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记者 杨元崇 通讯
员 郭秀琴）“大力实施农村适龄妇女两癌免
费检查等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今天，记者
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妇女儿童发展规
划（2016-2020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治
州将在健康、教育、社会保障等7个领域，为全
州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提供切实有力的保障。

自治州这次公布的规划有5个目标要求，
均高于国家妇女儿童发展纲要标准。其中，学

前3年儿童毛入园率、 女童学前3年毛入园率
均要求达到82%， 高于国家标准12个百分点；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女童九年义务教育巩
固率均要求达到97%， 高于国家标准2个百分
点；降低流动人口中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 较国家标准分别降低千分之二和千分之
三等。

同时，普及妇女常见病防治知识，普及覆
盖率达到80%。 建立妇女常见病定期筛查制

度，对贫困、重症患者治疗按规定给予补助。
对贫困家庭儿童、孤儿、残疾儿童参加医保，
个人缴纳部分按规定予以补贴。探索5岁以下
贫困家庭儿童和残疾儿童生活津贴制度运作
机制，改善儿童营养状况，逐步实现儿童基本
营养福利化。

规划要求， 将其主要目标纳入各级政府
及相关部门目标管理考核体系， 将实施规划
所需经费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陶芳芳 孙应德）公
共场所每间隔50米，要刊播展示公益广告，责
任单位为县城管局； 在交叉路口确保无严重
阻塞， 责任单位为县交警大队……为全面推
进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今天，长沙
县召开文明委全体（扩大）会议，以“绣花”功

夫，将“创文”测评内容细分为68大条800余小
条，条条落实责任单位与责任人。65个县直单
位和18个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提交了文明
创建责任书。

近年来，长沙县大力推进文明创建工作，
出台了创建全国县级文明城市绩效考核办

法，实现排名制考评。同时，实施城区道路建
设与旧城区改造、 社区3年提质提档等举措。
还大力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倡导移风易
俗，“新婚新办”等蔚然成风，开慧镇、金井镇
成功创建为省级文明镇。

长沙县还将着重深化文明村镇创建、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等。其中，文明村镇创建
将以美丽乡村建设为重点，促进乡风民风、人
居环境美起来。 今年计划申报县级以上文明
镇6个，县级及县级以上文明村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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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李 李阳）今日，资兴市兴宁镇标
准化敬老院建设项目完工，即将投入使用。
看着漂亮的新家， 当地特困户李任山激动
地说，晚年可以享福了。据了解，今年，资兴
市有1000多名特困人员， 受益于托底保
障、集中安置、集中供养政策，可免费住进
新建成的标准化小套房。

从去年起， 资兴市将包括五保老人在

内的失能、 半失能农村特困人员和城市无
生活来源、 无劳动能力和无法定抚养义务
人员，纳入政府托底保障范畴。整合易地扶
贫搬迁和农村敬老院标准化建设资金，投
入5550万元，新建5所、改扩建6所敬老院，
共兴建标准化小套房500余套。 每套室内
面积为50平方米，可安置特困人员2名。所
有符合政府托底保障政策条件的特困人
员，均可免费入住，由政府集中供养。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陈健林)记者从近日举行的江永县社
会扶贫网示范建设推进会上获悉，该县贫
困户注册数、爱心人士注册数、贫困需求
信息发布数、成功对接贫困户数4项指标，
排名居全国前列。

今年，江永县被列为中国社会扶贫网首
批上线试点县。该县整合社会资源，拓宽筹资
渠道，吸引更多社会人士、社会资本加入，组
建了管理员队伍、志愿者队伍、志愿服务专家

队伍、扶贫形象大使队伍、扶贫监督队伍。同
时，组织全县所有驻村帮扶队员和参与结对
帮扶的机关干部，进村入户做好社会扶贫网
贫困户注册和信息采集、发布工作，做到信息
采集不少户、不漏人，发布信息真实、客观。县
财政还为全县14876户贫困户每户提供一台
装有“中国社会扶贫网”APP的手机，以便对
接互动。目前，通过广泛宣传发动，已有20余
家县内外爱心企业与贫困村对接，100余名
成功人士与贫困户对接。

自治州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亮点多
5个目标要求高于国家标准

江永社会扶贫网“四项指标”居全国前列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侯亦斌 刘梭）“今年3月， 农行员工
上门，帮我办了3.8万元‘农民养老贷’，办好
了参保缴费手续。从4月开始，我每月可领取
800多元养老金，扣除还贷费用，还有500多
元，日常开支够了。”5月22日，安乡县深柳镇
下码头村村民姚桂珍，拿出最近办好的退休
证和惠农卡给记者看。

按照有关政策，符合参保条件的被征
地农民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政府提供参保缴
费补贴。而被征地农民只要一次性补缴约

5万元，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即可按月领取
养老保险金。然而，对不少被征地农民来
说，一次性足额缴纳几万元养老保险金有
困难。农行推出“农民养老贷”低息贷款，
较好解决了失地农民养老难的问题。

农行常德分行行长蒋祁介绍，去年下
半年以来，他们积极向上级行申报开办试
点， 多次走访沟通政府社保部门及乡镇、
村有关负责人，并向失地农民宣讲有关政
策， 迅速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农民养老
贷”。目前，已试点投放“农民养老贷”100
多万元，全年计划投放3000万元。

解决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
常德计划投放3000万元“农民养老贷”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姚学文）
今天， 记者从长沙市雨花区人社局获悉，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国际肾病领域顶尖
科学家、美籍华人董政教授携肾病产业项
目，日前落户雨花区。据悉，这是目前长沙
市各区（县、市）引进的唯一的国家“千人
计划”专家。

董政是中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导、肾脏
病研究所共同所长； 美国乔治亚医学院Re-
gents荣誉教授， 兼医学中心高级研究员和

科研所长。董政长期从事细胞损伤、死亡与再
生的分子机制研究，在美国曾领导主持30多
项科研项目，现主持国家科技部“973”项目
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

董政来雨花区后，拟成立乔治圣安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主要以美国乔治亚医学
院医学中心、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国家千
人”重点肾病实验室以及全国各大医学院校
为依托，开展生物制品研发、生物技术服务以
及咨询交流、技术转让、人才培训等。

雨花区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开发肾病产业项目

资兴建500余套“新家”安置特困人员

800余条测评内容都有责任人

长沙县以“绣花”功夫推动文明创建

5月22日16时46分， 雨过天晴后的长沙汽车西站附近， 一道彩虹横跨天际， 美丽惊艳。 胡伟男 摄雨后彩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