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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和救助水平连续两年列入全省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

“湘字号”农产品俏销鹏城

备足资金“子弹” 确保发放到位

—2019年湖南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
——
（深圳）产销对接活动侧记

权威发布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7月30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
开全省城乡低保标准和贫困人口脱
贫收入标准调整新闻发布会，我省决
定从7月1日起，调整提高城乡低保和
贫困人口脱贫收入标准。
发布会上，省民政厅、省财政厅、
省人社厅、 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透
露，调整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和救助水
平已连续两年列入全省重点民生实
事项目，此次调整提高城乡低保和贫
困人口脱贫收入标准，全省今年预计
需增加支出2亿元左右， 各级各地将
备足资金“子弹”，确保9月底前按新
标准发放到位。

预计需增加支出 2 亿元
左 右 ，9 月 底 前 按 新 标 准 发
放到位
“这是今年我省第二次研究提高

城乡低保标准和救助水平。 ”省民政
厅厅长唐白玉说，今年年初，省政府
常务会议研究将提高农村低保标准
和救助水平纳入重点民生实事时，就
决定将全省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不
低于3480元/年， 人均救助水平提高
到不低于185元/月；此次再次提高城
乡低保标准和救助水平， 体现了省
委、省政府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的重视和关心。
此次调整，我省将城市低保指导
标准由不低于470元/月提高到不低
于500元/月， 农村低保指导标准由
不 低 于 3480 元 / 年 提 高 到 不 低 于
3700元/年；城乡低保救助水平分别
由人均不低于320元/月、185元/月提
高到不低于340元/月、197元/月。 同
时，今年全省贫困人口脱贫年人均纯
收入标准由3400元/年调整到3700
元/年。
为确保各地及时足额按调整后
的新标准发放到位， 我省要求各级、
各市县对照新标准水平，做好调查摸
底认定工作，将符合条件的对象及时
纳入，确保“应保尽保”。
“今年，中央和省财政今年已安排
困难群众救助资金93.7亿元。 此次提高

城乡低保标准， 初步测算今年全省预
计需增加支出2亿元左右。 ” 省财政厅
副厅长何伟文介绍， 各级财政部门将
优化支出结构，盘活存量资金，切实保
障资金足额落实到位。 并充分运用扶
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
“
互联网+监督”
信息系统，加强日常监管，确保9月底
前按新标准发放到位。

列入全省重点民生实
事项目，农村低保标准和脱
贫收入标准有效衔接
“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和救助水平
已连续两年列入了我省重点民生实
事项目。” 省人社厅副巡视员丁兴发
说， 在全省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上，省
委、省政府要求突出重点领域、重点
工作、重点人群，持续扩大民生实事
的覆盖面和实效，有效解决好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在发展中补齐民生
短板。 下一步，省人社部门将继续抓
好城乡低保等重点民生实事工作，以
实际行动谋民生之利， 解民生之忧，
确保人民群众持续受益、长久稳定地
得到实惠。
将农村低保标准和脱贫收入标

准有效衔接是此次调整的一大亮点。
“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在资格条
件、认定标准、收入计算等方面存在
一定的差异，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坚
持实事求是原则，按照农村低保和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各自识别认定的标
准、程序等，分别把符合条件的对象
纳入救助或帮扶范围， 实现双向衔
接。 ”省扶贫办副主任贺丽君介绍，我
省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动态调整时，
把建档立卡以外的农村低保对象、特
困人员等作为重点；农村低保动态调
整时，也把因病、因残及其他因临时
困难返贫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作为
重点，符合条件的及时纳入，实现了
农村低保标准和脱贫收入标准的有
效衔接。
“此次调整将今年全省贫困人口
脱贫年人均纯收入标准由3400元/年
调整到3700元/年，这是结合我省贫
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
实际，经省扶贫办、省民政厅、省财政
厅、省统计局等部门测算评估而定。”
贺丽君说，贫困人口脱贫年人均纯收
入标准提高后，各地一定要对表对标
新标准， 确保脱贫攻坚路上不漏一
户、不落一人。

积极迎战高温天气

7月30日上午， 湘潭港顺祥
码头， 湘潭市地方海事局执法
人员顶着烈日对码头进行安全
环保检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7月30日晚，2019年湖南贫困
地区优质农产品（深圳）产销对接
活动落幕。 3天时间，采购商和专业
观众超过500人次， 观展观众超过
15000人次， 签约总 金 额 19.35亿
元。
此次展销活动与去年底在北
京举办的产销对接活动一道，进一
步拓展了我省脱贫攻坚和乡村产
业振兴的“湘字号”农产品出湘新
通道。

产销对接搭平台
7月28日早上7点，展会已经开
门迎客。 入口处登上台阶即可见场
馆全景，除宣传推介区外，还有产
业扶贫、电商扶贫、湖南菜籽油等
14个展区。
被评为全国十佳农民、湖南省
最美扶贫人物的屈原管理区海泰
栀子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莉站在
展台前，向过往客商推销起栀子花
提取物产品。“党委政府给我们搭
了这么好的平台，我们进军深圳市
场很有信心。 ”杨莉说，“已经与几
家意向采购商、代理商进行了很好
的洽谈。 ”
第一次参加农产品展会的桂
东县众意竹木公司董事长赵铁球
激情满怀，公司已经将桂东县漫山
遍野“沉睡”的南竹变成了代木、代
塑、代钢新材料，应用到户外领域。
“这个既环保又惠民的好项目，在
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有更大市场
空间。 ”他说。
3天内，有600多家企业面对面
洽谈。79对企业签了总金额18.32亿
元的销售协议。 北京对接活动上，
株洲市的4家企业在开幕式当天就
签订了3.122亿元的购销协议。

强农行动铸品牌
“湖南山美水美，是个盛产优
质特色农产品的好地方。 ”订单大
户中膳集团签订6700万元的蔬菜
采购协议，总裁李力强十分赞赏湖
南农产品对公司原料的支撑作用。
我省的绿水青山赋予了农业
发展独特比较优势，孕育了品种丰

挥汗护航

富、特色明显、质量上乘的众多优
质农产品。 利用这些优势，我省正
在着力加快打造以精细农业为特
色的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
把目标化作具体行动，全省在
继续做优做强粮食、生猪、蔬菜3个
产值已过千亿元的产业同时，着力
推进茶叶、水果、水产、南竹、中药
材、 油料等产业迈上千亿元台阶。
并通过大力实施品牌强农等“六大
强农”行动，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继北京展销活动重点推介“五
—安化黑茶、湖南红茶、
彩湘茶”——
潇湘绿茶、岳阳黄茶、桑植白茶后，
此次活动着重推出了湖南菜籽油
区域品牌。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汉中被聘
为湖南菜籽油品牌科技顾问，他现
场科普了湖南菜籽油良好的品质。
湘菜大师用湖南菜籽油烹制著名
湘菜“辣椒炒肉”，引得全场争相尝
鲜点赞。

湘品出湘赢未来
过了郴州就是广东，广东是改
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经济发达、消
费水平高。 我省的米、油、菜、茶、
果、畜等生鲜及加工农产品大量供
给广东市场，仅绿色蔬菜每年供应
粤港澳地区分别达到100万吨、210
万吨。
推介湘字号农产品出湘，让产
品对接市场， 是一件增进民生福
祉、促进经济发展的大事。 我省已
连续20年举办中国中部 （湖南）农
业博览会。“农博会”搭桥，大量优
质农产品走出湖南、走向世界。
我省还举办了九届湖南 （长
沙）国际畜牧业交易会、三届湖南
(郴州)特色农产品博览会、十届湖
南茶业博览会等农产品展销会，以
“引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不遗余
力推介优质农产品。
省农情分析研究中心姜太军
说，还将有更多的湘字号农产品走
出湖南，进入国内国际市场，一批
农业特色产业将进一步脱颖而出，
特色农产品总量不断增加，质量不
断提高，经济效益快速增长，将成
为区域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出
口创汇的重要产品。

——
—湘潭港铁牛埠
港区见闻

关注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小刚

“
这套锚链坏了， 必须立即整改更
换！ ”7月30日10时许，湘潭港铁牛埠港
区热浪袭人， 海事执法人员谭毅站在南
洞庭333号货船甲板上对船主说。
船主立即安排人员更换备用锚泊
设施。
谭毅是湘潭市地方海事局城区海
事处的一名执法人员， 负责对湘江湘潭
段进行巡航安全检查。近段时间，高温连
续
“
炙烤”，湘潭海事部门加强了船舶、码
头安全检查力度，确保湘江“黄金水道”
安全畅行。
记者在铁牛埠港区看到， 百余艘大
小货船靠岸停泊，等待装卸。
谭毅登上一艘2000吨级货船，从船
头走到船尾，仔细检查消防、灯光、防污
等设施。
11时许，甲板热得烫鞋底，记者站了
几分钟便下了船。约莫半小时后，谭毅从
闷热的船舱走出来，已是大汗淋漓。
船舶密集停泊， 必须严防安全隐
“
患！ ”谭毅说。
在港区岸边的顺祥码头上， 吊装作
业同样繁忙。
一二三，起！ ”3名码头工人正合力
“
举起吊装钢板的钢索， 挂到桥吊设备吊
钩上，再转送至货船。 记者看到，几回合
吊装作业下来， 工人们的蓝色制服被汗
水
“
洗”出了一道道白色印记。
顺祥码头主要装卸湘钢的钢板。6月
以来， 码头的作业量比平时增长了20%
以上。
“
卷扬机做了护理吗？ ”在码头的另
一端， 湘潭市地方海事局港航科科长吴
湘波询问。
“
周一做了黄油护理，确保起升设备
安全。 ”码头负责人介绍，为确保安全作
业， 码头吊装设备每周均进行一次维护
保养。
“
湘潭城区42公里的湘江航道上，就
有17座桥梁， 密度之高在全国内河都罕
见。 其中， 铁牛埠港区承担着湘潭港约
1/5的货物吞吐量，港区安全生产作业事
关重大。”湘潭市地方海事局副局长王武
仁告诉记者， 当前海事人员每天进行巡
航检查，防患安全风险。
据统计， 自7月中旬连续高温以来，
全省水运系统每天约2000人奋战航道、
码头一线，确保全省航运安全平稳。

—专家面对面
——

接受“
烤”验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烈日当空，空气里混合着地上
蒸发出的热气， 让人感觉燥热难
耐。
7月30日上午10时，平江县伍
市镇马头村，气温已飙升到38摄氏
度，在平益（平江至益阳）高速公路
十标建设工地，挖机轰鸣、运土车
来回穿梭、钢筋加工有条不紊……
整个工地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
湖南交水建集团尚上公司项
目部水电工殷正仕正在检修电路，
安全帽一点也遮不住太阳的炎热，
汗水顺着脸颊一滴滴落下。
“天气好热，水要喝个不停。 ”
说完，拿着他的大水杯，仰头“咕嘟
咕嘟”喝起来。“一天下来，衣服被
汗水湿透了一次又一次。 ”他擦了
一下脸上的汗水，又继续干活了。
“持续高温天气，给我们带来

了严峻考验，但高温晴好天气却是
高速公路施工的黄金时期。 ”项目
部经理董亚奎介绍， 工地上有100
多人坚守一线战高温。“现在工地
上温度达45℃，我们调整了施工作
息时间， 上午5时30分至10时30
分，下午4时至7时施工，就是为了
避开正午时分火辣辣的太阳。 ”
面对连日的高温天气，项目部
千方百计为工人们“降温”，给钢筋
加工中心、桥梁梁板预制中心新增
了电风扇、通风机，每天准备绿豆
汤、矿泉水、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用
品，抵御高温酷暑的“烤”验。
盛夏的阳光，炙热灼人。 每天
要到工地上的董亚奎，脸被晒成了
古铜色，裸露在外的脖颈、胳膊都
已被晒伤，脱了皮。
在工地上， 工人们汗流浃背，
脖子和肩膀处明显的“分界线”成
为项目部员工的“标配”。

穿行酷暑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张玲 谢档

7月28日13时， 永州火车站货
运车站的铁轨被烈日晒得滚烫，地
面温度近50℃。
26218次货运车进站， 车头携
来的热浪，直扑向来车方向站立的
货检员宋国生和同事身上，让他们
眼前瞬间一片模糊，脸上的汗水一
滴接着一滴往下掉。
货检员的职责是背着6公斤多
重的工具包，穿梭于股道间，检查
每节货运列车车厢，查看车门是否
关好、篷布是否扣紧捆牢、施封是
否无误等。

—平益高速公路建设工地走笔
——
正在项目督战的湖南交水建
集团尚上公司董事长谢小鱼告诉
记者， 他们这个标段是平益高速
平 江 至 伍 市 段 的 终 点 ，6.68 公 里
标 段 中 有 一 座 1.9 公 里 的 狮 形 山
隧 道 ，施 工 难 度 大 、时 间 紧 ，公 司
将全力支持项目部采取措施，备
战高温酷暑天气， 科学合理安排
夏季施工， 在保障员工健康和项
目安全生产的同时， 全面掀起施
工高潮。
“尽管工期紧，但项目部始终
把质量摆在第一位，各个环节都是
按照创优质工程的标准严格施
工。 ”谢小鱼表示。
上午10时30分，施工师傅们陆
续收工， 错开中午最热的时段，吃
饭休息；董亚奎召集项目部的管理
人员则抓紧时间， 召开调度会，协
调材料进场、人员安排，确保工程
进度。

—永州火车站货运车站速记
——

这是一列由棚车、敞车、罐车、
平车等不同车型混编的40节车厢
货运车， 宋国生根据不同要求，对
每节车厢两侧的盖阀、车门、车窗、
施封锁等认真检查。
宋国生来到一节盖有篷布的
车厢前，用手拉动每根绳索，发现
其中几根松动了，他立即从工具包
里掏出铁丝进行加固，整个过程全
部在太阳的暴晒下。
每检查完一节车厢，宋国生用
粉笔在车厢上写下自己的代号、列
车车次号以及开始检查的时间，用
货检系统手持机拍下照片。
检查完，宋国生用电台向车站
值班员汇报后，才回到值班室。 他

赶紧喝下满满一大杯水，脱下湿透
了的工作服，几分钟后，他们又将
迎接下一辆货运车。
货检员的工作不但繁琐、枯
燥，而且夏天酷热难当，冬天寒风凛
冽，不少人不愿意干，而宋国生已经
干了16年。 16年来，宋国生每天检车
近20辆，三伏天里，宋国生和他的同
事每人每天在烈日下行走15公里以
上，确保了途经货运车运行的安全。
宋国生说，刚开始也有些想法，
但通过老同志们的言传身教，渐渐
明白铁路线的畅通，需要每名铁路
人的坚守，特别是看到一趟趟经自
己检查的列车安全驶出车站，他觉
得值了。

我在长大，你们准备好了吗？
孩 子 家 长 ： 孩 子 读 高 一 了 ，这
两年孩子学习不认真， 还谈恋爱
了， 在我们面前也变得没有礼貌。
他 经 常 跟 同 学 上 街 乱 逛 ，偶 尔 还 喝
酒、唱 KTV 玩到很晚才回家。 我批评
他，他 不 但 不 听 还 和 我 吵 架 ，有 时
候还赌气不回家。 他爸工作又忙，
平 时 很 少 在 家 ，我 想 要 好 好 管 教 又
怕他更加叛逆。 请问我该怎么去应
对？
罗 兴 伟 ：要想解决孩子行为叛

逆的问题，首先我们要了解叛逆行
为是怎么回事。
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意识逐 渐
清晰强烈，开始寻找并确认“我”是
什么样的人，“我”和他人的界限在
哪里。 他们会做出各种尝试，如坚
持一些在家长看来是幼稚的想法，
或者尝试去突破一些家庭和学校
的规则。
因此，家长要放松心态，不要
一提到叛逆，就仿佛洪水猛兽。 如
果孩子的行为明显偏离了正常的
行为规范，家长就更需要耐心。
首先，叛逆行为的背后隐藏着
孩子的一个内心表达：我觉得你们
不理解我。 所以家长要认真倾听，
在良好的沟通、 理解和尊重下，孩
子的叛逆行为会逐渐减少。 其次，
不要粗暴地制止甚至打骂孩子，要
平等地和孩子交流，协商制订一些
家庭的规则，然后利用规则去管理
自己和孩子。 当然，如果问题很严
重， 就需要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
了。
常常，妈妈在面对孩子的叛逆
时，会感到焦虑和无助，导致态度
摇摆不定。 这给孩子造成的印象就
是： 妈妈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凭
什么来管我呢； 妈妈无法理解我，
总是按照自己要求想要改变我。 于
是孩子的叛逆行为反而更多了。 出
现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
一是父母和孩子的边界缺乏。

孩子的成长需要更多的空间和自
由，如果父母还以“听话”来要求他
们，这时叛逆行为就出现了，它代
表着孩子的心声：我需要你们平等
和我交流，尊重我的想法！ 这时父
母就需要反省一下自己，看是否对
孩子的关注过多了，或者很少倾听
孩子心里的想法，超越与孩子之间
的界限了。
二是父母太过关注对错，更少
关注情感。 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
候，家长们往往更关注该如何解决
问题，结果道理讲得越多，叛逆行
为就越多。 举个简单的例子，天气
变冷了， 你想让孩子加件衣服，如
果你说“今天天冷多穿件衣服”，孩
子就会觉得你在提要求，那么可能
就不会加衣服了；如果你说“今天
你觉得冷不冷啊”， 孩子觉得情感
上被关注了， 说不定更容易配合
你。
三是父母之间缺少沟通支持。
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缺席，这很容易
导致一种“无政府状态”，让家庭规
则显得很无力，孩子便会放纵自己
的行为习惯。 这时候父母双方一定
要协商一致，互相信任支持，共同
面对孩子教育的问题。
总而言之，父母在面对孩子的
叛逆问题时需要转换一个视角：从
孩子的问题转变成孩子与父母双
方的关系问题。 随着孩子的长大，
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也在变化，从最
开始的依赖到一点点独立，每一步
都伴随着父母的理解和信任，这种
力量最终内化到孩子的内心，支撑
孩子健康成长。 叛逆行为只是其中
的小插曲，告诉父母们：我在长大，
你们准备好了吗？
专家简介：罗兴伟,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心理咨询专科主治医师，
临床心理学博士，湖南省心理咨询
师协会理事。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