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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阴转阵雨 5℃～8℃
吉首市 阴转小雨 5℃～8℃
岳阳市 阵雨转小雨 5℃～8℃
常德市 阴转小雨 5℃～9℃
益阳市 阴 6℃～8℃
怀化市 小雨 5℃～8℃

娄底市 小雨 5℃～8℃
邵阳市 小雨 5℃～8℃
湘潭市 阴转小雨 5℃～8℃
株洲市 小雨 6℃～9℃
永州市 小雨 4℃～9℃
衡阳市 小雨 6℃～9℃
郴州市 小雨 6℃～8℃5 市州

新闻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小雨，明天，多云
北风 3级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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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6日讯 （通讯员 张静文
汪建 记者 李文峰）“村里最近进行了规
划，在审批下来前，环村道这片地寸土动
不得……”今天，是醴陵市枫林市乡枫林
市村支部书记黄计村“坐班”办公日，村
民肖尾圆来申请建房， 但经黄支书一说
决定再待时机。

醴陵市委于去年出台了切实加强村
级党组织和村干部队伍建设的“九条意
见”，规范组织设置、村级运行、目标考核，

提高运转经费、工作待遇、激励标准，严格
选用标准、监督检查、责任落实，全面推进
村级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同时，该市投入
数百万元对全市370个村、19个城市社区
进行村级组织活动中心标准化办公设施
提质，实行村支两委成员正职带班、双人
在岗“坐班办公”，贯彻首问责任、反馈认
领和限时办结制度。为使村干部“坐得住、
办好事”， 该市今年起实行村级转移支付
逐年增长，启动村支书、村主任养老保险

补贴机制，建立村党组织党建工作经费专
项补助机制，完善村干部“月考核、季讲
评、年总评”动态考核机制。

该市还明确辖区党员50名以上、非
公企业支部较多的村， 可成立党总支，
形成总支包村、支委包组及企业、党员
包户三级事务管理网格。该市孙家湾村
党总支整合村内23家企业党建资源，结
合村里创卫、 安全生产等开展党日活
动，今年办成村小改扩等8件民生实事。

“将责任扛在肩上、 把群众放在心
上”，今年，全市村干部共为群众办理民
政、计生等事项2万多件，有效化解矛盾
纠纷4000余起。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杨军）“牌口
乡飞龙寺村的汪茂林身患多种疾病，生活
困难，符合吃低保的条件，但他的侄女是
乡干部，我们按经办人员近亲属备案制进
行了登记备案， 并进行了单独公示。”近
日，益阳市赫山区民政局社会救助局一位
工作人员拿出一个登记簿给记者看。区民
政局负责人说，这样做是为了杜绝“关系

保”、“人情保”，让低保在阳光下运行。
从今年6月开始， 赫山区开展低保

“阳光行动”。按照重新申报、重新评议、
重新审核、重新公示、重新审批“五个重
新” 要求， 对全区城乡低保对象全部清
零，重新审查。先由乡镇（街道）严把城乡
低保申请受理关、 入户调查关和民主评
议关。然后由区民政局对乡镇（街道）审

核公示后对象按30%的比例进行入户抽
查。通过张榜公示无异议后，再由区民政
局审批。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关系保”、
“人情保”等不良现象，赫山区建立健全
了低保经办人员和国家公职人员近亲属
享受低保备案制度。 同时， 由区纪委牵
头， 组织人员对全区城乡低保与五保供
养对象进行了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理整

顿，并出台了“社会救助工作责任追究办
法”，明确了9类追责情形和具体责任人。
目前已查处衡龙桥沛林寺村冒领五保资
金等案件3件，处理干部6人。

12月8日， 赫山区召开专门会议，部
署对全区包括五保对象在内的社会救助
对象再次进行全面清理核查， 努力做到
对象准确、待遇公正、进出有序。

16位企业家捐款20多万元———

困难户住新房
通讯员 刘鹏 张胜利 喻惠 本报记者 杨军

乔迁新居是人生一大喜事。近几天，桃江县沾溪镇泉水
井村村民杨畅华一家乐得合不拢嘴，因为他家搬入了新居。

杨畅华家的新房子在村里算是上了档次的，四间卧室加
一间堂屋，还贴上了洁白的墙面砖、装上了锃亮的不锈钢窗、
铺上了高档瓷砖地板等。房子靠近马路，屋前是一个大地坪，
屋后还打了一口深水井……总共花了近22万元。

杨畅华家哪来这么多钱？村民们有些疑惑。杨畅华一家
吃低保，妻子有病、常年药不断，孩子上小学、去年又被开水
烫伤，几万元医药费还是借的，杨畅华自己体弱多病，平时靠
打零工补贴家用，一家人住在一间摇摇欲坠的旧房里。

今年8月1日，杨畅华家里突然来了一些人，又是送米又
是送油。一些村民打听到，这些人还要帮杨畅华在马路边择
址建新房。果真，从8月开始，在镇、村干部协调下，选址、进
料、施工，杨畅华家的新房开始兴建了。

杨畅华自己是修不起屋的。 邻居问是谁帮他修的房子，
他说自己也不认识那些人，因此有人认为他是在推脱。“杨畅
华有个亲戚是大官，出钱给他起屋了！”一段时间，这样的传
闻在村里不胫而走。

时间一天天过去，到了12月，杨畅华家的新房建起来了。
这期间，有村民对其“底细”打听清楚了，原来是县工商联在
走访中，选定杨畅华这户困难家庭作为帮扶对象，发动16位
企业家捐款20多万元，为他建了新房。

12月23日，杨畅华家搬新家。左邻右舍都替他高兴，提着
鞭炮来祝贺。一直关注这事的县领导雷越毅、吴小玲和帮助杨
家建房的16位企业家也来道贺，木讷的杨畅华喜得直搓手。

本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蒋睿 张韬

“盼了那么多年，终于等到
了这一刻，我们再也不用屯水过
日子了。”12月26日上午，在湘潭
市雨湖区鹤岭镇红旗社区，上百
名当地居民纷纷走出家门，自发
地在社区广场上表演着歌舞，热
烈庆祝鹤岭地区供水工程正式
通水。从此，他们结束了几十年

“喊渴”的窘境，喝上了九华自来
水厂的自来水。

鹤岭地区是依托原湘潭锰
矿发展而来的，该地区的供水系
统一直由原湘潭锰矿水电公司
负责，该系统建立于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 随着湘潭锰矿的衰落，
该套供水系统一直未能及时更
新， 没有成套的水质净化设备，
水质低于自来水水质，同时水量
也难以达到全天供水需求，只能
分时段供应。

今年68岁的马元青在红旗

社区生活了近40年， 她告诉记
者， 以前每天供水分为早上7时
至8时、中午12时至1时，晚上5时
30分至7时30分。 为了保证每天
有充足的水可用， 每家每户都会
在这些时段守在水龙头前接水。
记者在马元青的家中看到， 厕所
和厨房都挤满着大大小小的水
桶和脸盆， 让原本不大的厨房和
厕所显得更加狭小。

“除了限时供水带来的不便，
最让人闹心的便是水质。” 说着，
马元青将之前接的一盆水端到
记者跟前。“看， 水底还沉着一层
黄黄的细砂。”

马元青说，
以前的水源大都
引自长沙白泉地
区的井水和韶山
灌区， 水质浑浊
并略微带有腥
味。 为了喝上一
口干净的水，她
不得不将纱布捆

绑在水龙头上，过滤掉杂质，然后
再倒入专门的净水设备中才能饮
用。

据鹤岭镇党委书记彭军介
绍， 为了让鹤岭地区群众用上干
净的自来水， 他们将供水来源瞄
向了湘潭经开区。 湘潭经开区克
服重重困难，投资6000多万,仅用
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铺设了全长
8公里多的输水管网，建设了响水
加压泵站， 提前完成了市委市政
府交办的工作任务， 为老百姓做
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

老板玩“失踪” 农民工陷窘境

沅陵民警“代讨”欠薪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史明华

刘爱民）12月25日， 在沅陵县公安局盘古派出所干警帮助
下， 广西武鸣县22名农民工拿到了雇工老板王某拖欠近8
个月的工资。

12月11日10时，广西武鸣县12名农民工心急火燎地来
到盘古派出所报案称，今年3月，他们22人被王某请到盘古
乡三洲村放松油，至今已有8个月，老板拖欠他们的工资14
万余元。最近见他们讨要得急，老板关掉手机，玩起了“失
踪”。民警高爱军、姚茂彬通过多方努力，终于联系上“失
踪”多日的雇工老板王某。初步沟通后，王某向高爱军道出
了实情，称今年做松油生意亏了本，故一直拖欠工资。经高
爱军陈说利害关系，王某认识到事情严重，答应协商处理
此事。

为确保调解成功， 盘古派出所启动大调解机制。12月
24日，召开综治、公安、司法、村委会负责人、农民工代表、
雇工老板共同参加的综合协调会。经6小时调解，农民工与
雇工老板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了工资发放协议。

让校门连着厂门
郴州职院校企互融促就业

本报12月26日讯 （通讯员 文潮 记者 李秉钧）“我们采
取校企融合、服务当地经济等做法，促进学生就业。”12月25
日，郴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罗海运介绍，今年学院毕业
生初次就业率达87.08%，毕业生满意度在95%以上。

近年来，郴州职院坚持立足郴州，对接制造、财经、建筑
和现代服务业等，面向湘南、珠三角和长三角，辐射全国，培
养一线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并实施就业“一把手”负责
制，以服务促就业，以管理促就业。经多年努力，先后与郴州
有色金属产业园、郴州出口加工区、江南铸都制造业基地分
别签署了就业合作备忘录，还与三一重工、深圳怡景、郴电国
际、华天集团等60多家用人单位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这些
企业每年接收学院毕业生1800多人，形成了校企互融、产学
研创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根据企业人才需求，郴州职院及时调整更新课程设置和
教学内容，让专业设置更贴近市场。近两年，曾经较“吃香”的
模具专业毕业生就业低迷，而汽车行业就业需求变大，学院
便将模具专业从6个班减少到1个班， 将汽车专业增加到5个
班，为学生抢抓到了就业机会。

长沙县松雅湖工程建成通车
本报12月26日讯（陈新 陈永刚）12月26日上午，1500人

在松雅湖畔开跑，庆祝长沙县松雅湖“四路一桥一隧道”工程
建成通车。松雅湖环湖基础设施建设的香堤路、捞刀河路、万
明路、环湖支路以及松雅湖大桥、松雅湖隧道（简称“四路一
桥一隧道”）工程总投资约为8.63亿元，全长20.48公里。

松雅湖开发建设项目是长沙县首个投融资体制创新探
索的PPP项目，位于长沙县中心城区东北部，紧邻京珠高速,
距长沙火车站、长沙高铁站、黄花国际机场约20公里，项目规
划总面积1697公顷，由松雅湖生态公园和松雅新都市两大板
块组成。

坐班服务，村官不唱“空城计”
醴陵全面推进村级党组织规范化建设

不讲情面，“阳光低保”保公平
赫山区力治“关系保”、“人情保”

“再也不用屯水过日子了”

12月25日，郴州市城区燕泉河游道边，刚竣工的“中国历代书法艺术长廊”。该长廊今年7月开始兴建，碑
刻高3米，长180米，刻录了历代书法大家的传世名篇及北宋张择端名画《清明上河图》。 范湘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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