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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通讯员 周璐 颜洪
波 记者 陈鸿飞）“多亏党代表阳新丽帮我联系
市残联， 给我右脚安装了假肢， 我现在能走路
啦。”近日，家住衡阳市华新开发区华兴街道青
峰社区残疾女青年全文告诉记者， 她因车祸造
成右脚残疾，而家里经济拮据，没有钱给她安装
假肢。在衡阳市开展的省市党代表进社区“三联
一帮”活动中，她成为市党代表阳新丽的帮扶对
象，阳新丽热心联系市残联，帮她安装了假肢。

衡阳市委常委、 市委组织部部长陈竞介
绍，今年5月，该市为加强党代表与党员群众
的血肉联系，组织省市党代表开展进社区“三
联一帮”活动，由市级领导党代表联系县处级

领导干部党代表， 县处级领导干部党代表联
系普通党代表， 普通党代表联系社区党员群
众，帮助党员群众解决具体问题和困难。

衡阳是老工业城市，下岗工人多，“4050”
下岗人员再就业困难， 一些社区党员群众因
病因残返贫，部分老城区居民居住条件简陋。
为积极帮助党员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衡阳市
委将502名省市党代表分成93个小组，分赴各
区（县、市）的93个社区，开展帮扶活动。并将
每月第二周定为全市党代表接待周， 轮流安
排党代表到社区党代表工作室接待党员群
众，参加社区党员志愿服务，给社区党员讲党
课，组织社区开展“民情议事会”等活动，及时

了解社情民意，协调解决社区热点难点问题。
同时，衡阳市委要求每名省市党代表至少

联系帮扶城镇社区一户以上困难户，与其结对
帮扶，建立长期固定联系，帮助解决脱贫等具
体问题。“三联一帮”活动开展半年多来，省市
党代表共走访社区1120人次， 接待党员群众
7800人次，帮助解决生产生活、就业培训、助残
解困等方面实际困难和问题830余个。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李贵）“公司订单排到了明年春季，为确
保按质按量交货， 我们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
用，开足马力加快生产。”12月8日，设在郴州
市苏仙区的郴州沃特玛电池公司负责人介
绍，该公司正加紧生产发往南京金龙、上海申
龙等企业的电池， 一批青年党员是企业生产
带头人。今年4月投产以来，公司已实现产值
14亿元，上缴税收7300多万元。

今年来， 苏仙区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纳
入全区党建工作总体布局，按照“地域相邻、
行业相近、数量适度、便于管理”原则，以乡镇

（街道）、园区为主，采取集中组建、联合组建
等不同方式，在非公企业中组建党组织，让党
建与企业发展互促共进。

同时， 苏仙区建立完善非公企业党建常
态化经费保障机制， 举办非公企业党建业务
培训班，派驻党建指导员，安排全区60多个区
直机关单位与非公企业开展互联共建活动，
打造非公企业党建示范点20多个。 并在非公
企业党组织中，广泛开展“亮身份、树形象、作
表率”“四比四看”（比思想、看党性，比工作、
看担当，比学习、看素质，比作风、看行动）等
主题活动，在生产经营一线建立党员先锋岗，

并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干部服务圈”等，
在非公企业中涌现出大批党员标兵、 党员模
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
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的基础。”苏仙区委组织部负责人表示，该区
将积极顺应发展新形势， 不断加强非公企业
党组织的“有效覆盖”。目前，全区394个非公
企业已单独或联合建立党组织114个，实现了
党建工作全覆盖，为企业发展增添了“红色动
力”。 该区非公企业今年预计可完成增加值
234亿元，比上年增长近10%。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记者 熊远帆）
今天，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长
沙城管、交警即日起在省会城区20条主次
干道开展机动车、 非机动车违法停放联合
整治行动，为期3个月。

“此次行动将全面清理违规停车泊位、
违规地锁，集中整治机动车、非机动车违法
停放行为， 确保主城区重要干道交通通
畅。” 长沙市城管局副局长胡智慧介绍，此
次整治的重点范围覆盖湘江大道以东、福
元路以南、万家丽路以西、香樟路以北，以
及东方红路以东、岳麓大道以南、潇湘大道
以西、猴子石大桥以北的合围区域，先期将
集中于五一大道、芙蓉路、金星路、岳麓大
道等20条城区主次干道。

整治过程中，不按规定在城区主次干道
的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违法停放的机动
车，一律由交警部门予以处罚；在上述道路
之外的道路，及所有人行道上违停行为则由
城管部门予以处罚。根据违法程度和具体情
况，城管执法人员将对违停车辆进行锁定车
轮或拖车处理，现场张贴留置执法陈述通知
书，告知当事人或当事企业违法行为及接受
处罚相关事宜。如若查实无牌、假牌、套牌机
动车，一并移交交警部门依法处理。

据了解， 此次行动也将针对在合围区
域共享单车“任性停”现象进行集中整治，
违法停放车将交由城管执法部门依法实施
扣留或证据登记保全， 通知当事企业完善
处置程序并进行处罚。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记者 周俊 通
讯员 曾维平 丁杏芬）12月11日， 冷水江
市司法局组织法律服务队开展涉军法律
援助集中活动，为军人军属提供“一对一”
法律援助，解答法律疑问。

近年来，娄底市把军人军属的法律援助
作为司法服务重点，开辟法律援助“绿色通
道”，实行涉军法律援助事项优先受理、优先
审批、优先指派；成立军人军属法律援助站，
在法律援助机构设立军人军属优先受理窗
口， 将涉军法律援助咨询站覆盖至所有乡
镇、街道；完善军人军属法律援助案件办理

流程，规范接待制度、受理办案制度，降低服
务门槛，做到涉军法律事项全程跟踪服务。

娄底实行军人军属法律服务优先制
度，设置“军人军属优先”标示牌，组建“军
人军属法律援助专业服务人才库” 律师志
愿团，进行“一对一”法律援助。同时，通过
网络平台、法律热线、全程跟踪、集中活动
等方式，为军人军属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
法律服务。

截至11月底，娄底共提供军人军属法
律服务120余人次， 有效维护了军人军属
的合法权益。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
讯员 周玉意）“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有了这
个红本本，我们种田就有保障，幸福生活就有
奔头！”近日，邵阳市在武冈市邓家铺镇杨龙
村举行首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发仪
式，领到证的农民代表姚家许兴奋地说。

据悉， 邵阳市自2015年启动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确权工作以来，按照“确实权、颁铁

证”的要求，统筹谋划，压实县乡主体责任，积
极稳妥开展全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工作。目前，全市13个县、市、区（含经开区）
共完成实测确权面积554.2万亩， 占应确权面
积的93.5%，涉及农户173.2万户，超额完成省
里规定任务。明年，将全部完成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确权发证。

首颁仪式上， 杨龙村378户农户拿到了自

己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党的十九大报告
明确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土地
确权颁证就是落实十九大精神的重大举措，让
广大农户吃上一颗‘定心丸’。”邵阳市副市长肖
拥军表示，该市将利用土地确权成果，建设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应用平台，做好土地流转、
抵押担保、农地整治等多项改革，做活农村承包
土地“三权分置”这篇大文章。

衡阳：“三联一帮”进社区
省市党代表已帮助党员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830余个

苏仙区：党建提供“红色动力”
今年全区非公企业增加值预计可增长10%

省会20条主次干道整治违法停放
共享单车“任性停”将受罚

娄底法律服务让军人“后顾无忧”

邵阳颁发首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
员 龙明才）“国有和非公企业党组织结对共
建，既构建了企业党建交流促进的双向机制，
又搭建了企业技术交流的良好舞台，很受我
们的欢迎。”日前，株洲市26家国有和非公企
业党组织负责人签订结对共建协议，据介绍，
这是全省“两新”党建工作的创新之举，也是
实现“两新”企业发展的双赢之举。

近年来， 株洲市委注重发挥国有企业
党组织的优势，按照地域相邻、行业相近、
产业相关、发展互动的原则，统筹安排大中
型国有企业党组织联系一个或若干个非

公企业党组织， 指导加强非公企业组织建
设、思想建设、队伍建设、阵地建设、制度建
设和项目建设， 不断探索国有企业党组织
与非公企业党组织结对共建新路子。

株洲市本次共有10家国有企业与16
家非公企业党组织签订结对共建协议，旨
在广泛整合体制内外资源， 深化服务型党
组织建设，通过开展活动，进一步改进组织
生活、丰富活动内容、增强活动实效，不断
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 凝聚力和战斗
力，努力形成互带互动、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共同发展的株洲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

株洲26家国有和非公企业党组织结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