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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党和政府的奋斗目标就是实现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近年来，怀化坚持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创新社会治理，实现了“法治
指数”的提升：怀化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民意
调查全省排名由2014年上半年的第13位上
升到2016年和今年上半年的第1位，13个县
市区全省民调排名全部进入第一方阵。2016
年， 怀化市被评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
作先进市，“互联网+监督”、“三级一体”警务
改革获得省委省政府首届管理创新奖。近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怀化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彭国甫讲述了法治带来的新变化、
新成就。他表示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得益
于近年来怀化市重点推进的“四项改革”。

彭国甫介绍，2014年怀化在全国率先向
乡镇简政放权，把分散在县直部门、与老百姓
息息相关的计生服务、国土建设、财政惠农扶
贫等9大类91项行政服务审批事项， 全部下
放到乡镇并归口到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办理，
在乡镇建立便民服务中心285个， 在村一级
设立代办点3865个。2016年， 怀化乡镇简政

放权经验在全省推广。推进向乡镇放权，家门
口就可以办事，大大提升了百姓满意度。

推进警务改革，让老百姓更有安全感。彭
国甫谈起这项改革时说，怀化的警力有四千，
而一年刑事案件作案人数有四万， 以四千对
四万，体现出民警数量上的劣势。2015年，怀
化在全国率先实施市、县（市、区）局、派出所
“三级一体”警务改革，建设全领域合成作战
体系，警务工作效能明显提升。今年，怀化着
力从机制改革向体制改革深化， 进一步提高
了公安机关治安管控能力和水平。 今年上半
年， 全市公安机关现行案件破案数同比上升
57.08%，破案率同比上升23.86%，发案数同
比下降8.75%。

推进“互联网+监督”，让监督插上科技
的翅膀。 怀化是武陵山片区脱贫攻坚主战场
之一，扶贫资金和项目监管任务繁重，加之人
工监督的局限性，基层干部“雁过拔毛”式腐
败问题时有发生。彭国甫表示，为此，怀化在
麻阳试点探索“互联网+监督”，到2016年底
麻阳发现了1.3万多条民生问题线索， 经查
实，挽回易地扶贫搬迁、养老保险、农村危房
改造等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取消2417人领

取城乡低保金资格，清退不符合条件的贫困人
口2741人。市县两级“互联网+监督”平台并网
运行以来，发现问题线索10.44万条，查处“雁过
拔毛” 式腐败问题521起，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351人，切实有效抵制了精准扶贫中的腐败。

群众“信访不信法”是困扰基层的老大难。
2016年，制定实施了《怀化市信访治理一体化
改革工作方案》 等系列文件， 建设视频接访系
统，变过去“人来人往”的信访为现在“网上问题
快速回复，网下及时妥善处理”的有序信访。同
时，全面推进诉访分离、积案化解、源头防控、依
法治访和群管群治，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
干部“驻访”和基层“代访”，在群众家门口解决
信访问题。2016年，全市受理网上信访4176件、
占信访总量的42.3%， 进京非访下降了73.6%。
今年上半年， 全市信访件总量同比下降9.5%，
网上信访同比上升97%，做到“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乡”。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曾红春）重阳节即将来临。今晚，“情暖
潇湘 欢歌孝语” 公益演出在省文化馆举行。

老同志肖雅瑜等观看了演出。
本次演出由省文化馆主办，以“家、爱、

孝”为主题。热情洋溢的《敬老歌》拉开了晚会

的序幕，付辽源、李思等我省歌唱家和青年歌
手为观众带来了《共圆中国梦》《时间都去哪儿
了》等12首歌曲。精彩的曲艺表演把演出推向
高潮。演出现场，一批企业为老红军、抗战老兵、
退休劳模、空巢老人、孤寡老人等老年人代表
送上了物资和慰问金。

市州委书记谈法治
———省委法治办、省司法厅主办

在改革中实现“法治指数”提升
———访怀化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国甫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记者 陈淦璋）
在贫困村迅速铺开的金融扶贫服务站，已
经进入最后的收官阶段。记者今天从人民
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获悉，至9月底，全省已
设立金融扶贫服务站6789家，完成任务的
98.1%（贫困村并村后总数为6924个），为
64.9万贫困农户建立了金融服务档案，通
过服务站发放贷款156.1亿元。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作为金融扶
贫牵头单位，2015年底联合省扶贫办、部
分银行机构制定《湖南省金融精准扶贫规
划 (2016-2020年 )》。按照规划，全省开展

金融扶贫服务站建设， 站点延伸到各个贫
困村，确保金融扶贫精准“滴灌”。每个金融
扶贫服务站由1家银行作为主联系行对
接，帮助贫困户解决资金难题，为脱贫产业
壮大注入“源头活水”。

今年4月，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又
联合省扶贫办、 省商务厅稳步推进金融扶
贫服务站、助农取款服务点、农村电商服务
站等“三站”融合共建，打通农户信息链、资
金链、产业链，支持贫困人口发展产业稳定
脱贫。 目前全省“三站” 融合的站点数达
612个。

我省设立6789家金融扶贫服务站
为64.9万贫困农户建立了金融服务档案，发放贷款156.1亿元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 通讯员 周骆鹏）今天，由省文明办、
郴州市文明委主办的2017年“我们的节日·重
阳·百善孝为先”主题活动，在桂阳县演艺中
心举行。省文明办、各市州文明办负责人及老
同志代表、桂阳县“十大孝星”等参加。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为保
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1996年， 我国颁布
实施《中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把农
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定为老人节。省
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任刘进
能介绍，在一年一度的老人节来临之
际，举办这次主题活动，旨在弘扬传

统美德，进一步营造敬老、孝老、爱老的浓
厚氛围。

据介绍，近年来，郴州市积极推进社会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让老年人“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目前，全市共建设
“城乡养老服务示范点”150个、 农村幸福
院527所， 先后涌现全国敬老文明号4个、
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8人。

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
“我们的节日·重阳·百善孝为先”主题活动在桂阳举行

“情暖潇湘 欢歌孝语”公益演出举行

载歌载舞
迎重阳
10月26日，宜章县委老

干部局和县老年大学共同举
办文艺汇演，喜迎重阳节。学
员们表演的17个精彩节目，
展示了老年人丰富的精神文
化生活。

李茁 廖任朝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陈尽美）记者今天从省人社厅了解
到，我省已于近日出台《关于做好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间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全
面部署近期就业创业工作，其中对多种吸纳
就业的产业发展给予了具体的支持举措。

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 围绕建
设制造强省，加快重点产业发展，在轨道交
通、工程机械、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材料
等优势工业领域，着力打造一批知名度大、
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标志性产业集群和基
地。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全域旅游、健康养
老等现代服务业，支持湖南特色文化产业，
着力打造文化湘军、锦绣潇湘、红色旅游等
品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把握产业转移趋势，引导具有成本优势
的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和具有市场需求
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发达

地区向我省转移， 挖掘第二产业就业潜力。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拓展农民就业空间。

以新一代信息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为
支撑，推动平台经济、众包经济、分享经济等
创新发展。符合条件的新兴业态企业和从业
人员均可享受鼓励创新创业发展的优惠政
策。鼓励各级政府部门根据实际积极购买新
兴业态企业的产品和服务。

完善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的用工和
社保等制度。支持劳动者通过新兴业态实
现多元化就业，从业者与新兴业态企业签
订劳动合同的，企业要依法为其参加职工
社会保险，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规定享受
企业吸纳就业、创业等相关扶持政策。

加快建设“网上社保”，为新就业形态从
业者参保及转移接续提供便利。建立全省住
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为跨地区就业
的缴存职工提供异地转移接续服务。

我省全方位支持吸纳就业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