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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通讯员 陈红军 吕继
勇 谷名雄 记者 颜石敦）7月18日，记者在宜章
县梅田镇龙村看到，村务公开栏上贴着一份“网
格化+户积分”公示表。公示表对村民热心公益、
讲究卫生、移风易俗等文明行为进行加分，对违
法乱纪、阻碍工程、破坏环境等不文明行为进行
扣分。龙村第一网格员邝孝林说，“网格化+户积
分”管理新机制增强了村民讲卫生、讲文明的自
觉性。

宜章县现有266个村（社区）。近年来，为破
解基层“谁来治”“怎么治”“治什么”的难题，该县
在强化基层组织建设的同时，积极探索推行“网
格化+户积分”管理机制。该县把 266 个村（社
区）划分为1800多个网格，采取自荐、推荐、党小

组考察、党支部把关的方式，挑选党员、组长、后
备干部、好人协会成员、致富能手、回家创业青年
等担任网格员。大到治安，小到邻里纠纷，以及
家门口的垃圾等，网格员都要管。

同时，依托网格大力推行户积分管理。以户
为单位建立积分台账，把村规民约作为基本遵
循，网格员从遵纪守法、互帮互助、创业致富、热
心公益、环境卫生、家风文明等方面，对村民进行
考核，根据其表现打分，可用积分兑换物资。“这
个户积分管理好，一事一记录、一月一公示、一季
一兑换、一年一评优，积分累计到一定程度还有
物质奖励。”宜章县关溪乡东源村党支部书记陈
斌说，去年村里评出户积分 2865 分，兑换奖励
2.8万余元。户积分排名前列的43户村民，被评

选为“十星级文明户”。
服务在网格中得到加强，群众在网格中互帮

互助，民情在网格中得到反映，纠纷也在网格中
得到化解。宜章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首
弟阳介绍，“网格化+户积分”管理机制激发了
广大群众比学赶帮超积极性，全县形成了做好
人、讲文明、树新风的浓厚氛围，社会风气进一
步好转，党群关系进一步融洽。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
员 周耀军 杨万里)“我与王军是邻居，因为宅基
地排水问题发生纠纷，几乎要动拳动棒了。村里
调解员唐铭阳得知情况，调来一台挖机，整出一
条排水沟，将排水问题解决了，也化解了我们两
家的矛盾。”7月15日，谈起村里调解员唐铭阳，
永州市零陵区大庆坪乡楠木山村村民唐顺民称
赞不已。

零陵区积极开展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试点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围绕“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目标，推
行“党务村务民主协商监督月例会”、网格化服
务等一系列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取得较好效

果。
该区以党建引领，率先把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纳入“网格化”管理，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
“排头兵”。建立党务村务民主协商监督治理月
例会制度，构建集“议事、商事、监事”于一体的村
民自治体系。成立村治安保卫委员会，与农村辅
警站合署办公，治保会成员由村义警、网格员、联
防长、治安积极分子、治安志愿者等组成，佩戴全
区统一的“红袖章”。组建由老干部、老党员、老
教师、老组长、热心老人等担任义务调解员的民
间调解队伍，充分发挥他们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
作用。

目前，该区所有村和社区均建立了人民调解

委员会，共有近2000名“五老”人员
担任调解员。今年上半年，全区“五
老”人员参与调处矛盾纠纷2100余
起，化解 2022 起，调处成功率达
96%。该区 334 个村（社区）还组
建了辅警义警队伍和治保会，发
展各类志愿者 2.2 万人，其中党
员志愿者占 50%以上。全区社
会治安发案率、信访量等均减少
20%以上，连续 4 年被评为省、
市综治工作先进县（区），还获
评全国第四届加强和创新社
会治理先进县（区）。

一事一记录、一月一公示、一季一兑换、一年一评优

“网格化+户积分”解基层难题

人民调解委员会，村村都有
社会治安发案率、信访量等均减少20%以上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员 谢静雅）近日，长沙市发布2020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标准公告。

就单位及职工缴费标准，公告明确，
2019 年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
均工资为 5054 元，以此作为 2020 年度社
会保险缴费基准值，按月 15162 元设为上
限，下限继续执行 2019 年个人缴费基数下
限标准，即月2859元。社会保险信息系统将
根据职工2020年缴费工资申报情况，统一进
行调整补差。

就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标准，公告明确，
2020 年度长沙市灵活就业人员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由参保人员在缴费基数基准值56.57%

至 300%之间自愿选择缴费档次，缴费比例为
20%。

2020 年度长沙市灵活就业人员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以缴费基数基准值的 60%为缴费基
数、缴费比例为5.6%，另加大病医疗互助一年130
元。

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2020 年缴纳
基本养老保险费确有困难的，可自愿暂缓缴费，
不需履行申请手续。2021 年底前补缴 2020 年
未缴费月度的，缴费基数在 2021 年全省个人缴
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缴费指数以
2021 年度缴费基准值为基数计算，缴费年限累
计计算。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记者 王文）7月22日，长
沙晴空万里，空气清新通透，位于雨花区沙湾路与杜
花路交叉口东北侧的“湘安嘉园”项目正在紧张施工，
工地上干净整洁。“湘安嘉园”是长沙市住建局重点打
造的100个绿色施工工地示范项目之一。

走进工地大门，可以看到在线扬尘监控系统，上面
实时监控并显示工地的 PM2.5、PM10、噪声等数据。

“PM2.5等数值一旦超过设定限制，工地喷淋设备就会自
动启动。”项目负责人介绍，为积极响应长沙打赢蓝天保
卫战的号召，该项目针对扬尘进行重点控制，达到精准降
尘。

施工场内塔吊、工地外围墙、基坑围挡四周，均设置
了雾化自动喷淋系统，对现场进行降尘。施工现场易起
尘区域定点设置雾炮机降尘，施工道路每天安排专人洒水
冲洗，做到湿法作业，施工门口设置自动洗车机对出入车

辆进行冲洗。
2018 年，长沙市住建局牵头研究出台了

《长沙市施工工地扬尘防治通用规范》，全面
构建“8 个 100%”扬尘防治体系。同时，持续
保持工地扬尘防治监管执法高压态势，已依
法依规对 175 家责任单位进行行政处罚。近
3 年，全市共创建绿色施工工地 733 个，组织
观摩绿色示范项目 100 余个，示范带动效应良
好。

今年来，为打赢蓝天保卫战，落实市委、市政
府要求，长沙市住建局重点在建筑工程转运车辆、
线性工程扬尘、混凝土搅拌厂和搅拌车等3大板
块进行专项整治，通过制定标准、加大宣传与日常
执法力度，建筑工地 PM2.5、PM10 指标逐年下
降，施工环境持续向好。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刘
飞 周鹏）7月16日，邵阳县五峰铺镇田东村种粮大
户赵延华种植的300亩早稻田里，2台收割机来回穿
梭。不到10分钟，就收割完2亩稻田，收割好的稻谷
马上转运到田埂边的货车上，稻草则被打碎回填到
田里做肥料。

今年，赵延华种植2000多亩早稻，全部实行机
械化耕作，早稻产量平均每亩500公斤。“政府把惠
农政策落到实处，我们有责任把粮食生产抓好。看
着粮食一车车收编入库，我们感到很幸福。”赵延华
说。在政策激励下，赵延华水稻种植面积从最初的
72亩发展到现在的3700亩。

下花桥镇大观村，种粮大户王竹生正在调派2台收割
机收割早稻。65岁的王竹生，今年种植1200亩早稻，这是
他第一次种植水稻。刚开始，他怕种不好，每天都在田里
转。后来，该县农业农村局派了专职技术人员指导他种
植，免费进行病虫害防治。现在，稻谷丰收在望，他的脸
上绽放着笑容。

据悉，为进一步加大粮食生产力度，邵阳县按照
“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总要求，今年整合3000万元
用于粮食生产，实施“压单扩双”，将50亩以上的双季
稻大户奖补资金提高到每亩540元，同时在病虫害防
治、农机购置上给予一定补贴。如今，邵阳县28.02
万亩早稻正在收割，预计产粮12.6万吨。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通讯员 黄新 记者 蒋
茜)仲夏时节，果蔬飘香。7月16日，新田县龙泉镇东
升农场蔬菜基地，豆角、辣椒、葡萄等挂满枝头，工人
们穿梭其中，忙着采摘时令蔬菜，田间地头呈现一派
丰收的景象。

来自贵州的徐波海目前在农场从事蔬菜转
运工作。他驾驶着三轮车，将一筐筐码在机耕
道上的蔬菜装上车厢。徐波海介绍，基地里的
果蔬长势喜人，农场已连续几天增派人手到菜
地里抢收蔬菜。新鲜的蔬菜采摘下来后，将集
中运到包装车间，经挑选、打包、冷藏处理后，发
往各地市场。

“现在基地仅茄子、南瓜、豆角、辣椒等品种，

每天都要采摘 50 多吨回来。销售这块，每天
有 30 吨蔬菜发往香港，其余的销往武汉、长
沙、上海等地的大型超市。”东升农场负责人
刘道忠说。

东升农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菜篮子”
供应基地，位于美丽的金陵水库下游，这里
四面环山、空气清新、生态良好。目前，东
升农场完成土地流转面积6500余亩，基地
蔬菜严格按照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操作，
质量安全实行溯源追踪，其产品通过了

“三品认证”。农场常年聘请员工就有
600余人，年产蔬菜1万余吨，带动周边
2200多位农民就业。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记者 龚
柏威 通讯员 周静 姚瑶 张志勇)7
月 22 日 23 时 30 分许，南县浪拔湖
镇红堰湖村防汛巡逻队员查看本轮
汛期中堵过的沙眼，查至该村东洲
堤段一块水田时，发现原已处置过
沙眼群险情的堤脚水田内，耕种土
层整体上浮，散浸区域长约150米、
宽约 20 米。这是一个重大沙眼流
土险情，危及垸内2.4万余名群众安
全。

接到险情报告，南县防汛抗旱
指挥部立即组织人员、物资，赶赴现
场。益阳市、南县两级领导和水利
专家也赶来现场，紧急会商，果断决
策，采取间隔5米开挖导浸沟，在距
堤脚20米处筑反滤围井，围井内铺
设土工布，然后用砂卵石压实导渗
的方式进行处置。

镇村干部、党员群众立即行动，
在 400 平方米水田内筑围、铺设土
方布、开挖浸沟、填埋砂卵石。但当
地劳动力不足，紧急时刻，各方驰
援。23 日凌晨，国家应急管理部森
林消防局驻南县 150 名抢险队员，
南县经开区、县公安局集结 300 余
人，省消防救援总队调派长沙支队、
益阳支队160人，相继赶来增援。

参与现场处险人员达到 1000
余人，调用大型运输车辆15台、铲车
3台、挖机6台、手扶拖拉机30台，砂
卵石8000多吨，耗用编织袋3万多
个、土工布 4500 多平方米。截至 7
月 23 日 20 时，险情得到基本控制，
现场处置工作仍在进行。

长沙明确2020年度社保缴费标准
缴费基准值为每月5054元

示范带动效应好

长沙施工环境持续向好

奋力抗旱

7月22日，嘉禾
县行廊镇定里村，村
民 在 抽 水 灌 溉 农
田。入夏以来，该县
持续高温，降水总体
偏少，部分乡镇出现
灌溉用水困难。连
日来，当地积极采取
有效措施，启动抗旱
设备，加强农作物浇
水保苗，扩大灌溉面
积，力争把旱情影响
降到最低。

黄春涛 摄

防汛处险

7 月 23 日 早
晨，处险人员在紧
急抢险。当天凌
晨，南县南鼎垸浪
拔湖镇红堰湖村发
生散浸归总险情。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立即组织人员、物
资紧急处置。截至
7月23日20时，险
情得到基本控制。

周旸 摄

邵阳县28万多亩早稻忙收割
预计产粮12.6万吨

每天30吨发往香港

新田果蔬丰收农民乐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马如兰 周磊 通讯员 范永萃

风卷江湖雨暗堤，荆江声作浪涛
翻。7月19日，长江流域再降暴雨，地
处一江一湖咽喉地带的岳阳监狱，沉着
迎战汹涌洪峰。

岳阳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彭锋介
绍，自启动防汛以来，监狱18.87公里防
汛大堤上，1 部 3 所 56 个党（团）支部，
513 名党员、648 名监狱警察职工日夜
坚守在大堤上。

用脚丈量出来的安全，放心

7月19日9时许，记者进入长江大
堤岳阳监狱段，几个黑衣汉子正在堤脚
挥汗如雨，开沟导浸。

这里出现了险情吗？“这是一个老
大难地带，一下雨就容易积水，虽然暂时
没有险情，但是降水在增多，必须严加防
范。”一个手拿铁锹的男子向记者介绍。

您贵姓大名？“这是我们十四监区
党支部书记、监区长李绍元，曾获评全国

‘司法为民好榜样’。”一旁的汉子抢先答
道。自7月6日上堤以来，李绍元24小
时守在堤上，每天来来回回四五趟，用他
的话说“用脚丈量出来的安全，放心”。

这时，满腿泥浆的小组长张伟顾不
上休整，踏进帐篷，拿起笔填写巡堤手
册。“这是我们监狱结合防汛实际制作

的防汛手册。每班交接人员不仅要全
员签字，还必须拍照留档，一个不能
少。”他说。

党旗总是飘扬在一线

“每当面临大灾大难，党旗总是飘
扬在一线。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党旗在
哪里，我就在哪里。”巡堤人员中，56岁
的党员王明雄说。

11 时 10 分，记者走到长江大堤
52 号界碑处，一座白色矮房前印有“岳
阳监狱防汛抗旱三指挥所”的旗帜映入
眼帘。

“上游在下暴雨，江水水位复升，我
们一刻也不敢大意！”眼前说话的 一
个 左脚有点跛的汉子，是岳阳监狱三
指挥所指挥长陶波，前几天在堤脚密林
中巡查时，他的脚意外摔伤，但他轻伤
不下火线，依然“ 钉 ”在堤上。

在即将踏出岳阳监狱地界的地方，
记者遇到了穿着雨衣、站在雨棚边上、端
着大碗吃饭的监狱医院内科医生余舟。

“医生也要防汛吗？”
“我们是医生，也是监狱警察，防汛

抗灾，责无旁贷。”聊天中，得知余舟的
妻子是监狱医院的护士，正在集中隔离
备勤，刚满两岁的孩子在老家由父母抚
养，两口子一个参加高墙防疫，一个坚
守大堤防汛，身虽处两处，心却在一处：

“公事为大！”

“党旗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岳阳监狱长江防汛保安目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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