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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对于民政工作来说，就像细细的

春雨，时刻滋润着那些存在困难而需要关怀的人们。

在湘潭经开区，民政工作者以大爱之心温暖着需要关怀的群众，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共

同携手走向阳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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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湘潭市的报道之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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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重建
住进新居乐陶陶

对于湘潭经开区响水乡映山村的戴新
辉来说，在过年之前就搬进了新居，这是他
今年最高兴的一件事情了。

12 月 18 日上午，阳光明媚。 戴新辉坐
在新居门口悠闲地抽着烟晒太阳，腾起的烟
雾在阳光照耀下，一圈圈慢慢散去。

今年 6 月底，湘潭遭遇了特大洪灾，戴
新辉家的土砖房也遭了殃。 在大雨接连袭
击下终于不堪重负成了危房， 戴新辉一家
在乡政府及村里的帮助下， 在组长家住了
下来。 为了切实解决灾后重建问题，湘潭经
开区民政和农村工作局牵头积极争取上级
救灾救济资金 110 万元， 用于特大暴雨洪
灾的受灾群众安置、灾后房屋重建和修缮，
以及保障受灾困难群众冬春基本生活。 经
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湘潭经开区全区 32
户因灾受损的民房修缮已竣工， 有望在春
节前全部入住。戴新辉家的房屋在 10 月中
旬就已经建好， 如今戴新辉夫妇已经乔迁
新居。

今年以来， 为加快湘潭经开区民政事
业健康、持续发展，湘潭经开区民政和农村
工作局把灾后重建、困难救助、养老服务、
助学贷款等作为有效遏制困难对象因灾因
病致贫的重要举措，早计划、早安排、早行
动， 全年共争取上级各类民政专项资金
1550.45 万元， 较去年增加 200 余万元，两
万余人受益， 切实保障了全区困难群众的
基本生活，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实现同步
小康提供生活保障， 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低保助学
创造性精准扶贫

9 月 13 日， 湘潭经开区响水乡黄龙村
低保家庭沈婷同学成功申请助学贷款，华
融湘江银行成功发放其今年的助学贷款 1
万元，解决其大学就学压力，帮助她喜圆大
学梦。

为扎实推进扶贫助学工程，除国家出台
的教育扶贫政策外，湘潭经开区结合实际情
况，针对全区范围内的困难低保家庭中入读
大学的子女单独出台了《湘潭经济技术开发
区关于提供低保家庭助学贷款的实施办
法》， 由湘潭经开区财政为辖区内低保户家
庭子女在大学期间每年 1 万元的全额贷款
担保和全额贴息，由产业投负责提供贷款信
用担保， 并与银行签订《助学贷款担保协
议》，借款学生毕业后直至参加工作，利息归
湘潭经开区财政承担。

为提高群众知晓率，湘潭经开区民政和
农村工作局通过九华网、 微九华等媒体平
台公开资助政策、办理流程等内容，在全区
学校、学生家庭、城区、村（社区）居委会便
民栏、车站等人员密集点进行政策宣传，努
力让更多家庭贫困学子了解享受到这一惠
民政策。

“低保家庭助学贷款是湘潭经开区帮助
城乡低保户家庭的一项精准扶贫项目，是湖
南省首例，填补了国家教育扶贫政策中未涉

及到的非专科、本科类职校生助学扶贫的空
白。 ”湘潭经开区民政和农村工作局负责人
介绍。

湘潭经开区全年发放城乡低保资金
419.01 万元、特困供养资金 165.58 万元、医
疗救助资金 87.84 万元、临时救助及慈善救
助资金 52.57 万元，切实帮助区内群众解决
困难。

搭建平台
为留守儿童撑起一片蓝天

10 月 19 日， 湘潭经开区民政和农村
工作局与响水乡民政工作人员前往陕西西
安以琳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探望了湘潭经
开区寄养的特殊孤儿刘晓晴， 为她送去了
衣服、鞋子等物资，陪她到西安市博物馆、
西安城墙等地参观学习， 并由湘潭经开区
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解决其寄养、 学杂及相
关医疗费用。

今年九月正是新生入学时间，为确保各
类大中专、 职校录取的孤儿不因贫辍学，湘
潭经开区民政系统对全区所有孤儿的入学
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第一时间为今年考上
医药专科学院的响水乡映山村孤儿曾晓筹

集学费， 按救急难的程序及时为她解决
3000 元，并鼓励其自立自强，战胜困难，认
真学习。

刘晓晴、曾晓只是湘潭经开区对特殊儿
童关爱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 湘潭经开区全区 25 个村
（社区）均设置了“留守儿童之家”，对全区 44
名农村留守儿童逐一建档立卡，签订《委托监
护责任确认书》，无一个学龄儿童辍学。同时，
全区还开展了“连心惠民、与爱同行”、春蕾助
学、金秋助学、“希望工程”、“芙蓉学子”爱心
助学、“华融湘江银行绿色行动”、“吉时雨”救
助等活动，累计资助学生 230 余名，发放助
学款 42.86万元。

殡葬改革
倡导文明殡葬新风尚

12 月 15 日，湘潭经开区民政和农村工
作局接群众举报，红旗社区一小区内有人违
法搭棚治丧，和平街道、红旗社区及综合执
法局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劝导，几经周折没有
实质成效。 为此，湘潭经开区相关部门立即
开展联合执法， 通过在现场耐心细致地劝

解，民政和农村工作局工作人员向当事人深
入细致地宣讲政策。 随后，户主自行拆除了
违法搭设的灵棚。

今年以来，为深入推进殡葬改革，湘潭
经开区严格按照《湘潭市殡葬惠民实施办
法》《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殡葬改革和管理
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办法》，将殡改与创文
工作紧密结合， 加大宣传及源头控制的力
度，及时兑现奖补政策，全年共计发放 44 万
元，其中奖励集中治丧 22 例，火化并进入公
墓补贴 11 例；同时对“非法墓地”进行清理
整治，对水泥墓地进行生态化处理，对烟花、
鞭炮、丧葬服饰店进行劝退。

“下一步，我区将在全区范围内进一步
加大殡改工作的宣传力度，树立‘文明丧葬，
绿色丧葬’的理念，充分发挥安置区、住宅小
区的楼栋长、 单元长及广大党员的作用，第
一时间发现并做好劝导工作，将违法行为消
除在萌芽状态。”湘潭经开区党工委委员、殡
葬服务专项整治工作联合执法组组长宋新
平表示，同时继续加大对殡改违法行为的打
击力度，对违规在城区室外搭棚治丧，影响
市民生产、生活，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行为
进行严厉查处，通过加强殡葬管理，规范治
丧活动，促进城市文明建设，推动该区殡葬
改革事业健康发展。

居家养老
让夕阳更红晚霞更美

12 月 5 日上午 10 点， 湘潭经开区响
水乡星沙村村民黄谷云、 冯淑敏老人及其
女儿黄文娟来到“一屋人”家政服务公司，
将一面绣有“春光灿烂，温暖民心”字样的
锦旗送给“一屋人”家政服务公司负责人杨
文利， 对公司工作人员认真负责的工作态
度， 经验丰富且热心关爱服务对象的优质
服务表示感谢。

星沙村杨林组的冯淑敏老人今年 87
岁，坐在轮椅上已将近 9 年了，生活完全不
能自理，是湘潭经开区民政部门确定的居家
养老服务对象。

“母亲瘫痪在床将近 9 年，哥哥也身患
残疾、嫂子有疾病，基本上都是我回娘家照
顾， 自从湘潭经开区有了居家养老服务政
策以来， 服务人员每月都会定期上门为我
母亲理发、洗澡、洗换床被，多脏多累都没
有嫌弃过。”老人的女儿黄文娟满怀感激地
说。

去年 7 月，响水乡政府、和平街道办事
处采取政府购买服务、 社会机构具体实施
的方式， 通过政府采购招投标形式引进专
业服务机构“一屋人”家政服务公司，为全
区符合政策的老年对象提供居家养老服
务，涵盖换季洗晒、保洁整理、助餐、助浴、
康复、 特殊需求等老年人常用服务项目及
各类生活低偿服务。

“政府买单、市场化运作的模式为居家
养老服务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是政府关爱
老年群体的创新举措，也是践行党的群众路
线的现实需要。 ”湘潭经开区民政与农村工
作局副局长谢建香表示，目前正在建设湘潭
经开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通过信息平台进
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居
家”养老服务，让所有有需求的老年人都能
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专业服务，且根据老人服
务需求量身定制服务内容，实现需求与服务
的无缝对接。

今年，湘潭经开区全面完成省重点民生
实事新增养老服务床位 12 张。 与“一屋人”
家政服务公司合作，积极开展政府购买居家
养老服务，全年共服务 3481 人次，发放服务
费 66.28 万元。 及时发放老龄补贴 602 人
次、11.61 万元；积极开展“重阳节”慰问活
动，发放慰问费 3.98 万元、活动经费 13.25
万元。

春雨润物细无声
——— 湘潭经开区民政工作亮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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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一中九华分校师生正在上课。 钟泉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湘潭经开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