， 同比增长22%， 完成
年任务的71%。 今年1至5
月， 全县城镇职工医保发
生住院医疗费用 2103万
元， 统筹报销1403万元，
实际报销比例达66.7%。

去年10月， 汉寿县城
镇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
险纳入市级统筹。 为做到
应保尽保、 应收尽收， 该
县主动加强与有关部门的
联动， 积极引导参保， 分

层次开展年度缴费基数稽
核工作。 为提升医疗待
遇， 将药品零差价的基层
公共医疗服务机构“门槛
费” 由过去300元下调至
100元； 城镇职工医保参
保患者在定点医疗机构发
生住院费用， 其报销标准
由原来80%-90%调整为
88%-94%。 为提高服务
质量， 开启医保个人账户
支付“一卡通”， 将协议
药店范围覆盖到常德市所
有县市区； 开启异地就诊
联网即时结算， 参保患者
到常德、 长沙定点医疗机
构就诊， 所发生医疗费均
可在就诊医院即时结算；
开通“快速通道”， 参保
患者凭申请资料在特殊门
诊窗口， 可“一站式” 办
结特殊门诊申请审核业
务。

泸溪选派
移民村“第一书记”
为重点移民村安排项目资金

3240万元
本报7月15日讯 （通讯员 向民贵 陈永辉

记者 乔伊蕾） 今天， 记者从泸溪县获悉， 该县
第三轮重点移民村党组织“第一书记” 选派工作
结束， 12名党员干部被选派到重点移民村任第
一村党支部书记， 驻村开展工作。

该县自2008年推行选派重点移民村“第一书
记”制度以来，已选派了两轮共23名重点移民村

“第一书记”。“第一书记”在任期间，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完善了移民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移民群
众生活幸福指数。移民村干部、村民经济待遇得到
提升，村民年人均收入达4000余元。 同时，为重点
移民村倾斜安排项目资金3240.5万元， 先后开展

“学一技联一户解一难”培训活动40余场次，培训
了5000余名群众。两年来，主动化解民事纠纷560
多起，信访总量下降率达35%，有6个村实现零信
访，违法涉诉发生率降低。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
员 李杏 熊帅杨 陶芳芳） “你能帮帮我
吗？ 我没有劳动能力。” 7月7日， 长沙市
望城区靖港镇农溪村31岁的小殷， 向该
区“雷锋580” 紧急救助中心发出求助。
在了解到家境贫穷的小殷因患病而截肢
致使他丧失劳动能力后， 热线中心第二
天为其送去救助金9000元， 10日， 又将
他纳入农村低保对象。

今年2月4日， 望城开通“雷锋580”
紧急救助热线 （88580580）， 向社会公开

招募青年志愿者接线员6名， 24小时受理
全区范围内因重大疾病、 突发意外事故
和严重自然灾害造成基本生活困难的望
城籍城乡居民的紧急救助。 对政策咨询
类来电及时告知现行相关政策或相关部
门电话， 对医疗和生活困难求助类电话
采取交办、 转办方式督促相关责任单位
进行妥善处置。 求助事项在5个工作日内
处置到位， 特殊求助当天处置。

乔口镇团头湖村年仅19岁的小刘今
年初确诊患有白血病， 需进行骨髓移植

手术， 以打工种田为生的刘家面对70余
万元的巨额手术费苦不堪言 。 “雷锋
580” 紧急救助热线中心接到求助后， 迅
速转交处理。 区民政局和乔口镇经过多
方努力为小刘争取近4万元救助金，
并将其全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目前， 小刘在湘雅附三医院接受正常
治疗。

我是“雷锋580”， 您有困难我帮
您！ 一句贴心话已成为望城区扶贫济
困常态化、 学雷锋常态化相互结合的

重要标识。 截至目前， 热线共接来电184
个， 救助重大疾病求助者55人、 帮扶生
活困难户22人， 累计发放救助资金35万
余元。

望城区“雷锋580”济困暖人心

岳阳市“廉政卡”卡住公务乱消费

记者�� ��在基层

提质量 提待遇 提服务

汉寿破解医保难题

“就来‘5分熟’的”
———高温下的工地体验

本报7月15日讯 （李雪芹
徐虹雨 周勇军 ）7月14日，
受远在深圳的常德妹黑春
英之托，常德“1+1”爱心志
愿者联盟的4位志愿者，来
到常德市鼎城区草坪镇兴
隆街村，替她看望了双目失
明、孤身一人居住的三外公
白子桂老人。

现在深圳一家外贸公司
工作的黑春英， 从小在外婆
家长大， 常跟外婆到三外公

家玩耍。近日，她在网上看到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与中国
雅虎联合发起“替你看看爹
和娘”公益活动，她想到了三
外公，便在网上填写了心愿，
希望志愿者替她去看看。 很
快，她的愿望被常德“1+1”爱
心志愿者联盟认领。

认领黑春英心愿前，常
德“1+1”爱心志愿者联盟进
行了讨论， 最终形成共识，
发动更多社会力量关心空

巢老人和孤寡老人，是很有
必要的。

在白子桂家，老人听说
侄外孙女托人来看自己，显
得十分高兴。 4位志愿者向
老人转达了黑春英的牵挂
和问候，并送上米面油和一
套新衣服。 当场换上新衣服
的白子桂笑得合不拢嘴。 志
愿者拨通黑春英的电话，白
子桂接过手机，一个劲儿对
侄外孙女说“好”。

为实现大众尽孝心愿，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与中
国雅虎于去年联合发起大
型公益活动“替你看看爹和
娘”。 活动开展模式为，网友
先在网上晒出心愿，然后由
其他网友对心愿进行投票
和评论，选择适合实现的心
愿，再招募志愿者团队实现
心愿。 替黑春英看望亲人，
是常德志愿者首次承办这
一公益活动。

“替你看看爹和娘”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文热心 ）今天，衡东县在衡
阳市美术馆为5位民间艺人
举办了剪纸作品展览。 参观
展览的省文联副主席、省民
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曾应民
认为，这是衡东县给力传统
民间剪纸工艺， 助推这一
“小手工” 成为文化“大产
业”的一个重要举措。

衡东县民间剪纸工艺
已有500多年的历史， 依附
民俗，传承至今，形成了具
有地域特征和地方特色的
技艺风格。 与中国南北剪纸
各流派相比，“剪法”有着南
派的细腻、秀丽，构图则又
有着北派的粗犷 、 质朴 。
1997年，该县大桥乡被命名

为“湖南省剪纸艺术之乡”；
2010年，大桥剪纸被列入湖
南省“非遗”名录，目前正在
申报国家“非遗”项目。 在全
县30多万女性中，“来得几
剪的”很普遍，而剪纸作品
能上市的不下千人。 年近八
旬的农民刘伟南系中国十
大民间艺人之一，还有陈秋
平等3人为省剪纸研究会会
员。 此次参加展览的5人中，
既有李水英这样的“30后”，
也有文双凤、陈勃这样的80
后和90后。

近些年来， 衡东县委、
县政府对这一民间工艺着
力保护、传承、开发。 拨出经
费，成立了老艺人剪纸工作
室；举办培训班，免费培训

具有剪纸热情、天赋的青少
年；把农民的剪纸作品进行
包装，作为衡东的重要文化
名片，向外推介。 下一步，该

县拟投入资金， 组建实体，
让“散、小、初”的剪纸工艺
走向规模生产、集约经营之
路。

衡东着力传承剪纸工艺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刘晔）7

月11日上午10时，在株洲市荷塘区仙庾岭景区，“穿
越荷塘”快乐田园大冲关活动揭开了今年株洲荷花
节序幕。 这是荷塘区连续第4次举办“穿越荷塘”活
动，活动将持续到今年9月。

仙庾岭是株洲市市郊著名景区， 环境优美，景
色宜人，尤其是面积达1300多亩的连片荷花格外引
人注目。 借重荷花品牌，荷塘区确定了“打造以生态
宜居、文化休闲为特征的金色新荷塘”旅游发展定
位。自2010年开始，该区用市场化运作模式，成功举
办了3次“穿越荷塘”活动。 该活动因趣味性、娱乐性
和挑战性强，吸引市民踊跃参与。 前3次活动共吸引
2.1万余名市民参加，参赛选手近5000人，不少外国
朋友也参与其中。

近3年来， 仙庾岭景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61
万余人次，实现旅游收入7682万元。 目前，景区农
家乐已发展到60多家。

“穿越荷塘”
催开旅游之花

7月13日， 摄影爱好者在桂东县清泉镇万亩茶叶生态观光园内采风。 近年， 该县以茶叶为媒， 将生态资源、 茶
叶产业和客家文化、 茶文化相结合， 大力发展以农业观光、 乡村休闲等为主的生态旅游业。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张前宝 摄影报道

观众在参观剪纸展览。 本报记者 文热心 摄

志愿者替千里之外常德妹探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