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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 花垣县麻栗场镇
的美丽田野。 近年，该县加强农
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坡耕地的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 使农业生产
条件和农村环境大为改善。

张耀成 摄

邵阳市 阴转阵雨 20℃～29℃
湘潭市 多云 23℃～30℃
株洲市 阴 22℃～30℃

长沙市 今天，多云转阵雨，明天，阴天
有小到中等阵雨

北风 ２~3 级 24℃～30℃
张家界 小雨转中雨 18℃～25℃

永州市 阴转小雨 22℃～29℃
衡阳市 多云转小雨 23℃～32℃
郴州市 小雨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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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 多云 20℃～29℃
怀化市 阵雨转小雨 20℃～26℃
娄底市 多云 21℃～30℃

吉首市 小雨 18℃～25℃
岳阳市 阴转阵雨 22℃～27℃
常德市 阵雨转中雨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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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跃兵 唐善理
通讯员 何顺

8月28日早上8时，记者跟随走路
一瘸一拐的祁阳县白竹湖社区主任
唐华，来到他的社区办公室。 唐华因
先天性小儿麻痹症，落下三级残疾。

接待过几拨群众，又电话向上级
汇报了两名前不久洪灾中房屋受损
户的情况。 9时，到了每月28日的社区
联组长例会时间。辖区内25名联组长
全部准时到会。 会上，唐华布置了城
乡同治卫生费收取、 清理牛皮癣、城
镇医保、发放雷锋号志愿者协会联系
卡等6项工作。 他要求大家在工作中
耐心细致，群众一时不理解的，要反
复细心解释。

会议结束后，4联组组长陈安民、
23联组组长唐朝友、3联组组长张良
来，分别向他反映了所在小区门牌号
码的悬挂、贫困户减免卫生费、新房
装修影响小区卫生、治安新情况等问
题。唐华耐心地听着，并一一解答。当
场拍板免除社区病灾户唐朝良今年
全年的卫生费。

23联组组长唐朝友对免除组内
居民唐朝良的卫生费十分满意，她
说：“免除的卫生费虽然只有30元，但
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贫困户的关心。 ”

9时半， 烈日高照。 室外温度已

达３５摄氏度以上。 唐华骑着电动车
前往金盆搪小区。 群众向他反映，
小区一栋房屋楼梯间的路灯突然不
亮了， 这里住着好几位老人， 大家
出行很不方便。

正对路灯一筹莫展的居民唐延
菊老人一见到唐华，顿时放心地笑了
起来。

经过检查，发现是电线开关出了
问题。唐华承诺下午5时以前处理好，
今晚一定不让居民们摸黑。

唐华又来到徐家园小区。 72岁的
蒋满秀是特困户，她所居住的不到40平
方米的低矮住房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
具，一台老式电视机是唯一的电器。 蒋
满秀今年40岁的儿子因先天性小儿麻
痹症，落下一级残疾，生活不能自理，连
走路都需要人搀扶。 这些年来，母子俩
相依为命。 唐华还没到社区工作以前，
就一直悉心照顾着这一家子。在唐华的
争取下， 她儿子的低保从每月200元，
提高到现在每月400元。 唐华把新办下
来的低保证送给了老人，还自掏腰包拿
出200元钱塞给老人。

握着唐华的手，一头银发的蒋满
秀泪水夺眶而出。 她说：“这些年，要
不是社区干部的关心和照顾，我们怎
么过得下去？ ”唐华紧握住老人的手
安慰她说：“您就把我当自己的儿子
看待吧，只要我还在，您家里的事我
就会管到底！ ”

离开蒋满秀家，唐华的情绪还没有
“缓”过来。他对记者说：“全社区常住人
口7864人，外来人口近2000人，其中困
难户196户，特困户20来户。 自己是想
到他们的家里去，可又怕去，因为见不
得他们流眼泪。 作为社区主任，自己的
能力有限。只能尽力帮一点是一点了。”

民生里小区90岁的徐家清老人
见到唐华， 笑得合不拢嘴。 老人说：

“我不到70岁唐主任就开始照顾我，
他就是我这个孤老头的亲人。 ”不久
前， 他的低保标准也在唐华的努力
下，提高到每月400元。拿到新的低保
证，老人连声道谢。 由于今年高温，前
段时间唐华想办法为老人安装了一
台空调。 唐华还问了老人用没用空
调，会不会用空调？ 临走时，唐华一再
叮嘱老人注意防暑降温。

下午３时，阳光更烈，气温更高。
唐华与社区义工一起买好电线、开
关，再次来到金盆搪小区。 一阵忙碌
后，路灯亮了起来。 在场居民们异口
同声地说：“谢谢！ ”

接下来， 唐华又到民生里路，检
查社区治安巡逻情况。 唐华反复叮咛
巡逻人员，对学校门口、重点
路段加强巡逻，确保小区平安
稳定。

由于晚上社区广场有场
群众舞会，下午5时，唐华又来

到社区办公室， 与社区义工们一起，
将舞会需要的600张椅子、 音响设备
以及晚会上免费为群众提供的纯净
水运送到社区广场。

晚上7时，随便回家吃了点，唐华
又叫上妻子、儿子、儿媳一起，来到晚
会现场，摆椅子，放置宣传牌，为群众
发放免费纯净水。

晚上10时，晚会结束。 唐华与社
区干部、社区义工们一起，收拾现场，
还把椅子、音响送回社区。

晚上11时， 劳累了一天的唐华，
骑着他的那辆电动车赶回家里。

跟班一天，记者感到，社区干部的
工作琐碎而忙碌。 看似波澜不惊，平淡
无奇，却事事关系到社区群众生活。

本报9月1日讯(记者 陈永刚)捞
刀河街道、沙坪街道、新港街道……
今天， 长沙市开福区7个新成立的街
道正式挂牌，标志着该区行政区划调
整正式实施。

此次行政区划调整中，2个镇被
撤销，3个街道被析置，7个街镇微调。

原捞刀河镇撤销，成立捞刀河街
道和沙坪街道；原新港镇撤销，成立
新港街道和秀峰街道；洪山街道析置
为洪山街道、 浏阳河街道和月湖街
道。 本次区划调整后，开福区共辖16

个街道、1个镇。
此外， 原捞刀河镇大安村、 广胜

村、金霞村划入青竹湖镇；青竹湖镇金
盆丘社区、植基社区调整至新港街道；
伍家岭街道所属刘家冲社区调整至东
风路街道，陈家湖社区、友谊社区调整
至新河街道； 四方坪街道车站北路以
西左岸社区一部分、花城社区、科大佳
园社区调整至伍家岭街道。

湘雅路街道、通泰街街道、望麓
园街道、清水塘街道、芙蓉北路街道
保持原区划不变。

本报9月1日讯 （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麻胜林）8月30日，花垣县举
行了2013年度农村贫困大学生助学
金发放仪式，366名特困大学新生获
得资助。

据悉， 花垣县农村贫困大学生扶

贫助学项目自2011年启动实施。 今
年，该县又采取多种措施，共筹集爱心
助学款达150万元， 资助考取三本以
上的366名农村优秀特困大学新生。每
名受助的困难学生可获得3000至
5000元资助。

本报9月1日讯（记者 曾楚禹 通讯员
刘小林 曹雄清 曹航）8月31日晚， 汝城县
田庄乡蔬菜夜市热闹异常。 满载蔬菜的大
货车在106国道上排起长龙。 自此出发，有
机红椒、茄子、丝瓜从产地到摆上深港澳市
民餐桌，仅需半天时间。

地处偏僻的田庄乡， 随着106国道改
扩建、交通大改善，蔬菜大棚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短短一两年，田庄有机菜就在广东等
沿海市场叫响。今年仅蔬菜销售一项，产值
就达1600多万元，菜农人均增收900多元。
田庄乡的巨变，是汝城打破交通瓶颈，拉伸
产业链条，促进边贸经济风生水起的缩影。

汝城地处湘粤赣3省交界处，交通落后
一直是制约发展的瓶颈，106国道、S324省
道曾是该县发展经济、联通外界的主通道，
但由于车辆超限超载损毁严重， 汝城一度
沦为3省交界区的交通“瓶颈”。

近年，该县狠抓交通大建设，争取到厦
蓉高速与湘深高速过境， 并对原106国道、
S324省道进行扩改加固， 实现了到长沙、
广州、深圳、厦门等地朝发午至，一跃成为
湘粤赣通衢之地。便利的交通，使汝城在一
个半小时内可直达郴州市、广东韶关市、江
西赣州市。为巩固交通建设成果、拉伸边贸
经济链条， 汝城县突出省际边界重点强化
治超工作，与广东仁化、乐昌及江西崇义等
县市联动治超，形成了信息共享、联合执法
等机制，实施视频监控、电子磅秤、流动车
辆等科技治超， 实现了超限超载率大幅下
降到0.09%。

良好的交通环境， 拉伸了汝城边贸产
业链， 为形成湘粤赣边际一个半小时经济
圈提供了有力支撑。近两年来，汝城农产品
外输贸易额达3亿多元，带动周边群众每年
创收5000万元以上。

本报9月1日讯 （记者 陈永
刚 通讯员 古波） 9月1日起， 长
沙市开福区国库集中支付电子业
务审批流程进一步升级优化： 取
消初审和终审岗位， 下达岗位由
系统自动操作， 接收岗位由单位
报账员操作。 优化后， 人工操作
岗位由12个精简至8个， 审批支
付时限缩短1/3。

自2008年实施国库集中支付
制度以来， 开福区财政局国库集
中支付局不断优化审批流程， 提
升服务质量， 有效保证了资金安
全， 提升了支付效率。 该局在全
省率先实行项目信息化管理， 通
过国库集中支付财政专网建设，
将该区区直部门、 街镇社区、 教
育系统等260余家单位全部纳入
“电子管家” 的管辖范围。

为提高支付效率 ， 该局规
定， 凡资料齐全的支付事项， 当
日审核、 当日打票、 次日付款；
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支付申请， 当
日电话通知单位2日内补充完善
相关资料， 超过2日予以退票。
今年， 他们还在全市率先实现中
小学校“办公到校、 支付到校”
模式， 将国库集中支付财政专网
及专用设备全部配备到校。

本报9月1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
讯员 李青松 陆丹）9月1日，沅陵县人民
政府召开“碣滩茶”地方标准新闻发布
会宣布，《地理标志产品 :碣滩茶》和《地
理标志产品:碣滩茶生产技术规范》两项

省级地方标准经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批准，将于9月15日正式实施。

沅陵产茶历史悠久， 碣滩茶享誉中
外，是我省重点产茶县。 2011年，沅陵碣
滩茶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基层干部���跟班记

千千万万城乡基层干
部， 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群
众的桥梁和纽带， 他们为经
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社会
和谐稳定等做了大量艰苦细
致的工作， 他们中的绝大多
数都是默默无闻的 “老黄
牛”，他们的喜怒哀乐少为社
会所知。 今天本报推出《基层
干部跟班记》 专栏， 力图客
观、准确、生动地反映他们的
工作和生存状态，敬请关注。

■编者按 困难家庭想去又怕去
———祁阳县白竹湖社区主任唐华的一天

祁阳县白竹湖社区主任唐华在特困户蒋满秀家走访。
本报记者 刘跃兵 唐善理 摄影报道

开福区调整行政区划

本报9月1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谢真燕 杨方元）“没有作业
本费，没有学杂费，连学生保险费也
免了，上学一分钱都不用花！ ”今天，
免费办理灾区学生注册手续让靖州
寨牙乡江口村村民黄民立无比激动。
像黄民立的孩子一样，当日该村共有
39名受灾学生免交了学杂费。

8月5日， 靖州寨牙乡江口村4
组、 5组所在团寨发生火灾。 共造成
58户、 248名村民房屋被烧毁。 据该

县学生资助中心负责人介绍， 寨牙
乡江口村受灾村民子女有将近90%
的家庭贫困， 为解决灾区家庭子女
“上学难” 的问题， 该县决定减免全
部受灾中小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费
用， 让灾区学生轻松上学。 县教育
局投入2万元， 为这些学生所需的学
习费用“埋单”。 对于家庭经济特别
困难的学生， 除了收费减免外， 还
将通过困难补助等方式为其解决生
活难题。

靖州“8·5”火灾受灾户子女上学不花钱

花垣366名农村大学生获资助

开福区“电子管家”
管好国库集中支付

良好交通拉长产业链

汝城边贸经济火起来

沅陵将实施“碣滩茶”两项地方标准

身边的�� 美丽

苗疆
秋色

本报9月1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田涛 张蔚 任苑）今天，岳阳市
云溪区鑫成货运公司刘会计到该区
国税服务厅办理票种核定业务，服务
厅首席代表方艳当场就完成了审批。
刘会计感叹：“以往办理这事， 须经3
个科室审批、3天才能办结。现在有了
纳税服务首席代表，我们办业务省时
省力多了！ ”

云溪国税局在全省率先推行纳
税服务首席代表制一个月以来，纳税
人进厅办理涉税业务的时间由原来
的10至15分钟缩短为现在的5-8分
钟；数据质量差错率为零；减少涉税
业务审批环节35个。纳税人彻底告别
了“多头跑、多头找”的不便。

过去， 纳税人办理涉税审批事
项，文书要在相关部门中逐层转递多

日后才办结。为了提速行政审批与服
务， 云溪国税局结合税源专业化管
理，创立首席代表制，实行整体服务、
集合服务。 首席代表在政治素质高、
业务技能强的干部中选拔，赋予其代
位审批、宣传咨询、政策辅导、业务指
导、服务监管等职责。 将审批权限前
移到办税服务厅，将具备审批权的所
有涉税审批事项全部纳入首席代表
的授权范围。对于符合要求的涉税审
批事项，首席代表当场完成审批。

该局通过本人自主申请、组织考
察、党组会议研究等程序，公开选任
首席代表，并发放“纳税服务首席代
表”聘书，给予其一定的政治和经济
待遇。 自8月1日以来，首席代表积极
化解税收政策争议10余件；办税服务
厅没有发生一起过激性事件。

云溪推行纳税服务首席代表制
纳税人不再“多头跑、多头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