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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坚持
抓创建促经办、提素质树形象，做到文
明创建与中心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
考核，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蓬勃向上的
发展态势。

坚持“党建+文明创建”，
建设模范型机关

该中心坚持以党建凝心聚力、引路
领航，推动形成“以党建促文明创建”的
良好格局。支部书记亲自挂帅，领导班
子靠前指挥，切实把文明创建工作放在
心上、任务抓在手上、责任扛在肩上。
党员同志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六个带
头”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全体
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到创建工作中来，形
成创建工作合力。

坚持“服务+文明创建”，
建设品牌型机关

不断提升“三度三零”服务品牌，
优化文明服务水平。加快速度，服务
事项零积压。将 27 项办事服务事项

梳理、合并为 9 项。落实一次性告知
制度，做到“六个一”，兑现了“常规业
务即时办，非常规业务限时办”的承
诺。规范尺度，服务质量零差错。严
格执行业务经办内控管理工作制度，
切实规范权力运行，做到“岗位责任明
确，业务操作规范”。提升温度，服务
方式零距离。深入企业、社区宣传阶
段性降低单位缴费比例和疫情期间

“减、免、缓”政策，助力复工复产，共为
全市 2000 余家企业累计减免养老保
险费超 2亿元。

坚持“志愿+文明创建”，
建设奉献型机关

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每年组
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全中心累
计献血超 3 万毫升，两人获得“无偿献
血奉献奖”。开展河流清洁和保护生
态环境宣传活动。疫情期间，组织干
部职工进社区开展卫生消杀和防疫知
识宣传活动。创新开展“互联网+志愿

服务”，成立网络文明传播队伍，弘扬
网上正能量。

坚持“榜样+文明创建”，
建设进取型机关

组织开展“四个文明和一个明星”
评选，让大家学有榜样、行有示范。通
过举办道德讲堂、全民阅读，开展“身边
好人”“文明家庭”“最美社保人”等推荐
评选，培树先进典型，提振崇德向善、创
先争优的精气神。

坚持“脱贫+文明创建”，
建设担当型机关

深入开展精准扶贫，与贫困户结对
为“亲戚”，了解他们所需、所缺，为他们
送去生活必需品，力所能及地为他们办
实事，解难事。宣传党的脱贫政策，帮
助制订帮扶计划，引导结对贫困户消除

“等、靠、要”的落后思想，帮助他们树立
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思想意识，为扶
贫攻坚提供了可靠的思想保障。

（高琴琴）

“N+文明创建” 促进“五型”机关建设185.73万千瓦
益阳电网负荷创历史新高

“185.73万千瓦！”8月4日20时51分，益阳电网负荷创
历史新高。入夏以来，随着气温不断升高，电网负荷持续攀
升，特别是居民空调负荷显著增加，高温高负荷给电网运行
带来严峻“烤”验。

国网益阳供电公司前期通过“迎峰度夏”电网工程建设、
改变电网运行方式、变压器“推磨轮换式”应用等手段，合理
分布负荷，充分利用设备容量，提高供电能力，消除供电瓶
颈。制定迎峰度夏故障处置预案，配合政府执行有序用电方
案，以确保紧急情况下主网供电稳定。针对在高温高负荷期
间出现的问题、隐患，通过“日商会”，多专业协同，以最高的
站位、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进行处理，将高温高负荷对电
网运行的影响降到最低。

入夏以来，国网益阳供电公司累计出动车辆1450台次，
特巡人员3154人次，开展红外测温、带电检测变电站216座
次、输电线路16次244基、配电设备4482次，发现消除缺陷
312条。全面落实重要输变电设备运维保障措施，5座重要
变电站恢复有人值守，累计投入无人机巡护力量 384人次，
巡视线路 49 条次。开展 10 千伏配网不停电作业 1438 次，
累计减少停电时户14.38万时户，增加供电量532.78万千瓦
时。 （曾 骏 戴弘毅）

近日，株洲市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通报，自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株洲共
查获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94.1 万起，其中，酒驾、醉驾、毒驾

“三驾”违法行为1382起，整治成效显著，群众满意度明显
提升。

为做好“两客一危”车辆隐患治理工作，株洲着力推动
客、危运输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截至7月20日，全市共查获

“两客一危”车辆疲劳驾驶违法行为2起，市道交委组织12
家危货运输企业、7家客运企业进行了谈话。

株洲交通运输部门与公安交警加强联合执法，深化超
限超载治理工作，截至7月20日，全市共查获超限超载违法
行为1491起；加大科技治超力度，全市共完成建设不停车
超限检测系统15处，其中炎陵县1处不停车超限检测系统
已接入交警“六合一”平台。

在打击违法驾驶工作方面，株洲强化执法打击力度，截
至7月20日，全市共查获各类交通违法行为94.1万起，其
中，“三驾”（酒驾、醉驾、毒驾）违法行为1382起，“百吨王”
126起，清理“违法王”62台，驾车时使用手机违法行为8.77
万起，校车违法行为450起，“两车”（摩托车、电动车）违法
行为6.2万起，曝光典型案例70个，终身禁驾驾驶员18人，
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 （戴 鹏 符 强）

查获各类交通违法行为94.1万起

株洲市重拳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公 告

张克英，根据国办发〔2002〕35 号、涟办〔2018〕71 号等
文件精神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等法律法规
规定，经研究，我局已依法对你做出辞退决定，终止你与我单
位的人事关系；辞退从2020年6月12日算起。限你于公告
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回单位办理档案移交等相关手续，过
期一切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涟源市农业农村局
2020年8月6日

祁阳县财政系统文明创建系列宣传

文明创建在乡村 结对帮扶结硕果
—— 祁阳县财政局驻村扶贫工作纪实

赵四清 唐志云 奉明英 唐武利

祁阳县文明铺镇合谊塘村地处衡
邵干旱走廊，距县城31公里，全村共16
个组394户1364人，人均耕地1.13亩、
林地0.47亩，是“十三五”扶贫开发贫困
村。2017年3月，祁阳县财政局扶贫工
作队以创建省文明标兵单位为指引，到
该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短短三年多
的时间，扶贫工作队认真走访调研，摸
清村情民情，开展产业扶贫，实施精准
帮扶，通过“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切
实增强了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目前，
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71 户 237 人通过
发展特色农业，全部走出了贫困。

党建引领，使组织堡垒强起来
建设一支永远不走的“扶贫工作

队”。精心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
员，局机关干部38人与合谊塘村贫困户
71户实行“1+1”结对帮扶，制定脱贫攻坚
路线图，围绕“易地搬迁、危房改造、医疗
救助、教育助学、社会保障”等方面每月

一次进村入户，问冷暖、拉家常、讲政策、
解难题、办实事。年过半百的特困户贺
美华动情地说：“党的政策好，干部对我
们好，我的结对帮扶人邓飞不管多忙每
月都来看望我，嘘寒问暖，特别暖心。”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化村
干部能力培养，针对合谊塘村支部党员
年龄偏大的现状，及时增加新鲜血液，
培养非党积极分子 4 名，发展了 2名党
员。充分发挥村支两委班子的战斗堡
垒作用，着力打造“学习型、团结型、服
务型、创新型、廉洁型”的“五型”班子，
既提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
战斗力，又密切了群众与干部的关系，
从而确保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的全面落
实，得到群众的信赖与支持。

坚持硬件和软件建设“两手抓”。为
该村新建了建筑面积600平方米，附属

设施面积1000平方米的村党群服务活
动中心，新建了球场，安装了健身体育设
施，大大方便村支两委办公和人民群众
办事。

连片流转，让闲置土地活起来
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

代农业和实施产业扶贫的必由之路。
扶贫工作队主动联系县农经部门，寻妙
计、求良方，积极创新土地流转方式，遵
循“农民自愿、土地入股、集约经营、保
底分红”的原则，指导合谊塘村注册土
地专业合作社，引导贫困户把闲置的土
地以经营权入股或租赁方式，采取“基
数＋增长”或“保底+分红”模式获取收
益 。 目 前 ，土 地 专 业 合 作 社 将 村 里
1000 亩土地集中后，各种农作物琳琅
满目。群众钦佩地说，按照市场需要和
专业规划种植的农作物，收益就是比村

民盲目种植高。
科学规划，促特色产业兴起来
按照“布局科学、功能突出、优势明

显、定位准确”的规划原则，结合乡村振
兴战略，大手笔布局、高起点规划、高标
准建设。当前，已组成以“天子龙”为龙
头的香芋、生姜种植合作组织，发展生
姜、香芋基地，贫困户及农民并没有因
失地而失业，都被农业企业和专业合作
组织返聘为基地工人，一边获取用工劳
动报酬，一边跟着能人学技术，逐渐抛
弃传统农业的耕作理念，发展现代农业
意识逐步增强。其中，贫困户陈梅林种
植黄花、西瓜、水稻等作物150亩，雇佣
本村劳动力 10 人；陈高生养殖食用黄
牛40头，陈长知饲养土鸡土鸭600羽，
实现生态养殖业增产增收，起到了很好
的脱贫致富模范作用。

资金整合，把基础设施建起来
按照“整合项目、聚集资金、集中成

片、整体推进”的原则，坚持“项目跟着
规划走、资金跟着项目走”，切实提高支
农资金效益。2017 年以来，扶贫工作
队多方筹集涉农资金 356.5 万元，集中
投入到合谊塘村进行农田水利及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新建机耕道 1.2
千米、灌溉渠 2条、排水渠 5条、山塘护
砌清淤 36口、土地整理 210亩，架设大
棚 15 座,村级公路加宽 2.3 公里，进一
步夯实了产业发展基础。

环境治理，让村庄院落美起来
开展“一拆、二改、三种、四清洁”综

合治理，让村民过上了城里人一样的生
活。拆除危房 7000 平方米，架设水管
5000 余米，开通 216 户群众生活自来
水，改厕 151 户，设立固定垃圾点 20
处，落实了定期清理垃圾的保洁人员和
资金。实施村庄绿化，在村社道路两边
及村委会周边栽植树木、花卉 500 株。
实施亮化工程，村内再安装了各型太阳
能路灯120盏。兴建易地集中安置点，
易地搬迁安置 31 户 114 人（集中安置
30户110人，分散安置1户4人），危房

改造5户。“真是搭帮党的好政策，让我
们一家 7 口人能搬进现在这样舒适的
住宅中。”贫困户陈桂生坐在自家客厅
里笑得合不拢嘴……此外，工作队还经
常入户开展宣传、教育、送温暖等活动，
指导村支两委制定乡规民约，开展好婆
婆、好媳妇、好妯娌、好乡贤评选，全村
争当“文明村民”蔚然成风。

产业带动，帮农民群众富起来
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活干。把

产业发展作为脱贫之本、富民之源、振
兴之基，一体推进产业扶贫与乡村产业
振兴，为高质量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奠
定坚实的产业基础。全村已初步建成
500亩槟榔芋、150亩生姜、200亩胡萝
卜生产基地，年出栏黄牛 100 头、鸡鸭
5000 羽，这些都已成为当地群众脱贫
致富的支柱产业。2019 年，全村人均
纯收入达6200元。

“但愿苍生俱温饱，不辞辛苦出山
林。”祁阳县财政局一班人，把扶贫责任
扛在肩上，把贫困群众放在心中，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矢志不渝、砥砺前行。
以务实的帮扶举措助力脱贫攻坚，充分
展现了他们的责任担当与为民情怀。

经汉寿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汉寿县农科五里村
民安置小区建设项目总承包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
为汉寿县人民政府龙阳街道办事处,投资额约1802万元,现
予以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www.
bidding.hunan.gov.cn)，常 德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网 (http://
ggzy.changde.gov.cn/cdweb/)、常德市人民政府网、《湖南
日报》、《常德日报》。

汉寿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8月6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现场惨烈 伤亡惨重

黎巴嫩红十字会5日说，已有100
多人死亡，4000 多人受伤。贝鲁特省
省长马尔万·阿布德对当地媒体说，仍
有 100 多人失踪，此次爆炸造成的损
失估计有30亿至50亿美元。

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 5 日证实，
一名中国公民在爆炸中受轻伤。

爆炸造成贝鲁特大量建筑物被损
毁，港口附近街区受损更严重。新华社
记者 5 日凌晨在这一街区看到，现场
就像遭受过战争蹂躏一样，所有建筑
物几乎无一幸免，路边所停车辆也都
遭受不同程度的受损。

港口区爆炸现场的搜救行动正在
继续，黎巴嫩军方参与救援行动。

大爆炸缘于硝酸铵

美联社报道，德国地质学研究中
心测算，此次爆炸强度相当于3.5级地
震。距贝鲁特大约 200 公里的塞浦路
斯也能听到爆炸声并有“震感”。

黎巴嫩内政部长穆罕默德·法赫米
说，爆炸似乎由港口仓库中存放的2750
吨硝酸铵引起。这批化学品可用作化肥
或炸药，2014年从一艘货船上查没。

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指出，
2750 吨硝酸铵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在
港口存放 6 年“不可接受”。他呼吁内
阁 5 日召开紧急会议，建议宣布全国
进入两周紧急状态。

目击者说，现场升腾橘色烟云，似乎
印证爆炸牵涉硝酸铵的说法。硝酸盐爆
炸后会释放红棕色有毒气体二氧化氮。

当地电视台报道，港口一处烟花
仓库失火与爆炸有关。目击者拍摄的
视频显示，剧烈爆炸前不久，港口一处
建筑失火，随着火势蔓延继而出现蘑
菇云和冲击波。港口工人沙尔贝勒·哈
吉说，刚开始像是烟花类物质的小型
爆炸，之后他就被震倒。一些当地媒体
说，爆炸缘于修复仓库的焊接工作。

誓言缉凶

黎巴嫩总理哈桑·迪亚卜当天发表电
视讲话，誓言让“灾难的肇事者付出代
价”。“今天发生的事不会不追责就过去。”

他说，政府很快将对“这座存在6
年的危险仓库”宣布相关处罚措施，呼
吁全国民众5日致哀。

迪亚卜同时希望国际社会伸出援
手，帮助业已遭受新冠疫情冲击和经
济危机的黎巴嫩渡过难关。

黎巴嫩卫生部长哈马德·哈桑告

诉路透社，政府仍在努力确定这场灾
难的严重程度。“不少人失踪，人们向
应急部门问询爱人的情况，但在夜晚
没有电力时搜救有困难。”他说，迄今
已有78人身亡、近4000人受伤。目前
搜救人员仍在清理废墟、找寻幸存者。
黎政府预期伤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

当地民众生计恐成问题

黎巴嫩人口大约 600 万。按照美
联社的说法，黎巴嫩经济眼下因金融
危机濒临崩溃，本币大幅贬值。再加上
防疫限制措施导致民众失业，不少人
陷入贫困。而爆炸加深黎巴嫩人面临
的困苦。数以千计民众居住的房屋被
毁，被毁港口承
担几乎全部必
要生活用品运
输，今后民众生
计恐成问题。

黎巴嫩自
然资源匮乏，高
度依赖商品进
口。贝鲁特港作
为黎巴嫩主要
港口，预计短期
内港口货运将
受到影响。当局

表示，已准备将港口部分货运暂时分
流到北部港口城市的黎波里。

当地媒体报道，爆炸或将影响黎
巴嫩的民生物资供应。由于爆炸仓库
临近一个小麦储存仓库，造成小麦储
存仓库严重损毁。黎巴嫩经贸部官员
表示，鉴于有储备，黎巴嫩目前并未面
临面粉危机。

黎巴嫩从去年开始遭遇严重经济
和金融危机，今年叠加新冠疫情影响，
造成美元严重短缺，黎镑严重贬值。美
元短缺殃及黎巴嫩的商品进口，包括
汽油、面粉、药品等基本民生用品，从
而造成物资短缺、物价上涨。爆炸或对
民生和经济产生较大影响。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黎巴嫩首
都贝鲁特港口
区 4 日傍晚发
生剧烈爆炸，多
处建筑损毁，现
场升腾巨大的
蘑菇云，致至少
78 人死亡、近
4000人受伤。预
计伤亡数字将
进一步上升。

据估算，爆
炸强度相当于
3.5 级地震。爆
炸原因仍在调
查中，但黎巴嫩
政府官员指出，
存储在港口长
达 6 年的 2750
吨硝酸铵可能
是爆炸源。

黎巴嫩首都大爆炸缘于硝酸铵
当地民众生计恐成问题

8月5日，一架军方直升机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灭火。 新华社发

8月4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爆炸后升起粉色浓烟。
新华社发

中国赴黎维和医疗分队
将为贝鲁特提供医疗救助

新华社贝鲁特8月5日电 黎巴嫩首都
贝鲁特港口区4日傍晚发生爆炸不久后，中
国第 18 批赴黎巴嫩维和医疗分队接到联合
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联黎部队） 司令部通
知，将抽调其医疗力量为贝鲁特提供医疗救
助。

据中国维和医疗分队介绍，接到通知
后，分队抽调来自外科、内科、烧伤科、麻
醉科等领域的9名医护人员组成“贝鲁特爆
炸”应急医疗分队。应急分队将携带药物、
耗材、防护用品等物资前往贝鲁特。现阶
段，分队人员、车辆、物资已准备就绪。

中国第 18 批赴黎维和医疗分队由 30 名
官兵组成，目前正值轮换期间，其中15人已
于7月28日回国。按照计划，剩余15人将于
本月 18 日启程回国。中国第 19 批赴黎维和
医疗分队15人于7月28日抵达黎巴嫩，因新
冠疫情目前正在隔离中。

当地时间 4 日 18 时 10 分左右，贝鲁特
港口区发生剧烈爆炸。截至5日晨，爆炸已
造成 100 多人死亡，另有 4000 多人受伤。
爆炸具体原因目前仍不清楚。多名黎巴嫩官
员提及，有大约2700吨硝酸铵自2014年起
便存放在贝鲁特港口区仓库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