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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6日讯（记者 刘
银艳 通讯员 谢忠东） 允许因灾停
产、 半停产企业在一定期限内缓缴
社会保险费， 将因灾受伤参保人员
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
付范围……今天， 记者从省人社厅
了解到，我省已出台多项措施，加强
受灾地区就业与社会保障工作。

近日，省人社厅下发通知，要求
各级人社部门迅速采取有力措施，
认真做好受灾地区就业和社会保障
等工作。

通知要求，当前，抗洪抢险和灾

后恢复重建任务非常艰巨， 各级人
社部门要严格落实企业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降
低缴费费率政策， 努力为企业减轻
人工成本负担。允许因灾停产、半停
产企业在一定期限内缓缴社会保险
费，缓缴期限不超过6个月。对符合
政策规定享受稳岗补贴的受灾劳动
密集型企业，开通绿色通道，优先发
放稳岗补贴。 对因灾严重影响生产
的小微企业， 符合条件的优先给予
创业担保贷款扶持。

各地要加强受灾地区公共就业

服务，广泛收集适合农村劳动力就业
岗位信息，通过各类新闻媒体及时将
岗位信息传递到受灾地区。积极组织
工业园区、用人企业到受灾地区开展
专场招聘会，吸纳受灾人员就业。

要将因灾受伤参保人员医疗费
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
围； 对需要跨地区救治的受灾地区
参保人员， 医保经办机构要协助做
好相关服务管理工作。

此外，对防汛抗灾工作人员和受
灾参保人员设立工伤认定和劳动能
力鉴定绿色通道，及时受理、从快办

理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及时保
障防汛抗灾人员的工伤保险待遇。要
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争议仲裁工
作，优先处理受灾企业和受灾职工劳
动纠纷案件或维权案件。对家庭受灾
严重、急需返乡的员工，用人单位要
按规定安排带薪假期并保证其休假
后返回就业岗位。 对受灾严重的地
区，在安排就业补助资金时给予适当
倾斜。对社保基金支付压力大的受灾
地区，加大省级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和工伤保险调剂支持力度，确保各项
社保待遇按时足额发放。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通讯员 米
承实 宋朝良 陈尊浩 记者 刘勇）前
期遭遇特大暴雨洪水灾害的辰溪县，
基础设施抢修和农业生产恢复同步，
救灾进度可喜。目前，该县已抢播水
稻、玉米等粮食作物7万余亩，抢种蔬
菜6500亩， 预计到7月底全县可抢播
粮食作物12万亩、蔬菜3.2万亩。

6月29日至7月2日的特大洪灾，
使辰溪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受损严重，
农作物大面积受灾。雨过天晴，辰溪
县委、县政府和广大受灾群众迅速行
动，从恢复城乡卫生入手，将县城划
分为13个片区，由县级领导带领县直
机关等2500多名党员干部，清扫县城
卫生，清除垃圾3万余吨。卫生部门立
即跟进消毒，第一时间恢复县城干净
整洁。

县供电公司、国网辰溪电力公司
组织1000余人的抢修队伍，免费为群

众更换电表19244块，用1周时间帮助
11万多户断电家庭全部恢复供电。7月
2日16时，洪水还未退出警戒线，县水
务公司即组织人员抢修，19时恢复部
分供水，21时全城恢复供水。县公路部
门出动机械设备855台次，紧急抢通公
路73条。

同时， 辰溪县狠抓农业生产恢复
补损。启动灾后政策性农业保险查勘，
预估赔款金额达1282万元。 紧急调运
和储备稻种8.62万公斤、 玉米种5.1万
公斤、 各类蔬菜种0.4万公斤、 农药
1000件、稻田鱼苗7.8万公斤，对种植
养殖大户给予奖补。

县农业部门组建6支技术服务队，
深入田间地头提供技术指导。 在锦滨
镇石碧村等6个受灾严重的村建立了
水稻和蔬菜灾后重建示范点， 在11个
重点受灾乡镇37个村开展田间技术指
导，受益农民达10万余人次。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通讯员 李杏

连日来，长沙天气晴好，洪水渐
渐退去，望城区人民拉开了生产自救
的序幕。7月16日，记者走访了望城几
个灾后重建现场，感受到人们重建家
园的信心和激情。

记者首先来到铜官街道的洪家
洲，这是一个江心洲，洪水来临之前，
洲上的800余名居民已提前安全转
移。如今，通过8台排渍水泵的昼夜运
转，洲上积水已基本排干，只留下墙
上高达2米的洪水污渍， 暗示着这里
曾经的经历。

一条泥泞的村道上，5、6个人头
戴草帽、脚蹬雨靴，协力提着一根高
压水管冲洗路面，路沿石、花坛、庭院
铁门……他们缓慢前行，不放过任何
一个角落。“我们是来自郭亮村的志
愿者。”一个大汉介绍，洪家洲重建任
务最重，周边的村、社区都组织志愿
者轮流过来帮忙，“清洗前淤泥有20
厘米厚呢 ， 今天我们已经清洗了
2000多米长路面。”

洲上飘散着浓郁的漂白粉味道，
来自区疾控中心和街道卫生院的工
作人员，沿着已清洗干净的路面喷洒
消毒药水进行防疫，他们先喷公共区
域、再喷居民家中，并在已消毒的房
屋外墙贴上标识。

望城区住建局和民政局的工作
人员逐户勘灾，在统计表上认真记录
居民的房屋和财产受损情况；望城供
电公司的“电雷锋”们抓紧检修电路、
更换电表。“今天更换了3根被损毁的
高压线电杆，预计明天能拉通高压线
路，并进行试送电。”一位“电雷锋”
说。

再来到此次受损严重的乌山街

道南中垸龙王岭村，看到这里进入了
翻耕田地、 播种晚稻的关键时期，数
十名机手正驾驶着旋耕机在田间来
回穿梭，忙着将1米高的稻梗打碎，翻
耕稻田，为接下来的引水、播种做准
备。据了解，他们于清晨5点多到达，8
点就已下地，旋耕机效率高，一天可
翻耕50亩土地， 为晚稻种植赢得时
间。

“此次洪灾导致龙王岭村2500多
亩稻田被淹。” 正在现场检查工作的
望城区农业机械管理局局长李志刚
告诉记者，为了帮助村民尽快播种晚
稻、减少损失，区农机局组织全区农
机合作社及种粮大户， 调运100多台
农机支援乌山。“预计20日之前能结
束翻耕工作，25日之前能种上晚稻种
子。”

而在退水较早的维梓村，居民已
基本完成清洁消毒并搬回家中居住，
村上“入户组”的党员干部挨家挨户
上门拜访， 主动与群众交流谈心，一
边宣传灾后重建政策、 卫生防疫知
识，一边安抚群众情绪、听取群众对
重建工作的建议。

“矿泉水、牙刷牙膏、抗病毒药品
等物资都送到我们手上，一日三餐也
安排熨帖，政府让我们觉得很温暖！”
住在安置点的居民袁敬莲感慨，“相
信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我们很快就
能重建起美好家园！”

据了解，截至7月15日，望城全区
已累计消毒6095户家庭、1100口水
井，完成房屋勘灾1573户，发放救灾
水稻种子39.66万斤，恢复播种2.64万
亩， 筹集社会爱心救助资金近4000
万元。目前，各地灾后重建工作均在
有序进行，许多转移群众已陆续搬回
家中，逐渐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周幻 黄慧萍

7月14日，双牌县阳明山管理
局委派几名畜牧专家， 来到当地
贫困户刘光武家，对他散养的100
多只鸡鸭免费进行防疫。 刘光武
说：“这次虽然受了灾， 但有大家
的帮助，我相信今年仍能脱贫！”

7月3日傍晚， 双牌县阳明山
管理局纪委书记周厚芳冒着大
雨，来到贫困户刘光武家巡查。旁
边的村民告诉周厚芳，头天，刘光
武饲养的100多只小鸡被洪水冲
走，脱贫的希望“泡了汤”。伤心不
已的刘光武躲进山里不吃不喝，
也不肯下山。

周厚芳闻讯， 立即带上一名
民警和几名村干部， 不顾仍有可
能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的危险，
一步步爬上山去寻找。不一会，大
家都成了“泥人”。经过1个多小时
努力，终于找到了刘光武。可不管
大家怎么劝说， 刘光武就是不肯
下山。周厚芳在交谈中，得知刘光
武还有养鸡鸭的想法，当即表态：
“鸡、鸭苗和技术服务问题，包在
我身上！”听了这话，刘光武才将
信将疑下了山。

第二天一大早， 周厚芳与双
牌县扶贫办等单位取得联系，得
到了由他们无偿提供鸡、 鸭苗和
技术的答复。7月5日，周厚芳邀请
畜牧专家一道，来到刘光武家，帮
他建起了鸡、鸭舍。不久，周厚芳
等把鸡、鸭苗送到刘光武家，指导
他把鸡、鸭放到林下散养，还给他
带来了保底收购的订单。 并按时
请专家上门，提供免费防疫、技术
指导等。这时，刘光武才开心地笑
了。

记者采访双牌县相关部门得
知，目前，该县按照“一户一策”，
为这次洪灾中的受灾群众， 全部
落实了改种改制等灾后补损措
施，确保今年实现增收。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杨捷灵 汤惠芳

“周支书，什么时候把机子开
到我家去？”

“莫急，等耕完杨付贤家的，
就立马到你家去。”

7月14日，骄阳似火，在中方
县铜湾镇麻溪江村， 村支书周南
金刚放下电话，又走进田里，帮村
民杨付贤种晚稻， 胸前的党徽在
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此次洪灾， 麻溪江村农作物
受灾严重。为帮助村民减少损失，
周南金向县里申请了一批晚稻
种。种子运来当天，周南金当即组
织党员干部上门送稻种。

“晚稻必须赶在大暑前播种完，
我们现在分分钟都是在和时间赛
跑。” 周南金用沾满泥的手指比划
着。为抢抓时间，他多方打听，从邻
村租来耕田机，由村里统一调度，挨
家挨户上门帮助耕田。

4组的杨付贤在洪灾中有5亩
农田被淹，此次分到了10公斤晚稻
种。“周支书不仅喊来了机子， 自己
还下田帮我们。”望着不远处周南金
被汗水湿透的背，杨付贤说，周南金
自家绝收的田还没来得及处理。

“作为党员，我们就应该出现在
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在周南金的计
划里，还要动员党员去3组给周汝江
老两口帮忙种稻， 他自家的田似乎
没有想起。

“党徽照我去战斗！”周南金说，
作为老党员， 还当过多年村党支部
书记，他时时佩戴党徽，一来让村民
监督自己， 二来让村民有困难时找
自己。“别看这小小党徽， 戴在胸前
沉甸甸的，做什么事都有劲，都马虎
不得。”周南金说。

“在这次抗洪中，我看到闪闪的
党徽好亮好亮。”年过七旬的村民周
汝江感叹道。

6月29日下午，暴雨如注，河水
猛涨。 周南金立即组织村里党员干
部劝群众转移。 周汝江老人自小生
活在河边，她认为水不会进家门，不
肯撤离， 还说：“我死了不要你们负
责。”

“你不要我们负责，党组织要我
们负责。”周南金边说边和几个党员
干部，强行将老人带走转移。半小时
后，洪水淹没了老人的房屋。

那一晚， 周南金和村里党员干
部一宿未睡，转移了114人。

因灾停产、半停产企业可缓缴社保
缓缴期限不超过6个月

山间又闻
欢笑声

“党徽照我去战斗”
———记中方县麻溪江村支书周南金

7月15日，演员们在表演舞蹈。当天，通道侗族自治县举行送文艺下乡活动，为受灾群众送去了丰富的文化大
餐，树立灾后重建信心。 尹序平 摄

�送戏下乡惠民情 灾后重建树雄心

基础设施抢修和农业生产恢复同步

辰溪抢播粮食作物
7万余亩

洪水退去，
望城区生产自救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