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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李焱
华）记者今天从省民政厅了解到，精准救助开始凸显
成效。 目前，我省罗霄山脉、武陵山片区县及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简称
国扶县、省扶县）农村低保对象约占全省农村低保对
象总数56%，保障率达到7.44%，比全省平均保障率
高出1.58个百分点。

按照省政府部署， 我省去年进一步准确设定低

保“准入门槛”。 省民政厅对28个县市区城乡低收入
家庭基本生活消费支出进行测算，联合人社、物价、
统计等部门，对测算结果与最低工资标准、居民收入
指数、物价上涨指数等进行关联性分析，随后省政府
根据分析确定当年的低保指导标准分别为330元每
月、165元每月。

按照新的指导标准， 省民政厅在全省启动完善
农村低保应保尽保工作，特别扶持罗霄山脉、武陵山

片区及国扶县、省扶县等落后地区实现应保尽保。 到
去年底止，全省共有农村低保对象约325万人，比上
一年新增45万人；城市低保对象133万人，比上一年
减少约10万人。 农村新增对象中约40万人集中在罗
霄山脉、武陵山片区县及国扶县、省扶县，使这些地
区农村低保对象达到183万人。 省级农村低保资金当
年共向这些地区分配约19亿元， 占全年农村低保资
金总额54%。

湖南日报 2月 11日讯 （记者
刘文韬） 记者从2月10日至11日召
开的全省人大内务司法工作座谈
会上获悉，今年内务司法监督工作
的重点将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
面，着力推动社会治理、社会救助、
社会保障等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谢勇出席会议并讲话。

据了解，在今年的内务监督工
作中，省人大将主动适应国家执政
理念的发展变化， 坚持问题导向，
重点关注和研究社会治理、社会保
障、 社会救助等重大民生问题，积
极回应人民群众在养老、 殡葬改
革、低保、特殊困难群体保障等方
面的重大关切。 年内，省人大内务
司法委员会将审议 《湖南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办法（修订草案）》和《湖南省
基层法律服务所条例 （修订草
案）》，并配合全国人大开展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执法
检查，以及妇女权益保障法贯彻实
施情况的专题调研，同时还将就全
省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情况等进行
专题调研，以推动相关民生问题的
改善。

此外，在司法监督方面，将按
照司法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的要
求，转变观念，充分发挥检察机关
的法律监督作用，探索建立健全人
大司法监督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的工作联系衔接机制，同时加强对
司法队伍建设工作的监督。

今年人大内务司法监督
工作重点确定

着力改善社会保障、 社会救助等重大
民生问题

进一步完善农村低保应保尽保工作

罗霄山脉、武陵山片区
新增低保对象约40万人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陶芳芳
王晗 ） 今天上午， 省委常委、 长
沙市委书记易炼红主持召开长沙
市党务工作会议， 统筹部署全市
党务工作。 他要求， 全市党员要
深刻理解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
以更强的大局意识、 改革精神、
法治思维和从严要求， 落实管党
治党责任和从严从实要求， 奋力
开创长沙党务工作新局面。

易炼红对长沙过去一年的党
务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对新常
态下的党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他指出， 党务工作要围绕当好
“前哨后院”， 更加体现服务的忠
诚度、 统筹性、 精细化； 组织工
作要围绕强保障、 强支撑， 抓好
作风、 固好根基； 宣传思想工作

要围绕激发精神文化力量， 更加
注重抓主阵地、 打主动仗、 扬主
旋律； 统战工作要围绕发挥优势，
更加广泛深入地凝聚共识、 凝聚
智慧、 凝聚力量； 政法工作要紧
紧围绕把长沙建设成为最具安全
感、 公平感、 正义感的城市这一
目标。

目前长沙市共有1.7万多个党
组织、 40多万名党员， 党务工作
任务繁重。 易炼红强调， 全市党
员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和从严从
实要求，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忠诚履职、 敢于担当， 全面提升
新常态下党务工作科学化水平。

易炼红在长沙市党务工作会议上强调

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和从严从实要求

经省委常委会议审定， 现将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工作2014年度考评结果予以公示， 请社会监督。 如发现弄虚作假、 违规操作的行为， 欢迎实名举报。
公示时间： 2015年2月12日-2月18日 举报电话： 0731-82217552

省全面小康办 省统计局
2015年2月11日

市州全面小康测算结果和推进工作拟奖励单位公示
项目名称 单 位 备注

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前3名 长沙市 （95分）、 株洲市 （91.6分）、 湘潭市 （87.7分） 按国家统计局新修订的全面小康监测指标体系测算。

全面小康工作综合优秀 郴州市、 长沙市、 常德市 按综合考评取前3名。

全面小康经济发展工作优秀 岳阳市、 湘潭市、 邵阳市 按顺序实际得分排前二位的长沙市、 郴州市不重复。

全面小康管理成效优秀 永州市、 益阳市、 株洲市 按顺序实际得分排前面的邵阳市、 长沙市、 常德市、 郴州市不重复。

县市区全面小康推进工作及县域经济考评结果和拟奖励单位公示
项目名称 单 位 备注

全面小康推进工作前十位县 雨花区、 岳麓区、 资兴市、 苏仙区、 赫山区、 冷水江市、
炎陵县、 宜章县、 吉首市、 中方县

获奖单位， 一类县取前2名， 二、 三类县各取前4名， 采取按顺序不重复
原则， 依次类推。

全面小康推进工作十快进县 珠晖区、 浏阳市、 桃源县、 澧县、 邵东县、 津市市、 新
田县、 江华县、 城步县、 安仁县

获奖单位， 一类县取前2名， 二、 三类县各取前4名， 采取按顺序不重复
原则， 依次类推。

经济强县 长沙县、 宁乡县、 桂阳县、 永兴县、 醴陵市、 攸县、 汨
罗市、 湘潭县、 耒阳市、 湘乡市

按顺序实际得分前十名中浏阳市、 资兴市已作为全面小康推进工作十快
进县和前十位县， 根据不重复原则， 依次递补耒阳市、 湘乡市。

经济快进县 望城区、 天元区、 零陵区、 株洲县、 大祥区、 资阳区、
保靖县、 龙山县、 武冈市、 洞口县

按顺序实际得分排二类县前4名中津市市、 桃源县， 三类县前4名中江华
县、 新田县、 城步县已作为全面小康推进工作十快进县， 二类县前4名
中永兴县、 湘潭县已作为经济强县， 根据不重复原则， 依次递补零陵
区、 株洲县、 大祥区、 资阳区、 龙山县、 武冈市、 洞口县。

湖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工作
2014年度考评结果公示

薛家明

在去年年底的民主测评中，祁
阳县环保局局长 、 污染防治股股
长、环境监察执法大队长等多名干
部由于排名靠后被免职调离。 测评
结果出来后，不仅在这座湘南小城
引发震动，更有环保系统同仁为他
们打抱不平 。 省环保厅某官员表
示，参与测评的人中有被环保部门
执法处理过的企业主，他们打击报
复才导致环保局的相关股室排名
靠后。

近年来， 各地在干部考核中，
纷纷增加民意的权重。 这些措施不
仅有力增加了民众的话语权，而且
让官民互动更通畅。

这次， 祁阳县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企业代表、个体工商户、
网民代表对职能部门重点股室进
行测评 ，其初衷值得鼓励 ，也确实
可以起到鲶鱼的作用。 但一刀切的
考核模式，也可能造成因污染企业
打击报复，正直环保官员被“落马”

的现象出现。 毕竟，在评委数量有
限的情况下，少数几票就可能拉低
一个单位的得票数。

考核失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
因，部分地区的考核总是 “跟着时
髦走”。 比如，流行一票否决，就一
拥而上 ，将多项工作全装进 “一票
否决”的筐里。 而流行增加民意的
分量，又让考核结果成了民意的一
言堂 。 可干部考核是一项系统工
程，把一项工作拔高到不切实际的
位置， 必然会造成结果出现误差。
以祁阳县为例， 对环保局的考核，
应该是综合性的 “套餐”———企业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环境改善力
度，都应该囊括其中。 简单突出群
众满意度一个方面，结果怎能契合
实际？

其实，祁阳县干部考核中出现
的争议也是一个警示，有关部门制
定考核办法时，要多一些契合实际
的举措，少一点“跟着时髦走”的灵
感一闪。 唯有如此，才能干部考核
考出实效。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干部考核
不能总“跟着时髦走”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余蓉）今天上午，副省长李友
志一行来到省儿童医院、省
妇幼保健院， 慰问妇女儿童
和医务工作者。

李友志一行走访了门
诊、 危重症儿科、 妇科等部
门， 对全体医护人员表示衷
心感谢和节日问候， 并要求
医院全力应对春节期间就诊
高峰， 尤其要注意保证医疗
安全， 同时也要合理安排医
护人员休息调整， 确保大家
能过一个快乐祥和的春节。

随后，李友志来到位于
长沙市芙蓉中路的湖南日
报传媒中心建设工地，亲切
看望慰问参与建设的中建
五局建筑工人。

湖南日报传媒中心建
设项目，被列为省“十二五”
重点工程项目和标志性文
化产业工程项目。 该项目总
投资16亿元，建筑面积21万
平方米， 主体建筑高度248
米。 该工程由中国建筑第五
工程局有限公司总承包 ，
2016年竣工。

全力应对
春节期间就诊高峰
李友志走访两所医院和湖南日报

传媒中心工地

2月11日上午， 副省长李友志 （右二） 来到位于长沙市芙蓉中路的湖南日报传媒中心建设工
地， 亲切看望慰问参与建设的中建五局建筑工人。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