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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唐红霞 曾晓蓉 ）当天领证，当天开
业， 这是湘潭私营业主倪小平的真实经历。
10月底，他在湘潭市“一件事一次办”综合系
统提交开店的申请后，当天就领到了营业执
照，高效的办事效率让他惊叹不已。

9月26日，湘潭市“一件事一次办”综合
系统正式上线，首批111项“一件事一次办”
改革事项可实现“一网通办”。“上线一个多
月以来， 系统运行良好， 已累计办件3.77万
件，群众满意率达98%。”湘潭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负责人说。

湘潭市积极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改革，
在省级目录100项基础上， 根据市域实际增
补11项，按照“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费
用”原则，编制“100+政务服务套餐”事项标
准文本和明白卡。本轮改革共取消证明事项
69项，减少各类申请材料3463件，压减办事
环节1377个， 压缩办理时间1992个工作日，

跑出了行政审批“加速度”。
据介绍， 该市在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

开发的“一件事一次办”综合系统实现了三
大突破： 事项规范化，111件办理事项在全
市各区县、 园区和部门实现事项名称、编
码、申请条件、申请材料、承诺时限完全统
一；情形引导智能化，可精准定位申请人需
求，形成“我的政务套餐专属定制明白卡”，
满足申请人个性化需求； 打破部门和层级
限制，部门之间协同作战、并联审批，实现
同一件事同一层级均可办、 同一件事不同
层级“无差别”办、同一件事跨部门跨层级
“协同办”。

此外， 湘潭市还在政府门户网站、“e潭
就办”政务APP、政务大厅自助服务终端等，
同步开通“一件事一次办”服务入口，通过
“网上办、就近办、指尖办、帮代办”等多种方
式，将服务触角延伸至各个角落，打通政务
服务“最后一公里”。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
讯员 陈金波 丁新楚 万亚东）10月30日，记
者来到临澧县天露泽水厂、道水河整治工程
施工现场， 投资17.2亿元的安全饮水项目正
如火如荼进行建设。据介绍，该项目建成后，
县城及周边乡镇20多万名居民将彻底告别
饮水不安全的历史。

临澧县高度重视民生问题。“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临澧县按照
“为民服务解难题”的要求，全面检视，对标
整改。他们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域，采取
“乡村夜话”、公布热线电话、召开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座谈会等方式收集意见和建议，最
终确定整改107个民生项目。

百余件民生项目涉及政务下沉、 污水治
理、产业帮扶、低收入群众帮扶等。为了尽快推
进项目落地，该县党政主要领导多次深入项目
现场调研，实地解决问题。在全县打响“百日攻

坚战”，实行一个项目一套班子，全面推进。对
民生项目经费实行优先预算、优先调度、优先
拨付，多途径筹措资金，确保不因资金问题影
响工作进度。坚持“特事特办、好事快办”原则，
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

为顺应群众期盼， 今年该县投入500多
万元，通过规范、新增停车泊位等方式，将车
位由原来1000多个增加至5000多个，县委、
政府机关停车场对外免费开放。 投入2.16亿
元，新修570公里农村公路，实现所有自然村
通水泥路。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大力推
进“厕所革命”，投入800多万元建成6000多
座无害化公共厕所。

目前，百余件民生工程已被列为临澧“一
把手”工程，临澧县委一旬一调度，督导抓落
实。临澧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今年能解决的
项目，年底前全部完工，不能解决的，也必须加
快进度，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 � �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记
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国庆
龙新林 刘晋宏） “搭帮县里
就业扶贫好政策，我也当上了
小老板。”11月4日， 记者来到
位于祁东县城的天华家政服
务公司，负责人周艳平正在忙
着安排员工上岗， 她激动地
说，自己脱了贫，也要帮助像
她当初一样贫困的姐妹。

今年38岁的周艳平，系祁
东县玉合街道何家村人。去年
9月， 她参加县人力资源就业
服务中心组织的免费家政服
务培训， 系统掌握了烹饪、养
老护理、卫生保洁等家政服务
技能，牵头成立一家家政服务
公司，已安排10余名贫困家庭
妇女就业。

目前，祁东县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力有39071人， 其中妇
女占一半左右, 她们希望能在
家门口就业。近年来，祁东县
把建档立卡贫困妇女劳动力
的就业扶贫，作为一项战略举
措来抓。县委、县政府出台相
关政策，县人力资源就业服务
中心牵头组织，从全县25个乡
镇（街道、管理处），挑选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妇女2671人，参
加家政服务、养老护理、育婴
师、 保育员等专项技能培训。
截至今年10月，全县已拥有13
家专业家政培训机构参与农
村贫困妇女劳动力培训。

为帮助贫困妇女走上工
作岗位，该县通过就业扶贫车
间就近就地安置妇女就业371
人。同时，开展“就近务工，建
设家园”“就业援助月” 等活
动，依托归阳工业园、衡缘物
流等产业园区新增就业岗位
6000余个。县人社部门还主动
对接200多家县内劳务公司，

与省内一些地方人力资源和社会部门签订劳
务协议，向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进行
劳务输出，多措并举实现了650名妇女贫困劳
动力就业。去年，祁东县被省政府授予就业扶
贫成效显著县和就业培训先进县； 今年4月，
人社部领导专程来祁东考察肯定了该县就业
创新工作。

湘潭

“一件事一次办”
跑出“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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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雷鸿涛 李夏涛
李林 杨娟）今日，怀化市7个民族乡共同迎
来建乡30周年庆典，这7个民族乡分别是：中
方县蒿吉坪瑶族乡，沅陵县火场土家族乡，洪
江市龙船塘瑶族乡、深渡苗族乡，辰溪县上蒲
溪瑶族乡、后塘瑶族乡、苏木溪瑶族乡。

这7个民族乡均成立于1989年。30年
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在上级党
委、 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7个民
族乡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尤其是实施精
准扶贫以来，7个民族乡上下同心， 全力脱
贫攻坚，依靠高山葡萄、民俗文化旅游、中
药材种植、稻花鱼、瑶乡山鸡等特色富民产
业，顺利完成脱贫任务。其中，蒿吉坪瑶族
乡贫困发生率由28.4%降至0.59%，火场土

家族乡贫困发生率由28.6%降至0.75%。
喜庆的锣鼓敲起来， 欢快的舞蹈跳起

来。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湖南省、怀化市
给这7个民族乡送来“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
国梦”的贺匾。当天，在中方县蒿吉坪瑶族
乡，身着民族服饰的瑶族同胞，表演了极具
民族特色的瑶山鼓、竹竿舞等节目。在沅陵
县火场土家族乡， 该乡桃坪界村村民表演
的敲打乐《土家打点子》，充分表现了土家
儿女过上美好生活的喜悦心情。 在洪江市
的两个民族乡，原生态瑶族歌舞、苗鼓、舞
龙等节目丰富多彩。在辰溪县3个民族乡庆
典现场，瑶族同胞表演的茶山号子、霸王鞭
等节目，瑶族文化韵味十足。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家住长沙市天心区青园街道湘园社区
的付耀，总是很忙，忙着组织和安排社区市
民大学的课程， 忙着走街串巷宣传党和国
家政策，忙着为困难群众献爱心、为老人送
温暖……付耀的忙，都离不开公益。从社区
热心人到志愿者，再到优秀志愿者，再成长
为首善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 付耀公益之
路走得很坚实。

“走上公益这条路的初衷是什么？”11月
初，记者见到瘦弱的付耀时，好奇地问道。

“是社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氛围感
染了我，我一个失地农民，能过上如今这样
衣食无忧的日子，要懂得感恩。”今年55岁
的付耀颇为动情地说。

付耀当过农民，做过银行的大堂经理，
还当过保安， 因拆迁安置住到天心区的农
民安置小区———青山小区。 自从入住青山
小区后，看着小区一天天变好，付耀也想尽
一点自己的力量。

于是， 她经常参与社区组织的志愿服
务， 成为大家公认的社区热心人。“我们社
区有什么志愿活动，付姐总是积极响应，后
来还帮着成立了社区红袖章协会， 在社区

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服务， 慢慢成了社区
志愿者的领头雁。”湘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徐
卫星告诉记者。

2018年1月2日， 付耀创办天心区首善
公益服务中心， 开展专业志愿服务。1年多
以来，该服务中心组织了上百场活动，吸纳
志愿者几百人，其中骨干志愿者50余人。

“付姐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公益，前段时
间检查出脑肿瘤， 她瞒着大家， 搞文明创
建、垃圾分类宣讲、老年课堂上课，一刻也
不闲，要不是瘦了几公斤，我追问她，她都
不会讲。”徐卫星感慨，“好在后来病情稳定
了，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

“付姐做公益，那真是一心一意，只要
社区有需要，她从不讲二话。在我们社区，
只要付姐一声吆喝，很多人都会来。”湘园
社区居民张凤艳被付耀感动， 成为付耀的
“粉丝”，也成为了社区的一名志愿者。

“每天奔波忙碌，没有累的时候吗？”记
者问。

“肯定也有累的时候，还有受委屈的时
候呢， 但每次服务对象一句谢谢、 一个笑
脸、一杯热茶，我就觉得很值得，人生嘛，总
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付耀说，自己会将
公益进行到底，把平凡的人生过得灿烂。

付耀：将公益进行到底
老百姓的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刘青丰

步入深秋， 双峰县溪口村一带依然郁
郁葱葱。 这里既是水府庙国家湿地公园的
库区水淹村，又是库区重点移民村。

“通过电商平台销售自己加工的腊制
品，有了经济来源，年底一定能脱贫摘帽！”
11月5日，溪口村新建组贫困户彭碧连一边
制作火焙鱼，一边介绍，通过参加移民部门
组织的各类培训， 她已成为做腊味的一把
“好手”。

近年来， 溪口村采取党员干部分片负
责的方式， 引导移民群众加入到产业发展
和开发上来。 一方面， 组建移民专业合作
社，建立与移民合作双赢的利益联结机制。
村民刘钢铃在合作社的指导下， 今年养猪

40多头、鸡200余只，年收入有望突破10万
元。另一方面，村支两委以整村推进项目建
设为契机，制定激励措施，由村集体组织农
用机械为村民耕田，提供技术和种苗，鼓励
村民发展生产。农户积极性高涨，把荒废的
田地和收割后的稻田进行整修，种上油菜，
丰收在望。

说起溪口村的喜人变化，村民感触最深
的是交通。村里筹集资金55.1万元，新修罗家
至大冲组村级主干道路3公里，硬化入组入户
公路1.1公里，实现家家出门有公路，移民群
众受益100%。 村民多年来出行雨天泥泞路
滑、晴天尘土飞扬的景象一去不复返。

不等不靠，主动作为。溪口村全力推进
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不仅改变了落后的
面貌， 还形成了拳头产业， 库区移民欢唱
“幸福歌”。

移民欢唱“幸福歌”

怀化7个民族乡庆祝成立30周年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刘立姣 易迎） 记者今天从湘潭市
民政局了解到，该市启动“‘童享未来’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试点”
项目， 将在全市34个村 (居 ) 探索建立
“1+1+1”(村儿童主任+社会组织+志愿团
队) 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模
式，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
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 不满
16周岁的农村籍未成年人； 困境儿童是指
未满18周岁，因家庭经济贫困、自身残疾、
缺乏有效监护等原因，面临生存、发展和安
全困境的儿童。据统计，湘潭市共有农村留
守儿童7000多人、困境儿童1万余人。

湘潭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童享

未来”项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农村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提供专业服务。 每个
试点村设立1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安排1个
社会组织为该村提供服务， 由该社会组织
派出1个志愿服务团队， 以儿童之家为阵
地，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提供稳定的个性
化、多样化、专业化的关爱服务。

“试点村遍布全市各区县，欢迎符合条
件的社会组织参与项目承接， 希望更多爱
心人士、 爱心企业参与到儿童关爱保护工
作中来。” 湘潭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湘
潭市将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指导，
对项目进展、 质量和成效进行动态监测和
抽样评估。 各区县将与项目承接单位签订
合同，明确服务内容和职责，并开展中期和
末期评审等。

湘潭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护航

巴溪洲景区
恢复开园
11月5日，长沙巴溪

洲生态旅游景区，市民在
游园赏景。今年7月湘江
洪峰过境期间，巴溪洲被
淹过半，洲上遍布淤泥和
垃圾。经过3个多月的恢
复工作，景区内道路及景
点已焕然一新，于日前恢
复开园。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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