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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 25℃～35℃
湘潭市 多云 27℃～36℃

张家界 多云 26℃～37℃
吉首市 多云转阵雨 25℃～36℃
岳阳市 晴转多云 29℃～34℃

常德市 晴转多云 26℃～36℃
益阳市 多云 28℃～36℃

怀化市 多云 25℃～35℃
娄底市 多云 26℃～35℃

衡阳市 多云转晴 27℃～36℃
郴州市 多云 26℃～35℃

株洲市 多云转晴 28℃～36℃
永州市 多云 26℃～35℃

长沙市
今天，晴天间多云，午后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
明天，多云到阴天，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
南风 2 级 29℃～37℃

２０14年8月5日 星期二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市州新闻 9

本报8月4日讯 （通讯员 熊偲婧
彭冠铭 记者 郭云飞）“我病痛多，子女
又不在身边， 以前报销医药费要自己到
县城去，很麻烦。现在好了，家门口有人
帮忙办。”家住南县厂窖镇肖家村的李爱
云最近很开心。 村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业务协办员将她的医药费票据及相关
资料交给镇人社服务中心， 代办员便到

县人社局为她办理。
人社服务涉及医保、社保、失保、劳动

就业等多个方面。以前南县虽然建立了乡
镇政务中心，但受场地、职能和人员限制，
大部分人社业务还得到县城去办。为了方
便群众，去年，南县投入156万元，在全县
12个乡镇建立人社服务中心， 并实现机
构、人员、经费、场地、制度、工作“六到

位”。另外，在县城9个社区建立了人社服
务站。今年4月，县里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参保缴费和养老金发放、企业养老保险生
存认证等9项业务， 下移至乡镇人社服务
中心直接办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医药费
报销、 企业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及退休、失
业保险征缴和发放等12项业务，可由乡镇
人社服务中心代办员代办。同时，各村（社

区）至少安排1名干部担任协办员，将服务
延伸到群众家门口。

县人社部门还对乡镇人社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村（社区）协办员进行培训，促
进基层人社服务迈向标准化、精细化、科
学化。今年5月至7月底，南县乡镇人社服
务中心共为群众直接办理业务8000多
人次、代办业务5700多人次。

本报8月4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张明子 李忧靖 ）“我们小区半年不通的
下水道向干部反映不到半月就疏通了！”
“我家附近的路灯坏了，只打了1个电话，3
天就‘亮’了！”……7月30日，在临湘市政
府广场“群众意见建议情况公示牌”前，已
完成的1600多件实事获得了群众点赞。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临湘市2.6万名党员干部走访群众16万多

户，征求意见建议8600多条，并归类整理
成1600余个需要着手办理和整改的实
事。 该市将这些实事在公示栏、 政府网
站、电视台等媒介上实行一月一公示，明
确责任单位、办理时限；对于办理缓慢、
整改不力的，也一并予以公示，让群众监
督。

长安社区的门牌错漏损毁， 群众意
见较大。市委书记黄俊钧与财政、民政、

公安等部门沟通，促进了事情的解决,目
前该市大部分城区无门牌住户已更新补
设。江南镇晓洲、鸭栏、四合3个村1.4万
亩农田，逢旱就需二级提水，群众多年盼
望能修建一座启闭闸， 市长龚卫国实
地查看，多次协调，终使群众在60天之
后遂愿。

截至7月底， 临湘市5100多名机
关在职党员干部到社区（村）报到 ，与

6500多户居民群众结对帮扶，认领服务
岗位6470多个， 解决民生问题4000多
个。据统计，全市群众对党员干部办理实
事的“点赞”达到1万多条。

溆浦“三生服务基金”暖民心
本报8月4日讯 （通讯员 舒晓东 姜兵 记者 余蓉）“万水

砖厂2000元”、“怀化汽驾五校1000元”、“瑶头村幼儿园200
元”……7月底，溆浦县卢峰镇万水村召开“三生服务基金”募
捐大会，与会的各界人士纷纷献出爱心。不到一个半小时，募
集捐款76540元。

万水村计生协会颜受仁向记者透露，还有商人李军阳、著
名作家王跃文的捐款还在路上， 预计此次捐款可突破10余万
元，成为溆浦县“三生服务基金”自1993年成立以来，募集捐款
最多的一次。

近年来，溆浦县委、县政府针对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的新要
求新特点，积极筹集“三生服务基金”，开展“生育关怀行动”，为
广大育龄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及生育上的难题。“三生服务基金”
主要服务对象是经济困难的计生家庭或需要帮扶的育龄群众。
基金筹措主要是募捐。在乡村一级，通过“村委会解决一点”、“能
人大户支持一点”、“党员、计生协会会员、群众捐助一点”、“相关
单位赞助一点”、“有偿服务挣一点”等办法来筹集。

7月初，万水村6组计生家庭向松英家里住的是危房，急需
改造，但缺少资金。村支两委了解后，积极出面为其争取“危房
改造项目”资金1.5万元，又从村“三生服务基金”中为其解决帮
扶金600元。

目前，溆浦共筹集“三生服务基金”1500余万元，帮扶计生
“五关怀” 家庭6846户， 送去帮扶金800余万元。“三生服务基
金”保障了“生育关怀行动”的开展，推动了该县人口计生工
作。该县已连续10年保持在“全省人口计生工作先进单位”行
列，县计生协会工作迈入“全国百强县”阵容。

黄桃香 农家富
罗颖 郭畅达 李文峰

7月的炎陵，金灿灿的黄桃挂满枝头。近日，记者到该县采
访，见各路游客和水果商早已慕名而至，摘黄桃、品黄桃、购黄
桃。

“现在黄桃在市场上持续走俏，我们已接到上海、深圳、
长沙等地客户下的订单了。” 炎陵县龙溪乡仙坪村村民罗左
平自豪地说，在村里，他最早种黄桃，这几年用卖黄桃赚的钱
在县城买了一套房，32万元，一次性付款。

仙坪村离炎陵县城29公里， 平均海拔在900米以上，以
前村民经济来源主要靠南竹，生活过得拮据。自从种黄桃后，
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六成村民在县城买了房，
不少人还买了车。

炎陵县是中国优质黄桃之乡，所产黄桃多次被评为省优
质水果并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以色艳、肉脆、味甜、香浓
等特性驰名国内外。目前，全县种黄桃1.03万亩。县农业部门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预计今年全县黄桃总产量可达4500吨，
产值9000万元以上。种植户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比比皆是，
最高的达到80余万元。

炎陵县委、县政府对发展黄桃产业十分重视，县里从“十
二五”农业发展规划，到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十
规划，都把黄桃标准化栽培技术推广与产业开发放在重要位
置。县政府还专门制订实施了黄桃优势产区规模化生产发展
规划。近几年来，县财政每年拿出100万元，扶持以黄桃产业
为重点的“一带八基地”建设，并从今年起至2017年，扶持资
金每年由100万元增至500万元。同时，举办“桃花节”、“黄桃
节”等节庆活动，不断扩大品牌知名度。

目前， 炎陵县已建立一个1000亩黄桃标准化生产示范
基地、3个100亩样板桃园，发展科技示范户171户。县里组织
的黄桃种植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使
黄桃产业走上规模化经营、品牌化发展、市场化运作之路。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杨滨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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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诵廉政“廉风”进家庭
本报8月4日讯(柴凤 周湘云) 瞧，一群小学童，身

着汉服，盘腿席地而坐，手捧中华经典廉政诗文《爱莲
说》、《诫子歌》、《三字经》等，跟着老师一起诵读。日前，
芙蓉区火星街道“亲子廉政诵读会” 在曾家坪社区举
办。来自街道6个社区的师生及家长，以多种表演形式
展示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廉政文化。

“廉政文化宣传是街道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
容，街道以此为抓手，以制度为依托，齐行并举，开展
党政建设工作。”街道负责人介绍说。该街道实行廉
政建设“网格化”管理，通过党代表工作室、党建“微
平台”、“问政火星”互动平台、党建议事厅等多个渠
道，积极引导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领导
干部廉政健康档案、“零投诉” 责任制、“马上办”热
线、“倒计时”公示牌等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确保了党
风廉政建设落到实处。

浪漫紫鹊界好戏连台
本报8月4日讯（段云行 杨亲福 王明辉）8月4日，部分刚

参加完在紫鹊界“相约七夕·情定紫鹊”情侣派对活动的情侣
们，呼朋引伴前往山背后奉家镇横江村的古桃花源漂流。

娄底市旅游局、新化县人民政府8月2日起分别在紫鹊界
和奉家镇古桃花源漂流开展“相约七夕·情定紫鹊”婚纱摄影
和情侣派对及激情漂流系列活动。浪漫而刺激的节目、优美
如画的秦人梯田、幽深的高山峡谷、激情的双人漂流、绝美的
奉家古桃花源，给游客们留下了难忘回忆。

群众家门口享受人社服务南县
涉及医保、社保、失保、劳动就业等多个方面

即知即改 立“牌”促改

1600件实事获百姓点赞临湘

8月4日，挖机在进行土方施工。长沙县松雅湖湿地公园是长沙城区唯一一个国家级湿地公园，预计
2015年底建成。目前，该项目南部园林景观和北部园林景观的雅河风光带均已完成清表，全面进入土方及
驳岸施工阶段。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记者在基层

承诺不扰民 再跳广场舞
珠晖区新举措规范广场舞

本报8月4日讯（记者 朱章安 徐德荣 通讯员 唐兰荣）7
月30日晚9时，在衡阳市珠晖区火车站广场跳广场舞的8支舞
蹈队准时关闭音响，结束跳舞，广场顿时恢复宁静。“广场舞队
签订承诺书后，时间有了限制，音量也必须控制，我们不再被
嘈杂的音乐困扰了。”居民周秀梅高兴地说。

近段时间来， 珠晖区火车站广场周边居民多次向政府部
门投诉，广场舞音量过大、时间过长，影响休息。珠晖区通过走
访调查，推出新举措：由广场舞队与市民协商，然后签订“广场
舞管理承诺书”，明确活动时间、音量（80分贝以下）等，并自觉
维护场内秩序，不得影响周边单位、居民正常工作、生活。目
前，常到火车站广场跳舞的8支舞蹈队均已签订承诺书。

“签承诺书，划定‘硬杠杠’，可以促使广场舞活动规范开
展。”珠晖区有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将在全区推广火车站广场
签订承诺书的做法，确保在广场、公园、风光带等场所举行的
广场舞活动不扰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