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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胡永昌）1 月 6 日，记
者走访辰溪县城乡一些单位，党员
干部反映基层减负落到了实处，检
查考核大幅减少。“原来遇到节假
日，我经常加班准备迎接检查。如今
检查少了，休息时间可以好好陪陪
家人了。”县住建局办公室主任雷宇
说。

2019 年，怀化市落实中央和省
委决策部署，切实减轻基层负担，研
究制定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10条措施，并针对检查考核多、文件
多、会议多等问题，列出发文、开会
等年度计划。专门制定进一步精简
文件5条措施，建立限额管理和前置

审核等制度，并分别对县市区和市
直单位提出发文限额。

同时，怀化市下大力气，规范督
查检查考核等事项。严格执行督查
检查考核年度计划和审批报备制
度，向各级各部门开列文件、会议、
督查、检查、考核“五张清单”。并规
定凡是中央、省委未规定或未经市
委、市政府批准的，一律不得设置

“一票否决”事项，不得要求签订“责
任状”。

“镇里开会次数少了，
干部坐办公室的时间少了，
下村时间多了，为群众解决
问题的次数也多了。”洪江
市托口镇党委书记黄松柏

说，2019 年，该镇干部职工每月下
村都在 15 天以上，镇党委书记和镇
长每月走遍全镇所有行政村一次。
党员干部和群众打交道的次数多
了，解决问题更好更快了。

据统计，2019 年，怀化市市政
层面发文和会议比上年分别减少
40.7%和 50.9%；市政层面督查检查
考核事项控制在 28 项，比上年减少
88.9%；撤销已签订及拟签订的“责
任状”48项，比上年减少75%。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 通讯员 朱锋云）“多亏法院为我
做主，帮我挽回了损失。”日前，郴州市
北湖区安和街道雷大桥村交通民事受
害人贺某某，聊起自己被机动车撞伤、
在法院帮助下获得救助一事，对法院
充满感激。

2019 年初，贺某某被王某某驾
驶的机动车撞伤，法院判决王某某
民事赔偿4万余元，贺某某向北湖区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因王某某无
财产可供执行，贺某某不得已请求
司法救助。北湖区法院通过审查，决
定向其实施司法救助，发放救助金2
万元。

据了解，近年来，为破解案件执
行难，北湖区法院采取“三个一批”

措施，即专项处理一批、强制执行一
批、司法救助帮扶一批，以维护公平
正义，践行司法为民理念。该院利用
节日被执行人返乡之际，开展涉金
融案件专项集中执行等行动，仅
2019 年中秋节，就依法抓捕“老赖”
40 余人，促使他们与申请执行人达
成还款协议。

对拒不执行的被执行人,北湖区
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该拘留的
坚决拘留，情节严重的以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进行惩处。2019 年，发
布失信被执行人 1013 人次，限制高
消费4463人次，拘留260人次，判决
拒执案件5件5人。王某及其名下某
公司与周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判
决，王某偿还周某借款本金 334 万

元、利息 109 万元。法院依法查封王
某公司财产后，王某仍将公司的大型
客车、货车及设备等转移，拒不履行
已生效的判决。王某对法院的判决、
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且有转
移财产的行为，情节严重，被司法拘
留 15 日，并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缓刑一年。

对生活困难、且被执行人确实
没有偿还能力的申请执行人，北湖
区法院进行司法救助，让他们感受
到司法的温暖。2019 年，共向贺某
某、何某某等12名申请执行人，发放
司法救助金20多万元。

2019 年，北湖区法院共承办各
类执行案件 7756 件，办结 7400 件，
结案率达95.41%。

湖南日报 1 月 8 日讯（记者
彭婷）近日，湘潭市政府与长沙银行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联
手打造智慧湘潭统一支付平台，为
数字湘潭发展赋能。

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6 年，湘潭市布局实施新型智慧
城市建设项目，开启“智慧湘潭”建
设步伐。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湘潭

市决定打造统一的智慧湘潭项目支
付平台，希望通过平台的搭建，实现
信息共享、用户互通，用技术手段提
升政府金融管理的现代化水平、提
高中小企业的融资效能、实现便民
利民的治理目标，并获得统一支付
聚合产生的数据增值效益。

长沙银行统一支付平台目前服
务的政府机构、公司和商户超过 15

万家，在智慧政务、教育、社区、医
疗、出行等场景积累了丰富的智慧
城市建设经验。依据协议，湘潭市将
联手长沙银行，把智慧湘潭统一支
付平台打造为无排他性的开放平
台、适用所有支付方式的统一支付
网关、更为科学合理的现金管理系
统和产融合作平台，让智慧湘潭项
目的支付更为便捷、有效、安全。 宁乡“网红”

直播卖特产
198名志愿者吆喝赚来 75

万余元

湖南日报1月 8日讯（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唐亚军）“老铁们，今天给大家‘种草’的是正宗乡里
土鸡，肉质鲜美，口感绝佳……”近日，在抖音直播
镜头前，宁乡网红“八路哥”卖力地向网友们售卖贫
困户家中的土特产。这位网红“八路哥”是宁乡市网
络文明志愿服务分队的队员。每到秋收季节，这支
队伍都会用视频直播、公众号推广等“拿手好戏”帮
贫困户售卖特色农产品。

“自从有了网络文明志愿服务分队的志愿者，我
的农产品销售量成倍增长。”贫困户张嗲嗲坐在镜头
外面看着自己的产品销售一空，笑得合不拢嘴。

据悉，宁乡市网络文明志愿服务分队自 2017
年4月成立以来，已吸引198名网络平台负责人入
队。为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志愿者们主动开展
消费扶贫，打造“微爱集市”公益品牌，通过各大网
络直播平台，为贫困户销售土鸡、黄桃、怀药、竹笋、
水鸭等特色农产品，2019年累计销售额达 75万余
元，进一步激发了贫困户的内生动力。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彭婷
通讯员 胡飞云）今天一早，湘潭市岳
塘区东坪街道联合村38岁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张国星来到湘潭发宇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一天的工
作。通过岳塘区“户帮户亲帮亲、互
助脱贫奔小康”帮扶活动，张国星实
现了“在家门口找工作”的“微心
愿”。

“我希望在家门口找一份合适
的工作。”2019年5月，在岳塘区“户
帮户亲帮亲、互助脱贫奔小康”帮扶

活动中，张国星讲出了自己的“微心
愿”。他因身体残疾，找工作处处受
限。由于妻子身体不好，女儿正在
读小学，还有年迈的父亲需要照顾，
急需就近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

了解到张国星的“微心愿”后，
岳塘区相关单位和社会爱心人士为
他多方奔走。在东坪街道、联合村
积极争取下，驻街企业湘潭发宇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他伸出了

“橄榄枝”。
到岗后，张国星格外珍惜这份

工作，谦虚请教、认真学习，很快掌
握了工作要领。如今，他只需几分
钟就能制作出一根1米长的丝杆。

据了解，2019年5月至今，岳塘
区共有 77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

“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贫奔小康”活
动，实现了“想要一个书包”“想买一
个轮椅”“希望将家里的土鸡销售出
去”等“微心愿”。岳塘区文明办、团
委、妇联、人社等多部门联动，并整合
社会资源，入户解难题、送温暖，共为
贫困户实现“微心愿”189个。

澧县人民医院
开启“日间手术”新模式

湖南日报1月8日讯（通讯员 倪莉 记者 肖洋桂）
“没想到昨天做手术，今天就可以出院了!”1 月 7
日，家住澧县梦溪镇的胡先生接受关节镜手术后顺
利出院，对澧县人民医院开启的“日间手术”新模式
赞不绝口。

1月 1日，56岁的胡先生来到澧县人民医院骨
科就诊，诊断患有“膝关节半月板损伤”。接诊医生
精准评估，为他预约日间手术。1 月 6 日，胡先生如
约来到医院接受关节镜手术。经术后观察、出院评
估，7日上午，胡先生顺利出院。

据介绍，此类手术患者按常规方式，平均住院
7天左右。“不用提前来医院排队，一来就直接做手
术，节省了时间，也省了不少钱。”出院后，胡先生向
亲友介绍这次就医经历。

澧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杨志祥介绍，日间
手术是医院新推出的服务模式，在1至2个工作日内
完成从入院、手术到出院的诊疗过程，具有省时、省
钱、高效等特点。目前，声带息肉切除术、黄斑病变眼
内治疗术等4个病种纳入了日间手术实施范畴。

澧县保护农民工
合法权益

去年为外出务工人员挽回
损失2700万元

湖南日报 1月 8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万传文 李泓仪）1月 7日，澧县小渡口镇出草坡村
村民金华，收到从广东江门市艺广装饰装修公司转
来的 41500 元工资款。看到银行短信提示，他激动
地说：“多亏了维权办，拖欠近两年的血汗钱终于到
手了。”

金华是一位泥瓦工，2018 年来到江门市艺广
装饰装修公司务工。一直以来，该公司以房地产企
业未结清工程款为由，只支付生活费等日常开支。
2019年 12月中旬返乡后，金华便向澧县人社局反
映，想不到10多天后就要回了拖欠的所有工资。

近年来，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澧县人社
局专门成立外出务工人员维权办，为他们发放服务
卡，提升维权意识。并对疑难案例，采取一案一策和
外出维权的方式，极大地保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
益。据统计，2019 年，澧县人社局累计受理拖欠工
资、工伤、工亡赔偿等各类维权案件447起，为外出
务工人员挽回赔偿金及拖欠工资2700万元。

专项处理一批 强制执行一批 司法救助一批

北湖区全力破解执行难

怀化市基层负担减轻了
2019年发文、检查、会议比上年大幅减少

湘潭与长沙银行合作

联手打造智慧湘潭统一支付平台

岳塘区为77户贫困户实现189个“微心愿”

消费扶贫 助力增收
1月7日，长沙市岳麓区府中路广场，市民和企

业爱心人士正踊跃购买来自龙山县的脐橙和 柑。
当天，长沙市设置3个爱心采购点，开展为期10天
的对口帮扶龙山县农特产品消费扶贫活动，众多爱
心人士、热心市民专程前来购买蜂蜜、生态大米、糍
粑等农特产品，助力该县产业发展及贫困户增收。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扶贫印记

民营小企业
帮扶大平台

1月7日，永州市零陵区石山脚街道雷泰电器厂，唐钦玲等23名贫困村民入职上
岗。2015年以来，该区因地制宜发展民营小企业1100余家。2019年全区民营企业安
排贫困人员就业达1.25万人次，其中，结对帮扶贫困户6500余人。

杨万里 陈斌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唐曦
聂沛）1 月 7 日，衡阳市十五届人大
七次会议会场上，5 位身披红色绶
带的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和优秀

“衡阳群众”成为一道靓丽风景。这
是该市人大会议首次邀请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和优秀“衡阳群众”列
席。

“以前都是在电视里看市人大
开会，想不到能亲身感受人民当家
作主的具体过程，参政议政，见证新
年发展蓝图出台，我感到很荣幸。”

“湖南好人”唐小健说。
衡阳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邀请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和优秀
“衡阳群众”列席会议，有利于带动
社会崇德尚善，具有很好的示范效
应，为衡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建
设最美地级市聚集力量。

当天上午，道德模范等列席人
员与人大代表一道聆听《政府工作
报告》，他们还带来了加强衡阳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的意见，请市人大代
表向大会提出建议。

营造崇德向善社会氛围

衡阳 邀请道德模范列席人大会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彭展 祝稳）1月 3日，随着两
艘水泥趸船被拖上洞庭湖岸，巴陵
石化位于岳阳市七里山高架桥下的
两艘水泥趸船的拆解报废工作顺利
完成。这是该公司强化环保治理，以
实际行动守护长江和洞庭湖“一江
碧水”的新行动。

巴陵石化北倚长江，西接洞庭。
2018年，该公司发布创建绿色企业
实施方案，明确以创建“清洁、高效、
低碳、循环”的绿色企业为主线，切
实抓好长江大保护，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持续提升清洁生产水平，

确保 2020 年完成绿色企业创建。
他们坚持以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
为重点，列出创建绿色企业的 113
项任务、52 个节能节水及环保项目

“清单”，强化源头减排、过程管控
和末端治理，实行全过程、全员治
污减排，推行清洁生产，倾力守护

“一江碧水”。近 5年，该公司水污染
防治专项投资超过 2 亿元，外排废
水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2019年11月，巴陵石化还拆除
一座位于长江北尾段大堤河道内的
综合楼，实施植树种草复绿工程，恢
复长江岸线生态功能。

巴陵石化 守护“一江碧水”
近5年专项投资过2亿元，外排废水实现

稳定达标排放

湖南日报 1 月 8 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少波）近日，双
牌县打鼓坪乡打鼓坪村村民冯长
梅，打电话告诉在外打工的儿子儿
媳，家里有了水冲式卫生厕所。冯
长梅家以前用的是旱厕，既不卫生
也不安全，儿媳 5 年前回家上厕所
时摔了一跤，心里阴影让她多年不
愿回家。

近年来，双牌县大力推进“厕所
革命”。加大示范力度，推广以新式
玻璃钢一体化化粪池、水冲式卫生
厕所为主卫生厕所。茶林镇金星村
不少村民认为不需要改厕，通过在

4 组村民顾善林家试点，大家切身
感受到改厕带来的好处，卫生厕所
很快普及。加快自来水等配套工程
建设，让建好的水冲式卫生厕所不
成为“摆设”。去年，该县五里牌镇为
红福田村等接通自来水，村民改厕
后，立即用上了干净卫生的新厕所。

该县还加强现场督导、定期通
报、常态化约谈等，及时发现“厕所
革命”相关问题，解难题 ，确保“厕
所革命”有序推进。到目前，全县共
改建无害化厕所17401个。2019年，
该县完成农村改厕6199户，占省定
任务数的123.4%。

双牌 大力推进“厕所革命”
2019 年，全县农村改厕 6199 户，占省定

任务数的123.4%

湖南日报 1 月 8 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陈杰 黄蔡芬）1
月 6 日下午，记者在常德高新区湖
南响箭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看到，该
公司混凝土泵车生产线开足马力，
正赶制一批千万元订单。2019 年，
鼎城区以常德高新区为主阵地，大
力推进工业转型升级，预计全年完
成工业总产值 355 亿元，其中规模
工业总产值 305 亿元，比上年分别
增长24.5%、15%。

据了解，鼎城区通过招商引资
精准化、对外推介多样化、跟踪服务
优质化，营造全民招商良好氛围。
2019 年 ，园 区 新 签 约 合 同 引 资
262.61 亿元，新引进工业项目 42

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34 个。全年
新开工工业项目 48个，其中亿元以
上项目 22 个；新投产工业项目 35
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4个。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鼎城
区加强要素保障，强化科技创新、人
才支撑和企业帮扶。2019 年，该区
全社会研发投入达 12.2 亿元，比上
年增长 62.7%；减税降费 3 亿元，普
惠面达到 92%以上；出台常德高新
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10条硬措施，
建立中小企业服务平台，设立产业
发展基金 5 亿元，提供担保资金
1.33 亿元。同时，深化“放管服”改
革，全面落实“最多跑一次”“一件事
一次办”，推动了工业经济的发展。

鼎城区 工业经济发展迅猛
预计2019年完成工业总产值355亿元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见习记者
王梅 通讯员 袁成龙 蒋境）1月7日
下午 3 时，一场别开生面的欢迎会
在耒阳市举行，众多跑友共同见证
两名耒阳籍男子，成功挑战 500 余
公里的“超级马拉松”，5天4夜从东
莞跑回耒阳的喜悦时刻。

这两名运动达人分别名叫杨海
松、雷志明。杨海松是耒阳市武术协
会会员，雷志明是耒阳市马拉松协
会会长，两人平时都酷爱跑步。

“起初是为锻炼，之后便渐渐爱
上了长跑。”50 岁的杨海松坦诚地
说。雷志明在2015年完成从东莞骑
行到耒阳的挑战，2017 年开始，杨
海松与雷志明尝试参加各类马拉松
比赛，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2017 年，雷志明萌发了跑步
“回家”的想法。后因为多种原因，计
划没有实现。

2019 年 9 月，耒阳市马拉松协
会成立，雷志明被推选为协会会长，
被搁浅两年的“超级马拉松”计划又
慢慢地在雷志明的内心重新点燃。
雷志明将自己的计划告诉杨海松，
俩人一拍即合。

2020 年 1 月 2 日一大早，雷志

明、杨海松换上长跑装备，背上装有
换洗衣物、水、药品及基本补给品的
越野包,来到起跑点——东莞市石
排镇人民政府。当时，有数 10 名跑
友拉着横幅为他们加油打气。

“沿路奔跑，感觉自己跑过的都
是风景。”雷志明兴奋地说，他们每
到一个有特色的地方，都要拍照留
存。他们一路基本上是沿着国道奔
跑，由于路况好，每天都能按计划跑
完 120 公里。沿途城市的一些跑友
知道后，都会陪他们跑上一程。

也有不顺利的时候。1 月 3 日
早上 10 点吃过早餐后，他们继续
他们的长跑之路，可由于导航路线
规划错误，跑进了山里，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又冷又饿又累。当时，他
们有点泄气，甚至想到了放弃，但
最后还是选择坚持。饿着肚子跑了
几十公里，直到下午 6 点多才找到
一家饭店。

1 月 7 日下午 2 时许，两人在
107 国道耒阳段，与前来迎接的 10
余位耒阳市马拉松协会跑友会合，
沿着 107 国道、耒阳市五一中路跑
向终点，最终在下午 3 时许抵达终
点——耒阳市体育运动中心。

挑战500公里“超级马拉松”

耒阳 两男子从东莞跑步“回家”

碰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