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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王育英

走进省民政厅规划财务处办公区，过道墙
上设有一个大大的“积分红黄榜”，支部每名党
员全年的积分在上面一目了然。积分管理使同
事之间有了“看得到、算得清、比得着”的量化指
标，促使学有榜样、做有方向、评有标准。近日，
在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组织的第二届党建创
新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和表彰会上，省民政厅规
划财务处党支部获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方面”十佳案例，成为湖南省唯一被表彰的优
秀案例。

省民政厅规划财务处负责部门预决算、机
关会计等财务工作，同时承担着全省民政规划
编制、资金管理、项目监管、数据统计、脱贫攻坚
等工作，工作质量的高低关系全省民政工作的
好坏。如何以党的建设引领和带动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破解基层党建中存在的活动组织难、作
用发挥难、准确评价难等问题，是该支部在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边学边改的
着力点。

“找准从严管理党员的突破口，探索出一条
既契合自身实际，又能激发党员内生动力且长
期管用的积分管理好路子。”在该支部过组织生
活的厅党组书记、厅长唐白玉跟支部委员们一
起谋划。去年以来，该支部紧扣“全、细、严、硬”
四字，创新开展量化积分管理，构建基础分、履
职分、奖励分和负面分（反向扣分）的综合考核
体系，以基础分“铸魂”，凭履职分“立根”，用奖
励分“赋能”，借负面分“纠偏”，动态管控，严格
考评流程。

党员积分评定按照“报绩、算绩、评绩、定
绩、晒绩”五个步骤进行。他们明确支部书记为
第一责任人，支部纪检委员对积分全过程进行
监督，支委会组成考核小组，按照“一人一表、一
事一记、量化积分、动态管理”的原则，对党员申
报积分事项和积分进行计算核实。在常规积分
管理的基础上，还增加事前听取意见和事后总

结反馈环节，既从形式上、更在实质中丰富积分
管理体系，形成工作闭环，实现参与全覆盖、考
核全方位、过程全公开。

公开张榜“晒绩”。规财处党支部定期将积
分在党务公开栏中公示，同步通过党建微信群
推送，设立积分红黄榜，对得分90分以上的党
员予以红榜公示，在评优评先和选拔任用干部
中重点考虑；对得分70分以下的党员予以黄榜
警示，专门约谈并限期整改。

积分红黄榜作为党员管理教育的“提示
牌”，破解了“干好干坏一个样”，它如同一面镜
子，时刻提醒党员们牢记使命、奋勇争先，做到
服务机关、服务基层、服务大局更加精准。该处
牵头“十三五”规划实施和“十四五”规划编制，
推动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在
2019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作了典型经验交
流。近两年来，该党支部有6名党员被推荐提拔
使用，3名党员被表彰为“优秀党员”，1名党员
获评“全省会计领军人才”。

湖南日报12月9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杨田风）2020年春运将于1
月10日开启。为满足高铁客流出站转乘
需求，高铁娄底南站于近期开通网约车
专属通道，旅客和网约车司机可在专属
通道约定乘车。这是我省继长沙南站后，
第二个开通网约车专属通道的高铁站。

以往，旅客乘高铁出站后，如需转乘
网约车，需与网约车司机约定地点乘车。
由于大部分高铁站客流多，上车地点容
易违章或者难以寻找，极大影响了乘车

体验。
娄底南站与滴滴出行此次联合开通

了网约车专属通道，旅客出站后步行百
米即可抵达该通道，车站负二层还设有
网约车专用停车位，供网约车司机临时
停车。

高铁旅客到站后，使用滴滴出行
APP，系统会自动推送网约车专属通道
定位，并展示步行实景图，旅客只需按导
航步行即可抵达指定上车点，可有效提
升司乘出行效率、减少安全隐患。

高铁娄底南站开通网约车专属通道
为全省第二条高铁站网约车通道，旅客出站

后步行百米即可抵达

湖南日报12月9日讯（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曾青青）“消费扶贫·爱心
助农”2019 麻阳冰糖橙长沙推介活
动 7 日正式启动。现场，麻阳“1+1+N”
的区域公用品牌战略正式发布，采购
商签署了 2200 万元麻阳冰糖橙采购
协议，扶贫小店“麻阳扶贫馆”正式启
动，社会各界共推麻阳冰糖橙走向大市
场。

作为麻阳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项目建设服务商，惠农网CEO申斌在现
场发布了麻阳“1+1+N”区域品牌战略，
第一个“1”为麻阳冰糖橙单品区域品
牌，第二个“1”为县域公用品牌，旗下涵
盖麻阳“N”个特色产业，包括麻阳黄

桃、猕猴桃、小籽花生、麻阳白鹅等。
“湖南扶贫小店”是在省商务厅、省

扶贫办指导下开发的社交电商平台，在
贫困地区有效实施电商精准扶贫、助推
农产品上行。在本次活动中，扶贫小店

“麻阳扶贫馆”正式启动。
活动由麻阳苗族自治县政府、长沙

市芙蓉区政府主办。麻阳苗族自治县副
县长吴志勇介绍，麻阳是湖南省11个深
度贫困县之一，冰糖橙产业已成为当地
扶贫支柱产业之一，畅销国内外200多
个大中城市。芙蓉区副区长黄金国表示，
作为对口帮扶麻阳脱贫攻坚工作的单
位，芙蓉区将重点推进冰糖橙品质提升
扶贫产业项目建设。

湖南日报12月9日讯（记者 严万
达 通讯员 黄崇县 杨雄春）今天上午，
在蓝山县湘江源头，民间河长林定亮与
村级河长詹湘民一起巡河。永州市水利
局负责人说，该市实行“双河长制”，守护
着一江碧水。

近年来，永州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坚持共建共
治共享，在全省率先推行“双河长制”治水
模式。市、县、乡三级河长办均设民间河长
办，并成立县、乡民间河长行动中心，招募
241名社会志愿者担任民间河长。将河长
制与村民自治、精准脱贫工作相结合，全
市各沿河行政村均制定河长制村规民约，
优先选择贫困户担任护河员、护水员、护
库员。全市主要河流各由一名“官方河长”

“民间河长”共同守护，设定每周六为“民

间河长”行动日，开展“双河长制”进“百校
千村”活动800余场。

永州市“双河长制”形成了人人守
河、护河、爱河的良好氛围。今年1至10
月，全市民间河长累计巡河2600余次，
里程 1 万余公里，涉河涉水 460 余个问
题得到解决，推动一大批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与整治、城乡污水处理厂建设和黑
臭水体治理等项目实施。全市 188 条乡
村样板河流实现“水清、河畅、岸绿、景
美”，创建省级美丽河湖2条。

永州市“双河长制”获评全省第三
批生态文明改革创新案例，并被国家水
利部提名为“十大基层治水经验”之一。
今年前三季度水环境质量“国考”中，永
州市位列全省第一、全国地级市排名第
13位。

永州“双河长制”推进河湖“长治”
被水利部提名为“十大基层治水经验”之一

麻阳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发布
扶贫小店“麻阳扶贫馆”正式启动，2200万元

冰糖橙采购协议签署

12月6日，沅江开湖航道响水坎航段，大功率推轮助航上行船只。进入枯水期，该航段水位降
低，给船舶的航行带来一定困难。11月下旬以来，为帮助船舶航行，沅江市水运事务中心在该航段
向广大船户无偿提供助航作业，确保该水域无航道堵塞、无船舶滞留、无较大及以上水上交通事故
发生。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邓晶琎 摄影报道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党员管理“小积分”
激发党建“大活力”

公益助航渡险滩

常德廉洁教育
进校园

湖南日报 12 月 9 日讯（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罗玲 姚智慧）“怀清明之
志 ，扬 清 廉 之 风 ”“ 清 正 在 德 ，廉 洁 在
志”……12 月 6 日，常德市武陵区育英
小学书法室里翰墨飘香，参加教学比武
的老师凝神静气地书写廉洁主题作品。
一幅幅遒劲有力的书法作品，表达了教
师对“廉洁”的深刻理解与敬畏。今年下
学期以来，常德教育系统开展廉洁教育
进校园活动，打造廉洁教育新常态，营
造了浓厚的廉洁文化氛围。

开展廉洁教育进校园活动，常德市
教育局提出四个“严禁”：严禁以任何方
式索要或接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
礼金等；严禁参加由学生及家长安排的
宴请、旅游、健身休闲等娱乐活动；严禁
让学生及家长支付或承担应由教师或
亲属承担的费用；严禁利用职务之便谋
取不正当利益。为做到常警常醒，常德
对违规接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礼品礼金、
在职教师违规补课等违反教师职业道
德行为，进行不定期检查和专项整治。
截至目前，常德教育系统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 24 人，组织处理 30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