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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日讯 （记者 陈
勇 通讯员 谢旺）“我一家5口人除了
每年从村合作社得到3000元分红
外，还自己种蔬菜大棚，一年能得到2
万元左右的收入， 像这样发展下去，
我家肯定可以脱贫了。”10月31日，
面对记者采访，衡南县洪山镇新境村
贫困户肖雪平充满信心地说。

在精准脱贫工作中， 衡南县民政
局组织帮扶干部到扶贫点开展结对帮

扶“六个一”活动，即“拉好一次家常、
宣讲一次政策、填好一本手册、完善一
项对策、实现一个小心愿、参加一次劳
动”。去年初，帮扶干部谭秋和在与结
对贫困户肖雪平拉家常中了解到，贫
困户缺资金又怕担风险。 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 县民政局驻新境村脱贫攻坚
工作队与村委会合计， 促成该村成立
了种植养殖业合作社，形成“公司+合
作社+农户” 经营模式，38户贫困户

138人被吸纳进来。 村干部帮助每人
申请县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10000
元，这些资金参股到合作社，合作社每
年按每万元分红600元的办法给股东
分红。贷款到期，本金由合作社偿还。

“六个一”活动使帮扶干部与贫困
户面对面交流，心对心沟通，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脱贫攻坚措施得到较
好落实。肖雪平听了谭秋和劝说加入合
作社，虚心向农业专家学习种植养殖技

术，经过一年多实践，如今他成了合作
社的种植能手之一，日子开始过得有滋
有味。目前，该村完成13户贫困户的危
房改造、6户实现异地搬迁，村合作社预
计明年新增标准蔬菜大棚100个，蔬菜
水果种植面积新增200亩。该村中古组
贫困户许克喜通过“六个一”活动，在镇
上工厂找到一份工作， 每月收入可观，
最近他主动找到他的帮扶责任干部要
求年底从贫困户名册中出列。

湖南日报 11月 2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吴选群 肖余芳 ）近
日， 记者来到涟源市安平镇上梅村
采访灾后恢复重建， 村民吴黄金站
在即将竣工的新房前， 一脸幸福地
对记者说：“今年遭了重灾， 搭帮刘
会兰，送来了临时生活救助金，还帮
我们申请到灾后重建资金， 很快就
有新房住啦！”

刘会兰，是上梅村党支部书记、

村级民生专干。7月初， 涟源市遭遇
特大暴雨洪水袭击， 上梅村包括吴
黄金在内的部分村民房屋倒损严
重。刘会兰积极组织抗洪救灾，转移
安置灾民，第一时间上报灾情，为该
村4户受灾群众申请到灾后重建项
目。

据悉， 涟源市结合今年村（居）
“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明确规定每个
行政村（社区）配备一名民生专干，协

助乡镇民政所做好民政政策的宣传
解释工作，社会救助、救灾救济、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双拥优抚等民政工作
的帮办代办，以及及时访视并报告民
政服务对象情况等。民生专干原则上
从现有村级组织定补干部中确定，在
乡（镇、办）民政所指导下开展工作，
定期进行业务培训和督查考核，每月
落实一定的工作报酬。

目前，涟源市504个村级组织均

配备了民生专干，他们熟悉村民家庭
基本情况，能够及时发现了解困难群
众需求， 有效落实各项民政政策。涟
源市民政局局长肖赞东说：“配备民
生专干，使民政工作人少事多的矛盾
得到有效解决， 消除了民政工作的
‘盲点’和‘死角’，社会保障兜底脱贫
对象、特困供养人员以及城乡低保对
象核查准确率显著提高，提升了社会
满意度。”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 （记者 于
振宇）记者今天从宁乡县人民检察院
了解到，日前，宁乡县财政局和畜牧
局分别向宁乡县人民检察院出具书
面复函： 该院检察建议要求追缴的
85.096万元国家病害猪无害化处理
补贴资金，已由责任单位湖南现代资
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规定时间内
上缴国库，全额到账。该案系《行政诉
讼法》修改确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
益诉讼职能后，长沙市检察机关办结
的首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自2017年7月检察机关提起公
益诉讼工作全面推进以来， 长沙市
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对近三年来已
判决的涉及国家专项补贴、 环境保
护等几个重点领域的刑事案件追
缴、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宁
乡县财政局和宁乡县畜牧局怠于履
职导致被骗取的部分病害猪无害化
处理专项财政补贴资金一直未被追

缴， 遂将该线索交办给宁乡县检察
院。 宁乡县检察院迅速启动行政公
益诉讼程序，于7月10日立案调查，
9月26日向财政局和畜牧局发出诉
前检察建议， 督促两局迅速追缴被
湖南现代资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骗
取的专项补贴85.096万元。 县财政
局、 畜牧局有关人员多次督促资源
公司迅速退缴补贴资金。2017年10
月20日，湖南现代资源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将款项上缴国库，全额到账。

据了解，案件办理中，该检察院
积极向县委和县人大报告检察机关
提起公益诉讼工作争取支持，与县政
府和法院联系协商解决。此外，该检
察院对内完善与侦监、公诉和自侦部
门的案件线索双向移送、处理结果双
向反馈机制， 对外建立与信访部门、
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定期协商机制，实
现了保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基层行政
公益诉讼工作顺利开展的双赢局面。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 省纪委三湘
风纪网今天发出消息， 省纪委正
厅级干部李政科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李政科，男，汉族，1958年1月
出生，湖南祁东县人，大学本科文
化。198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5年1月参加工作， 历任湖南
省农村工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
主任，湖南省纪委常委、省监察厅
副厅长等职务 ，2011年 11月至
2016年11月任湖南省纪委副书
记。2016年11月， 任湖南省纪委
正厅级干部。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六个一”结对帮扶出实效

村级民生专干实现全覆盖

省纪委正厅级干部
李政科接受组织审查

长沙市首例行政公益诉讼案尘埃落定

11月1日，洪江市启动“贯彻十
九大·脱贫奔小康” 文艺三下乡活
动，通过歌舞、小品、曲艺等节目宣
传十九大，让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
人心。 杨锡建 向华 摄影报道

文艺三下乡
宣传十九大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记者 奉
永成 通讯员 侯迎 王建）2天时间
就拿到了3万元贷款资金，投入到旅
游扶贫产业项目， 当年就能获得
1800元的收入。今天，长沙市望城
区桥驿镇建档立卡贫困户佘小倩高
兴地告诉记者， 农行湖南分行推出
的“快农贷”，让她搭上了“金融快
车”，有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快农贷’的主要特点是快。”
农行湖南分行营业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快农贷”于10月底正式推出，

其用途和性质跟一般的小额扶贫贷
款相同，但审查、审批等环节由系统
自动完成， 使贷款发放速度大幅提
高。同时，对农村特色产业项目、引
入政府增信的项目， 在客户经理前
期充分调查的基础上， 可将农户贷
款信息批量导入系统， 实行批量审
查审批，提升效率。

目前， 农行湖南分行已组建了
专业团队下乡收集贫困户贷款资
料，首批96户贫困户的贷款资料已
收集，并将尽快审批，发放贷款。

农行湖南分行推出“快农贷”
贫困农户搭上“金融快车”

衡南县

涟源市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记者 奉
永成 通讯员 罗舜爱 倪思超） 以
前，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要填多张
表格；现在，登录电子税务局，4步就
可轻松搞定。11月1日起，省国税局
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增值税纳税申报
“一表集成”辅助系统，使用该系统
一般纳税人无需再填表格， 复杂业
务填写数据由原来的225项减少到
91项，极大地方便了纳税人。

一表集成辅助系统可实现发票
数据自动下载、自动归集、申报表格
自动填写，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录

电子税务局只需对发票数据、 申报
数据进行审核补录， 依次点击完成
归集结果确认、人工审核补录、网上
申报、网上缴税就可完成纳税申报。

“纳税人申报时间将大幅缩短，
申报质量会明显提高。”省国税局副
局长王建平表示， 推广运行一表集
成辅助系统是我省国税系统深入推
进“放管服”改革，促使办税提速的
一项重大举措， 以往少数涉及复杂
业务的纳税申报， 需要几天时间才
能完成，现在登录电子税务局，最多
半个小时就能完成纳税申报。

一表集成“上岗”，
多张表格“下岗”
一般纳税人无需再填表格， 少数复杂业务
填写数据项由原来的225项减少到91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