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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进行时

通讯员 莫平 谷琼霓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2月12日11时56分，衡阳火车站一站台，一列空空的
旅客列车缓缓驶入车站1股道。两名铁路工作人员站在列
车车门处，手中的对讲机里不时传来喊话声。

“大家抓紧去食堂吃个午饭，后面接着干。”待列车停
稳，作业暂时告一段落，一名年轻的小伙一边说，一边带
着其他人向远处走去。

他们是衡阳火车站运转车间四调调车组的调车员，
说话的年轻人名叫王凯，今年27岁，是该车间目前最年轻
的调车长。

旅客列车调车员，干的是“穿针引线”活儿。列车从车
站始发前，他们要把列车编排好拉到站台；终到列车进站
后，他们要把列车牵引至车库。

再过约1小时，王凯和伙伴们编组的这趟列车就将挂
上“K6629次”，载着旅客南下开往广州。

“始发列车开车前，我们要从客车整备所里把整备完
毕的车底挂运上线，确保安全正点开车。”王凯介绍，旅客
列车到达最终目的地后，等旅客全部下车，调车员又会及
时把车底拖走，挂运到客车整备所。

此时， 在距离衡阳火车站1.5公里外的客车整备所
内，正一片繁忙：存车场轨道上停满了一节节空客车底，
若干名调车员在车辆与线路间来回奔走， 电台的呼唤应
答声、机车的汽笛声不绝于耳……

衡阳火车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资丰凯介绍， 旅客
列车车底整备有一套完整的作业流程，涉及多个部门，一
般耗时较长。调车员在确保安全的同时，必须快速对车底
进行“摆渡”“重组”，才能保障列车正点开行。

今年春运期间，由于临客的开行，衡阳火车站的始发
列车由此前的3趟增至11趟， 调车员的工作量也增大了。
可他们的身影总会在旅客进站上车前，悄然离开。

衡阳火车站调车员：
为客运列车“穿针引线”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李志荣

2月1日，投资2000万元、建筑面积
7900平方米、 有150个服务床位的桂阳
县城区中心敬老院投入使用，该县龙潭、
鹿峰两街道和正和镇的城乡特困供养对
象、城市“三无人员”从此有了一个新家。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 全省共安排资金
1.29亿元，资助25个区域性（中心）敬老
院建设项目、80个照料护理区改造项目
和26个敬老院维修项目，重点解决特困
人员尤其是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集中
供养服务需求。

2018年，我省民生保障水平大幅提
升， 城乡低保标准和救助水平、 残疾人
“两项补贴”等普遍提高，社会救助兜底
保障更有温度、更增厚度。

分类保障，一户一策
2018年5月26日， 省民政厅党组到

驻村帮扶点泸溪县武溪镇红岩村开展集
中调研，举办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全体
与会人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
作的重要论述、 省委省政府打赢脱贫攻
坚战系列重大部署， 与当地党委政府领
导、有关部门座谈，共同研究“社会保障
兜底一批”的有效措施。

这场调研活动结束以后， 更大的专
题调研随即展开。省民政厅组成7个调研
组，先后到14个市（州）42个县（市、区）
256个村， 广泛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对做
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的具体意见。

通过精准调研、科学评估，当年10

月，省民政厅出台《湖南省民政厅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方案》，联
合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等7部门下发《关
于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中切实做好社会
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实施方案》。两个文
件统筹推进老区扶贫、罗霄山片区扶贫、
驻村扶贫， 实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对象
一户一档、一户一策，聚焦分类保障、拓
展对象范围、建立支出型贫困制度、低保
渐退期、政策有效衔接、加大帮扶力度等
核心内容， 充分体现了推进兜底保障工
作的系统性思维。

今年2月1日， 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
长唐白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截至
2018年底，全省99万名兜底对象分类保障
到位， 农村低保标准平均达到每人每年
4098元，月人均救助196元；城市低保月人
均救助340元；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平均每人每月64元和
57元，完成省政府重点民生实事任务。”

突出精准，综合施策
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脱贫，才

能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每一
位困难群众。为此，全省民政系统2018
年在坚持“应保尽保、应退尽退、进退及
时” 的同时， 扎实开展城乡低保专项治
理，规范清理城市低保对象，深化农村低
保清理整顿，加大典型案例通报力度，促
进社会救助政策发挥最佳效益。

常德市率先在全省开展城乡低保、
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和特困供养专项治
理，按照“先核对、再救助”原则，全面运

用低收入家庭认定信息平台， 开展低保等
申请救助对象家庭经济状况核对， 确保对
象认定精准。 长沙市开发社会救助保障对
象经济状况预警系统， 对正在享受低保和
特困供养的对象每月定期进行家庭经济状
况的核查，各县（市、区）根据预警提示，能
够第一时间进行预警处理。

全省实现了“互联网+监督”平台信息
共享，民政相关业务接受纪检监察、审计及
社会公众的检查和监督， 自动屏蔽了手工
条件下“人情保”“关系保”的管理漏洞，推
动了社会救助工作的进一步规范化。

2018年，全省民政系统还狠抓了基层
民政能力建设， 打通民生保障“最后一公
里”。所有乡镇（街道）建立了有专门办公场
所、有专职工作人员、有专项工作经费、有
专用办公设备、有专业制度体系的“五有五
专”民政所（办）。在村（居）设置1名兼职民
生协理员， 负责村级有关民政服务工作的
落实。 民政基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实现全
部纳入指导性目录。

救助面更广，救得更及时
延续近两个月时间， 筹集各类资金

1500多万元，采购棉被、棉衣、棉裤、棉鞋
以及大米、 食用油等生活物资， 走访慰问
15680户、近30000人次，这是石门县“迎新
春、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对城乡低保、特困
人员、兜底保障对象、“三留守人员”等困难
对象进行走访慰问的成绩单。同一时间段，
这场爱心大奉献遍及三湘四水， 点燃了临
时救助在这个寒冬的暖暖温情。

2018年，我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

救助工作，筑牢社会救助最后一道防线。全
省突出“托底线、救急难”，科学确定急难型
与支出型临时救助对象范围、 临时救助标
准、申办程序和资金管理，建立临时救助乡
镇备用金制度，使困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

衡阳市建立快速响应及时发现机制，在
村里设置民生协理员，及时发现需要救助的
困难群众，对于1000元以下的临时救助资金
由乡镇直接审批，较好地化解了困难群众突
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张家界
市永定区构建“救急难”信息平台，注重急难
救助与其他救助制度的有效衔接，每年整合
各部门救助资金1000多万元，通过创新工作
机制，提升了综合救助能力。

进一步拓宽社会救助面、 增加丰富救
助内涵， 是我省进一步织牢兜底保障网的
最大亮点。 一是对支出型贫困家庭给予恰
当的制度安排。以前，这一块普遍被忽视，
2018年我省在制度顶层设计中明确：在低
保审核审批核算家庭收入时， 在原有政策
基础上，将同时考虑因重残、重病、教育等
刚性支出，累计超过上年度家庭年收入2倍
以上的，予以适当扣减。同时，考虑贫困家
庭必要的就业成本， 在核算家庭收入时也
可适当扣减。二是设立渐退期。我省对纳入
农村低保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人均收入超
过当地低保标准后， 允许有不超过一年的
渐退期。这项制度设计，减轻了建档立卡贫
困户“断奶”的心理压力。三是解决贫困人
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难题。为此，我省建
立起“基本医保+大病医保+农村特惠保+
医疗救助” 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保障
机制，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

兜底保障更牢靠
———2018年湖南省社会救助亮点回眸

2月12日，嘉禾县坦坪镇农贸市场，果农在选购苗木。春节假期过后，该县20多个农贸市场热闹非凡，许多农民朋友抢抓时节，选
购各种果树、苗木、花卉回家种植，为农业生产、经济增收注入活力。 黄春涛 黄睿 摄影报道

人勤春来早 苗木销售旺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记者 彭雅
惠） 为了解长沙市重点企业用工需求
情况， 长沙市统计局对全市重点企业
用工情况进行了调查。昨天，省统计局
发布调查结果，长沙市重点企业2018
年用工情况总体平稳， 其中，4成被调
查企业表示2019年预计增加用人需
求。

大部分被调查企业表示， 去年企
业缺员影响不大。 截至2018年底，
36.3%的企业不存在缺员情况，48.8%
的企业存在短期性、临时性缺员情况，
14.9%的企业一直存在缺员情况。对
于新年用工需求，40.5%的被调查企
业预计将增加招工人数，39.1%的被
调查企业预计维持现状，8.8%的被调
查企业预计将减少用人，11.6%的被调
查企业表示暂时难以预计。

调查发现， 长沙市重点企业需求
量前3位的工种分别是技术人员、技术
工人、管理人员，占比分别为32.9%、
19.2%、16.7%。企业普遍认为，长沙整
体薪酬待遇不高， 是目前吸引求职人
员的一大阻碍。 被调查企业中，2018
年超4成企业员工月平均工资在4000
元以下。

� � � � 长沙重点企业用工
情况调查显示
4成企业预计
增加用人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