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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不用愁
12 月 21 日，澧县小渡口镇中心卫

生院党支部书记何显安带领家庭医生，
来到小渡口镇竹天湖村贫困户姚大华
家，为姚大华母亲测量血压、号脉，并详
细询问其一家人身体健康状况。

“今年，全家人住院7次，如果没有医
保，这日子没法过下去。”姚大华说，今
年，包括他和母亲在内，全家人住院7次，
费用2万多元，自掏腰包才2000多元。

52岁的姚大华患有肺血栓栓塞，母
亲刘为芳也患有多种疾病。澧县医疗
保障局局长李章斌、县纪委副书记张珂
川 2 名帮扶责任人和医保、卫健等行业
部门帮助他享受扶贫政策，减免相关费
用，帮助签约家庭医生，大幅减轻了姚
大华一家看病负担。

患有尿毒症的澧县澧南镇乔家河
社区贫困户黄生平表示现在看病轻松
好多。医保局和村委会为他资助了参
保金，使其看病报销比例高达 90%，而
且“先诊疗后付费”。当天，笔者见到他
时，他刚从集市上购买了 20 斤猪肉。

“趁着价格实惠，便购买了些，准备腌制
腊肉，过年吃。”黄生平说，现在看病有
保障，适当吃点肉还是没问题。

近年来，澧县医保局坚决落实各项
医疗保障政策，做到应保尽保、应补尽
补、应报尽报，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对
建档立卡贫困人员、特困供养人员、贫困
残疾人员等对象实行资助参保。2020
年，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共 45287人
已全部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达到了应保
尽保。

同时，落实应报尽报，贫困人员县
域内综合报销比例达到 90%，贫困人
口患 33 种大病转上级医院住院治疗的
综合报销比例达 80%。该县对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医疗费用实行基本医疗、
大病保险、扶贫“特惠保”、医疗救助、
医院减免、财政补助六重保障，2020
年共计补助 18461 人次，合计补助金
额达 7133 万元。

在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覆盖

工作中，针对五类特殊人群，将符合条
件的人员全部纳入，确保应核尽核，应
保尽保，应缴尽缴，应发尽发。2020 年
以来，澧县为 15638名建档立卡贫困人
员、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员
等 困 难 群 体 ，累 计 代 缴 城 乡 居 保 费
156.38万元，切实为困难群体减轻缴费
负担。

生活有着落
“现在想吃啥就买啥，日子过得无

忧无虑。”澧浦街道柳家社区特困供养
人员张文选家说，现在，房子翻修好了，
看病也不用钱，两人一年的特困供养金
有 12000 元，加上平常种点蔬菜卖，生
活有保障。

处于辍学边缘的未成年人吴杰(化
名)现在也有了保障。吴杰是澧县澧南
镇人，父母均为精神病人，爷爷奶奶年
迈，家境贫寒。2019 年，在民政部门帮
扶下，吴杰被接进了澧县儿童福利中心
集中供养。“生活兜底、监护兜底”，这 2
年来，吴杰在悉心照料下，学习成绩突
飞猛进，而且懂事了许多，经常利用节
假日和寒暑假去精神病院探望父亲。

在民政部门多年帮扶下，澧县码头
铺镇连花村贫困户彭仕明的生活也走
上了正轨，不但建了房子，组建了家庭，

2个小孩都在学校读书。彭仕明在石门
县建筑工地打工，离家较近，经常回家
看望。随着条件逐渐好转，一家人都对
生活充满信心。

近年来，澧县民政部门通过建立救
助体系大格局，阳光公开、无缝覆盖、逐
年提标，力争让救助的阳光洒满澧县的
每一个角落，构建了以城乡低保、特困
供养、临时救助、慈善救助为主的覆盖
全县的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

目前，澧县城市低保保障标准 560
元/月，月人均补助水平 383 元;农村低
保保障标准 390 元/月，月人均补助水
平 231 元。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
准为 8760 元/年，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
活标准为 6000 元/年。集中供养孤儿
1350 元/月，分散供养孤儿 950 元/月，
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家庭的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补差至 950 元/月，其余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475元/月。

据悉，2020 年，全县共支出城乡困
难群众生活补助资金1.63亿元，全面保
障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就业有保障
寒冬时节，澧县澧西街道向阳社区

扶贫车间却温暖如春，“金钱草”花开正
茂。青翠欲滴的叶子，鲜艳的花瓣，长

长的藤条上整齐串连。如果不细看，很
难发现这些是仿真花。

走进扶贫车间，只见里面一片繁
忙。10 多位村民坐在机械前忙于制作
藤蔓、枝头、叶子和花瓣。前来送仿真
花成品的村民络绎不绝，很快将百余平
方米的院落堆成了花海。

贫困户赵从明端坐在机械前，干得
格外专注。“他俩口子最勤快，都在车间
做事，一个月可赚 4000 多元。脱贫一
点问题都没有。”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
肖超云说，去年，赵从明患上肾病，在外
找不到合适工作。今年起，村里便安排
他夫妻俩在车间做工。赵从明的妻子
易宗珍说：“今年，已将看病所欠的账都
还清了，房子也翻新了，就期盼儿子带
女朋友回来。”

来到澧县城头山镇詹家岗村仿真
花加工扶贫车间，碰见当地村干部在帮
贫困户整理仿真花。原来，为了方便贫
困户照顾家里的老人小孩，村干部便送
原材料上门，待加工完成后再上门收购
成品，解决部分贫困劳动力的后顾之
忧。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澧县始终
把就业扶贫作为推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增收脱贫的主要抓手，通过技能培训、
开发岗位、就业服务、扶持创业等措施
有效结合，采取“一户一单”精准摸底、

“一人一策”制订培训方案的方式，通过
技能培训与托底安置双管齐下，保障了
有意愿且有就业能力的贫困户100%实
现就业。

利用“互联网+”，在全省率先建成了
县级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澧州好工
作，运用大数据平台做好线上就业岗位
推送服务，目前全县贫困劳动力家庭下
载使用率达80.1%。落实扶贫车间与小
额担保贷款相结合，通过落实贷款补贴
激励企业尽可能多地吸纳带动贫困劳动
力就业，以助力扶贫产业推动就业增长。

目前，澧县 17499 人建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中已有 14279人实现就业，贫困
劳动力就业人数占比 81.2%，贫困劳动
力稳定就业6个月以上12417人。有劳
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未脱贫贫困劳动
力实现就业达100%。

澧县甘溪滩镇古北村对留守儿童开展免费艺术培训，圆他们的“艺术梦”。

（澧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之二十八）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澧县强化社会保障体系为困难群众护航澧县强化社会保障体系为困难群众护航

肖洋桂 刘杰 叶子祯 谢玉竹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澧县坚决落

实医疗保障、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并构建覆

盖全县的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强化就业

扶贫，“输血”“造血”相结合，不断筑牢防止

返贫防线。

谌朝阳 张小明
古辰阳，今辰溪。这是一座孕育

文化学者的城市，著名书法家米子和，
著名教育家、经济学家涂西畴、向绍轩
从小就受辰溪文化的熏陶，从这里走
向山外的世界。

辰溪人历来倡导耕读传家，现存
于全国历史文化名村五宝田村的耕读
所就是很好的佐证。如今，教育已成
为当地的一张名片。带着对辰溪山
水、文化、教育的崇敬，走进辰溪，去感
受那古老《橘颂》的淡淡余韵，去见证
新时代教育的优质发展。

答卷：推进班额完美“瘦身”

大班额问题曾是摆在辰溪县委、
县政府主要负责人面前的一道考题。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让每个孩子都享
有公平高质的教育是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怀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辰溪县县委书记杨一中对教育厚
爱有加，“大班额化解工作社会关注度
高，事关人民的期待和社会稳定的大
局，必须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着力实
现教育均衡。”

看准问题，点中穴位。县委、县政
府及教育局实地查看各校大班额现
状，听介绍，详细了解制约大班额化解
的主要瓶颈。召开座谈会和现场办公
会，找症结、谋良策，思细节、定方案，
力争使“关注每一个学生，办好每一所
学校”落在实处。

且看辰溪让大班额逐渐“消肿”、
完美“瘦身”的“答卷”。

——控增和分流相结合。明德小
学优化年级和班级结构，将部分学生
分流至新建成的思源实验学校、芙蓉
学校等，大班额迎刃而解。

——新建、扩建、迁建和改薄相结
合。新建了城南博雅实验学校等 3所
学校，合计新增学位11000余个，缓解
了城区学校班额。扩建和迁建学校，
合计新增1800多个学位，留住乡镇生
源。争取上级专项资金，完成 46所薄
弱学校(农村教学点)改造任务，留住农
村生源。全县累计新增学位1.6万个，
全面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

——师资优质和均衡相结合。
优秀教师均衡配置，思源实验学校副
校长王雪华是高级教师，坚持到一线
教学，并收了两名“徒弟”，通过“传帮
带”，让新进教师快速晋升为学校的
骨干教师。组织全县资深教师进行考
试，鼓励部分高分教师到思源实验学
校等新建学校任教。定向培养师范
生，把新鲜血液输送到农村薄弱学校。

——硬件和软件相结合。“再穷不
能穷教育。”辰溪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
人的认识统一，为确保大班额圆满化
解，着力解决“硬件”问题，2017 年至
2020年县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逐年增
长，分别达到 40783 万元、50145 万
元、66623万元、88228.66万元。围绕

“软件”升级，培养一支业务精湛的教师
队伍。2019-2020年全县共培养免费
师范生335人，共新进教师190人。两
年来组织培训教师3000余人次，打造
了名师工作坊25个。

收成：“我家娃娃上了北大”

辰溪也曾面临优质生源外流，高

考成绩滑铁卢的现
象。“痛定思痛，唯
有站起来，打个翻
身仗才是硬汉子。”
辰溪教育人清醒地
认识到，唯有强化
教学常规管理，扎
实推进教研活动，
全面推进城乡教学
质 量 水 平 稳 步 提
升，方能打一个漂
亮的翻身仗。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2020
年全县二本以上上
线 人 数 达 到 554
人 ，比 去 年 增 加
103 人，比 2016 年
的 278 人 翻 了 一
番。其中，本科一
批上线 304 人，比
去年增加 123 人，
增 量 排 名 全 市 第
一。辰溪县第一中
学黄科翔同学被北
京大学录取，“感谢
老 师 们 的 耐 心 培
养，我家娃娃考上
了北大。”黄科翔的
父亲如是向老师们
道谢。连续 3 年，
辰溪均有考生考起
北大或清华。

“让每个孩子
考起知名大学，是
辰 溪 53 万 父 老 乡
亲的朴素愿望，也是县委、县政府实
施‘教育强县’战略，希望取得的成
绩。教育是辰溪的今天更是辰溪的
未来，高质量办好辰溪教育，我们责
无旁贷。”辰溪县委副书记万里言真
意切。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全国青少
年“五好小公民”教育活动先进集体、
湖南省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
县、湖南省平安校园建设先进县等荣
誉，纷至沓来，见证了辰溪教育事业的
高质量发展。

师爱：确保适龄儿童“人人上好学”

“爱”源于高尚的师德，“爱”意味
着无私的奉献。近日，辰溪县特殊教
育学校校长涂琛和教师朱欢的一段送
课经历的视频在网上火了，引发网友
热议，点赞她们为“好老师”。

9月17日，大雨，气温骤降。距离
辰溪县城30公里的特殊儿童丁丁（化
名）没来学校。涂琛赶到她家中，借天
气耐心执教《认识雨天》，丁丁对雨有
了深刻的认知。

辰溪共有 99 名特殊儿童需要送
教上门。两年多来，送教团队累计送
教 473人次，为学生送课近 3300个课
时。这份坚守，让人看到为人师者强
烈的责任感和对学生的无私大爱。

“遇上一个好老师，是个人的幸
运，也是家庭的幸运。”辰溪县教育局
局长张理波说，大力弘扬教师感人至
深的优秀事迹，引导更多的老师用爱
心培育爱，为国家和民族培养更多有
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

辰
溪
：

办
好
每
一
所
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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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每
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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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近年来，社会加油站数量迅速增加，
其中也出现一些打着“国字号”，仿冒“中
国石化”商标的“山寨”加油站，车主朋友
稍不注意就被忽悠。中石化衡阳石油分
公司以“打非治违”行动为契机，开展商
标维权专项行动，加大打假力度，配合政
府有关部门依法对衡山县、祁东县等县
市区 7 座疑似商标侵权的仿冒中国石化
LOGO 标志加油站进行处理，优化了市
场环境，规范了市场秩序，维护了企业和
消费者合法权益。

据悉，该公司持续推进商标打假维权

工作常态化，成立打假维权专项工作领导
小组和县级公司“打假维权”小分队，形成

“市-县-站”三级打假维权行动体系，定期
对区域内市场进行摸排、巡查，搜集侵犯

“ 中 国 石 化 ”“ 朝 阳 ”“ 易 捷 ”“ 满 天 星 ”
“SINOPEC”等商标的侵权站点；建立政
企联动共抓品牌维权机制，主动为政府查
处打击工作提供准确线索，联合职能部门
坚决予以打击，同时向社会公开举报、投
诉和咨询渠道，制定有奖举报制度，积极
鼓励、发动公司员工和社会力量参与维权
工作。 （周煜轩 雷欣雨）

中国石化衡阳石油分公司：
开展商标维权打假 维护消费者权益

今年来，岳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按照“依法依规、民生优先、实事求
是、分类施策、标本兼治”的原则，结合
全省房地产办证信访突出问题集中化
解专项行动，积极推进问题楼盘的办
证工作。截至12月，化解12个问题楼
盘的矛盾纠纷，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3815 本，房地产领域遗留问题得到有
序有效化解，信访事项大幅下降，社会
舆论持续向好。

坚持依法治理，制定专题工作方案

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既
定事实和适应法律的要求，报请市政
府出台了《岳阳市集中化解房地产办

证信访突出问题实施方案》，明确处理
原则和工作机制。采取“两分离一并
行”的原则，对信访突出问题项目房产
办证实行购房人办证与追缴项目建设
单位税费、追究相关责任两分离，购房
人办证与项目整改相并行，优先解决
购房人办证问题；对相关责任企业、建
设单位欠缴的费用按照“三应三尽”

（应缴尽缴、应收尽收、应追尽追）的原
则，严格追缴；对违法违规的房地产开
发企业或者个人，严肃查处，依法追究
经济与法律责任。

实行分类处置，积极稳妥化解矛盾

对房地产领域办证信访突出问题

进行仔细研究，归类成用地审批手续不

完善、欠缴土地出让价款或相关税费、

未通过规划核实、未通过竣工验收备案

等七类典型问题，研究制定分类处置制

度，建立“一案一策”执行方案。对用地

审批手续不完善的，在确保“权属合法、

无争议”的前提下，依法补办相关手续；

对欠缴相关税费问题，按“证缴分离”的

原则，优先为购房人办理登记；对超容

积率建设的，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

出整改意见，“整改意见书”可作为办理

不动产登记的依据；对未通过竣工验收

的楼盘，办证主体委托房屋检测机构对

房屋进行检测并出具安全检测鉴定报

告书，消防验收按照消防相关要求完成

验收，两项验收合格后，报市住建部门

备案，不动产登记中心即可依法为购房

业主办理不动产登记，依法依规有效有
序处置化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财
产权益。

坚持标本兼治，确保实现常态长效

举一反三，研究建立长效机制，进
一步防范化解房产领域风险。加快推
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动全
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与不动产登记一
体化平台建设，实现工程建设项目“一
网通办”，全面精简优化不动产登记业
务流程和各种申请材料，切实缩短办证
时间。推行并成功试点“交地即交证”

“交房即交证”改革，为有效杜绝房地产
领域信访突出问题发生提供了新思路，
从源头杜绝房地产领域信访新问题发
生，切实增强了群众在不动产登记改革
中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刘 新)

集中化解房地产办证信访突出问题

12 月 21 日，永州市零陵区珠山镇永
州市旺盛农业种植合作社的员工们农寒
不寒，对油菜田进行清沟沥水，狠抓冬季
油菜管理，确保冬季油菜田不积水，以增
强油菜的防寒、防冻、抗倒伏能力，实现油
菜增产增收。

近几年来，永州市零陵区以乡镇村为
单位, 将冬种作物作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
径之一,采取领导包片、干部包村、党员带
头、因地制宜、一村一品、“以奖代补”、统
一供种、统一管理、统一订单的办法，鼓励

发展规模成片稻稻油、稻稻菜、稻稻鱼、稻
稻鸭、瓜稻稻等生态种植养殖业。同时,
该区制定了冬种作物系列管理办法和措
施, 调动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菱角塘镇
永连村采取村集体带头种植与村民个体
种植相结合, 全村今年油菜种植面积达
1000亩, 邮亭圩镇采取大户承包、合作社
种植的办法, 今年冬种油菜达3.5万亩。

到目前为止,全区今冬农作物种植面
积 达 46.71 万 亩, 其 中 冬 种 油 菜 面 积
21.23万亩。 (杨万里 张兴国)

永州市零陵区：21万亩油菜长势喜人

“太感谢何顺成工作室了，
他们不辞辛苦为我们协调好了
纠纷。要不然，这官司不知要打
到什么时候！”月初，道县发生
一起医疗纠纷。西洲街道何顺
成工作室负责人得知情况后，立
马赶到现场调查情况，组织双方
先后协调了四次，终于达成和解
协议。

近年来，道县加强基层综治
信访阵地、队伍、制度建设，从体
制机制方面推动信访工作重心
下移，把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的部
门进驻到乡村和社区，县乡村三
级联动处置，扁平化管理，使信
访 矛 盾 的 源 头 治 理 更 富 有 成
效。县乡两级干部变“驻村”为

“住村”，从“群众上访”变为“干
部下访”，使群众能就地反映问
题，通过访调对接、诉源治理，确
保了矛盾问题在基层一线化解，
减少了信访和诉讼成本。凡群
众的诉求可以纳入协调化解的，
受理登记后及时进行移交调解
组织办理，实行从“访”到“调”的

无缝对接，挤压了矛盾上行空
间。在西洲街道、四马桥镇等地
分别设立 6 个诉源治理工作站
和 5个村、社区尝试推进诉源治
理，预防潜在纠纷、化解已有矛
盾、减少进入诉讼环节案件数量
或有效分流诉讼中的案件，进一
步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
在萌芽。

道 县 通 过 推 深 做 实 信 访
“枫桥经验”，扎实推进访调对
接和诉源治理，广泛采用多元
化解信访矛盾纠纷，在全县积
极开展法律咨询、纠纷分流、联
系村社区、调解指导、多元解
纷、司法确认、诉调对接、诉讼
服务等工作。通过引入多方力
量参与诉源治理工作，广泛汇
集民意，有效集中民智，形成人
员联合、力量联动、资源共享的
工作格局，全面提升诉源治理
的社会化水平。今年，诉前调
解化解矛盾纠纷 556 起，当场
司法确认案件 55 起。

（盘 林 周德祥）

道县：
访调对接解矛盾 诉源治理化纠纷 辰溪、中方两县青年教师课堂技能教学比赛。 （程轩供图）

近日，中国石化常德石油分公
司与石门县经济建设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成功签订合资经营合同，成立
石门经投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合资
公司将积极争取石门县加油站点行
业规划中加油站零售存量网点和新
增网点的优先建设经营权，并计划
于近期完成首批 2 座加油站点的规
划和相关手续，同时启动第二批 4
座加油站点的规划实施。

据悉，合资公司的成立将最大
程度发挥地方政府与企业在市场开
拓过程中的互补优势，助力政企效
益双赢。政府将协调处理好有关政
府部门、地方关系，为合资公司提供
良好的合作经营环境，全力争取相
关投资优惠待遇。企业将在为地方

提供优质成品油保供服务的基础
上，以易捷品牌渠道推广地方特色
产品。

自中国石化常德石油分公司大
力推进政企联营、合资建企以来，其

“平等互利”“实干共赢”的开放理念
逐步吸引了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的关
注。至今，中国石化常德石油分公
司已经和常德 4个区县（市）政府签
订合作协议并成立合资公司，促成
超过 40 座联营站点纳入政府建设
规划，并着手推动落实。此举既为
中国石化常德石油分公司升级网络
建设、做大做强优质成品油供应奠
定了坚实基础，还为开启市场拓展
创效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撑。

（黄 景）

中国石化常德石油分公司：
与地方合作，创政企共赢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