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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记者 罗毅
刘跃兵 通讯员 严洁 唐远辉）10月20
日， 东安县离退休党员胡学安、 李
谋献来到该县城区隆鑫小区， 为当
地居民上党课。 据了解， 东安县大
力发挥离退休党员的模范带头作
用， 推动全县党建工作健康发展。
日前， 该县创新离退休党员党建工
作入选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创新优秀
案例。

东安县委组织部主要负责人介
绍， 县里加强对离退休党建工作指
导，健全经费保障体系，规范工作制
度，激励广大离退休党员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自我提升。全县3540余名

离退休党员主动发挥政治优势、智
慧优势、经验优势，为县域经济社会
发展贡献余热。

近年来， 东安县选聘党性强、作
风正、敢较真的离退休党员，担任非
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党建指导
员，在“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中发挥参
谋、指导、督促、帮助作用，推动企业
发展。 82岁的老党员贺维强负责指导
舜皇峰竹木有限公司党支部，他帮助
企业完善相关制度，发动党员积极作
为，实现企业由松散管理到现代企业
规范管理转变。

同时， 东安县积极发挥离退休
党员学雷锋示范作用， 推动形成良

好社会风尚。 县人民医院85岁的退
休党员李楚民创建“青少年活动中
心”， 组织孩子们开展学雷锋活动，
还先后资助贫困生130名。 在离退休
党员带动下， 目前全县学雷锋志愿
者已发展到3万多人。

东安县近100名离退休党员还
成为网络宣传员， 在各网络平台引
导广大群众爱党敬业， 大力开展
“网络夕阳红，祖国在心中”等活动。
82岁的老党员胡辉耀在网络上弘扬
社会正能量， 深受大家欢迎。 他参
加党的知识竞赛专题活动， 获省二
等奖， 被评为省老干部优秀网络宣
传员。

� � �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见习记者
聂沛 通讯员 夏建军）“我很喜欢这
个新学校，座位离老师更近，听课更
清楚，学习更有动力。 ”10月22日，从
衡山县城西完小分流至景贤小学的
六年级学生谭静琦，坐在新教室里，
对新学校“小而美”的课堂很满意。

像谭静琦一样，今年秋季开学，
衡山县共有2300余名学生分流至新
建的城北小学、景贤小学。

过去，大班额犹如“紧箍咒”，严
重制约衡山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县城20余年未新建学校， 城区学位
严重不足；县域内教育发展不均衡，
“农村学校弱、城镇学校挤”的问题
突出。 针对这一问题，衡山县出台具

体方案，在加大资金投入、整合优质
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
公平等方面发力， 多措并举为大班
额“消肿瘦身”。 去年来，新建城北、
景贤两所小学， 还整体搬迁衡山二
中至开云新城、改扩建岳云中学。 今
年秋季，城北小学、景贤小学相继投
入使用，共开设73个班级，分流学生
2300余人。

衡山县有关部门还通过调研发
现，该县绝大部分乡镇初中学校教室
有空闲，而小学学位吃紧。为此，
该县因地制宜， 整合农村学校
教育资源，把邻近小学五、六年
级合并到初中办学， 腾出教室
化解小学大班额。 加大教师培

养、补充力度，全县共招聘教师675人，
全部充实到薄弱学校任教。

目前，衡山县144个超大班额已
全面消除，大班额从266个减少到34
个。 据悉，今明两年，该县还计划投
资约6.6亿元新建7所学校，可新增学
位7320个，并在福田乡、新桥镇、贯
塘乡和萱洲镇各改扩建学校1所，可
增加学位1270个， 从根本上解决大
班额问题。

常德开展城乡低保和
特困供养专项治理
已清退农村低保对象5101人，

新增7461人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李燕喜
邹卉) 记者今天从常德市民政局获悉， 为提升城乡低保
和特困人员管理服务水平，做到精准救助，该市今年开展
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领域问题专项治理， 对低保对象和
特困供养对象进行全面核查。至9月底，累计清退农村低
保对象3296户5101人， 新增农村低保对象5237户7461
人。

常德市共有农村低保对象66444户99167人。专项
治理开展以来，该市重点整治“脱保”“漏保”问题，共排
查19755户29299人。目前，发现问题线索175条，查证
属实线索14条，移交纪检监察部门线索2条。

湘潭县“小网格”
做出“大文章”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见习记者 曾佰龙 通讯员
罗建）10月20日晚饭后， 湘潭县乌石镇华龙村一片宁
静。此时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是谭宇创建的“党员网
格群”，忙碌了一天的村民开始在群里唠家常，还有人
叫“小谭接单”。

在网格群“派单”的是村里老人陈春连，她家攒了
些土鸡蛋和火焙鱼，想卖出去。第二天一大早，谭宇来
到陈春连家，收购土鸡蛋和火焙鱼。陈春连连声道谢。

谭宇是华龙村党员网格员，日常联系村里10户群
众，白天走村入户，晚上在网格群和大家聊天，联系户
有什么困难直接在群里说。

今年，乌石镇在原有镇、村、组三级网格基础上，把
71个村级网格拓展为642个党员网格，并发动千名党员
联系万户群众。该镇还针对外出务工人员较为分散的实
际情况，建立由外出务工党员负责的联系网格。“642个
党员网格是一张张示范网、服务网、同心网、脱贫网、致
富网。”乌石镇党委书记周波说。

湘潭县主要负责人表示，“党员网格” 是一个见初
心、行使命的重要平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中，该县大力推广“乌石党员网格模式”，做足“小
网格”里的大文章。目前，该县17个乡镇全面推行“党建
引领社会治理百千万工程”，建立党员网格近万个。

“中国商品市场百强”
榜单发布

长沙6家市场上榜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朱蓉）今天，由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局、浙江省政府主办，以“‘一带一路’———商品市场
拓展新空间” 为主题的第十一届中国商品市场峰会在浙
江义乌召开。会上，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商品
市场峰会组委会共同发布了2019年“中国商品市场综合
百强”榜单，高桥大市场等6家长沙市场榜上有名。

除高桥大市场外， 长沙这次上榜的市场还有中南汽
车世界、湖南黄兴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红星农副产
品大市场、湾田国际建材商贸物流园、一力物流钢材大市
场。这是我省首次有6家市场同时登上“中国商品市场综
合百强”榜。

长沙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认为， 长沙商品交易
市场在增强城市经济实力、完善城市综合功能、调整城乡
经济结构、参与市场经济分工、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为长沙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目前，
长沙共有商品交易市场346个，经营类别涵盖了农贸、五
金建材、文化、通讯及电子、家电、汽车及配件、水果、钢材
等多个领域。

宁乡在全省率先实现
出生“一件事一次办”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洪巧）今天，家住宁乡市白马桥乡水木清华小区的市民隆
某来到宁乡市妇幼保健院服务窗口办理《出生医学证
明》。在窗口工作人员的告知下，他一并把家庭医生签约、
户口登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等全部办好。

“原本只是来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没想到能一趟
搞定，证件还直接邮寄到家，真是给了我惊喜。”作为二
胎爸爸的隆某为此次亲身经历的变化点赞。

据了解，以往申请人需要先后去医院办理《出生医
学证明》和《儿童保健手册》，去落户地公安派出所办理
《居民户口本》，去落户地乡镇（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办
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去落户地乡镇（中
心）卫生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家庭医生签
约》，所有事项办理下来至少要花3天时间，填5份表格，
跑4个地方。

从10月8日开始，宁乡市在全省率先推行出生“一
件事一次办”改革，申请人只需携带新生儿父母双方身
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即可在一个服务窗口办理，5个事
项仅需10分钟，交1份表单，跑1个窗口，轻轻松松实现

“一站式办理”“跑一次办结”。

开福区拨付320万元
帮扶困难群体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叶奎）
10月21日，长沙市开福区首批城市特殊困难群体帮扶资金
320万元拨付到位， 今年预计还将拨付500万至600万元用
于帮扶城市特殊困难群体。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
都不能少”重要指示精神，开福区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制定了具体帮扶方案。按照重点保障吃、
穿、住、医原则，采取急难、医疗、住房、就业、基本生活“五
帮扶”专项措施，还特别针对城市低保人群，增发资金70
万元，人均每月提标108.8元，共惠及城市低保户4382户
7045人。因火灾、溺水、交通等意外致困的对象，每户最
高可获补3900元；因病致困，每户最高可获帮扶5850元。

开福区委书记曹再兴说，该区按照“兜底线、保基本、
可持续”要求，四大家班子成员每人联系一户城市困难家
庭，每个基层党支部帮扶一户困难群众，并充分发动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和企业参与其中，确保2020年全区城市
贫困群众同步实现全面小康。

石峰区帮助
清水塘下岗职工再就业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见习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朱晖）“能再次上岗做工， 真的太好了。”10月21日下午，
下岗职工谭龙与天桥起重公司初步达成聘用意向后，难
掩内心激动。谭龙是原株冶集团职工，去年企业关停搬离
后，他“留守”株洲待业。参加株洲市石峰区组织的关停搬
迁企业下岗人员就业技能培训班后，他和60多名工人找
到了“新东家”。

近年来， 石峰区把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企业下
岗职工再就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摸清了5000余名下岗
职工的情况，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并举办各类职业技
能培训，已帮助3000多名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

谭龙参加的培训班于9月16日开班，为期15天，开设
了焊工和电工班，共有学员132名，其中大部分是清水塘
老工业区搬迁改造中的下岗职工，也有部分失地农民。培
训结业当天，中车特装、博雅实业、天桥起重等24家企业
闻讯赶来，现场招聘60多人。

石峰区还建立了清水塘企业职工档案中心， 保存企
业职工和社会灵活就业人员人事档案， 以方便他们再就
业。

湘潭首个县区党委
外聘法律顾问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王梓任）
今天，湘潭市雨湖区委举行法律顾问聘任仪式，聘请上海
汉盛（长沙）律师事务所为区委常年法律顾问单位。据悉，
这是湘潭市首个外聘法律顾问的县区党委。

据了解，本次受聘的上海汉盛（长沙）律师事务所将委
派5位律师，充分发挥其熟悉政策、精通法律、思维缜密的优
势，为雨湖区建设发展提供法律服务。

雨湖区委主要负责人希望区委法律顾问围绕区委重大
决策部署、重大项目建设、重大活动安排，认真开展研究论
证，加强法律风险评估当好参谋，积极参与区委重要规范性
文件的起草和审查把关，提高文件制定质量。同时，围绕全
区改革发展稳定的重点难点问题， 及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和专业意见。

资阳区筑牢
扶贫领域“防火墙”

已立案31人，追缴资金117万余元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欧阳霞辉
袁鹤立 宋铁山）“给予新桥河镇新胜村前后两任扶贫
专干李某某、王某某党内警告处分……”近日，益阳市
资阳区纪委常委会研究，对一例扶贫对象识别不准、审
核把关不严的违纪案子作出处理决定。

今年来， 资阳区纪委监委将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
责的重点，聚焦在套取挪用、虚报冒领、截留私分等问
题，通过源头把控、强化监督、严肃查处等举措，筑牢扶
贫领域“防火墙”。

区里成立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领导小组， 加强
对扶贫政策落实、扶贫项目建设、扶贫资金运行、干部
作风等情况的监督检查，实行坐班接访约访、不定期下
访制度与信访案件领导包案制，强化责任，提高效率。
今年来， 全区31件扶贫领域案件实现领导包案全覆
盖。同时，在全省率先启动社会救助对象人脸识别认证
工作，让全区124个村（社区）1.6万余名兜底保障对象
足不出户实现资格认证。

此外，资阳区纪委监委将所辖10个乡镇（街道、经
开区、黄家湖新区）划分为3个片区，开展交叉检查、联
合办案， 并对扶贫领域重大问题线索由区纪委监委直
查直办。目前，已立案31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2人、
诫勉4人、约谈1人，追缴资金117万余元，下发纪律检
查建议书3份。

� � �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彭展）记者今天从巴陵石化获
悉， 前三季度该公司节能降耗价值
5855万元，是年度挖潜目标的1.95倍，
其中节能价值3273万元， 降耗价值
2582万元。

今年以来， 巴陵石化在节能降耗、
降本减费上下功夫。公司明确和分解节
能降耗新目标， 各运行部统筹优化，提
升装置运行整体水平，推进各项指标创
行业最优。 节能方面，抓好煤气化装置
低温甲醇洗节能改造、己内酰胺装置蒸

汽系统优化等项目；降耗方面，有针对
性实施工艺调优、配方优化等措施。

该公司橡胶部将确保安全生产、
优化装置运行、做大产品总量作为节
能降耗的主要抓手。 1至9月，在同比
增产6700多吨的同时， 该部列入公
司考核的9项能耗物耗指标全部达
标， 节能价值1842万元， 降耗价值
1062万元，为公司提前超进度完成年
度节能降耗目标作出贡献。

课堂“小而美” 学习更有劲

衡山 大班额“消肿瘦身”

退休不退志 积极献余热

东安 老党员“为霞满天”

� � � �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雷小峰 曾翔 ）“脱
贫之后，如何拓宽致富路？金龟镇小伙
周劲雄办电商卖土特产日入上百元、
黄道兵大伯发挥传统手工竹艺月入
4000多元……”近日，在永兴县金龟
镇泉塘村扶贫政策宣讲会上， 该县
“8090后”宣讲队3名宣讲员用周边生
动的事例， 给群众讲述拓宽增收新路
子和办法。他们把“文件话”变为“家常
话”，把“普通话”译成“地方话”，让群
众听得进、弄得懂。

在基层，如何把党的理论、方针
政策等形象生动地向百姓传播，是
新时期宣讲员的新课题。 近年来，永
兴县把一批来自基层、 政治素质过
硬、理论水平较高、热爱宣讲的8090
后的青年干部凝聚起来，组建“8090
后”宣讲队。 这支100多人的队伍中
有单位、街道、村社区的青年骨干，还
有大学生志愿者、村官等。 为提高宣
讲队员的宣讲水平，该县不断给宣讲
队员“充电”，并对宣讲队伍进行跟踪
管理，建立健全学习培训、激励约束、

信息反馈、考核评价机制，推动理论
宣讲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

怎么把“精神食粮”更加通俗易
懂讲给群众听？ 永兴县一改过去“灌
输式”的宣讲方式，将宣讲主题的话
语权交给老百姓，由他们“点菜”出
题，即各村组结合自己实际情况，选
择1至3个主题上报，经统筹安排后，
按时由宣讲队员们上门来“答题”。
据了解，今年来，该县“8090后”宣讲
队已累计宣讲800多场次，受到广大
基层群众好评。

巴陵石化前三季度节能降耗5855万元
为年度目标的1.95倍

“文件话”变为“家常话”“普通话”译成“地方话”
永兴“8090后”宣讲队宣讲800多场次，受到基层群众好评

小面条 大产业
10月22日，蓝山县楠市镇楠市村，村民在晾晒面条。 近年，楠市镇依托传统面条产业，大力培育创业平台，通过改

良机器设备，加大金融扶持，推行技术创新，优化服务环境，使30余家手工面条加工作坊逐步完成机械化、规模化生
产，每天可生产面条2万余公斤，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黄春涛 李佳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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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不退志 积极献余热

东安 老党员“为霞满天”

课堂“小而美” 学习更有劲

衡山 大班额“消肿瘦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