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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陈勇 王为薇

通讯员 黄依依

7 月 9 日，湖南省庆祝建党 100 周年系列新闻

发布会第七场——民政人社专场新闻发布会举

行。发布会由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持，省人社厅党

组副书记、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黎石秋，省民政厅

党组成员、副厅长蒋建华发布新闻。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思想，在保障改善民生、促进充分就业、提

供优质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高质量发展更具质

感、更加全面，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更加

宽广。

促就业，念好“五字诀”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黎石秋介绍，为

了做好稳就业工作，近年来，全省人社系统着力念

好引、联、强、促、增“五字诀”，通过政策引领、经济

联动、培训强基、创业促进、服务增效等措施，极大

地促进了就业兴业，人民群众创业乐业的机会越

来越多，小康生活的成色越来越足。

据统计，2019 年全省城乡劳动力资源达 5436

万人，从业人员 3666.48 万人，其中城镇从业人员

规模达 1940.94 万人，比 2010 年增长 711 万人，私

营个体经济吸纳就业人数 10 年间从 826.69 万人增

至 1557.48 万人，就业岗位不断拓宽。三次产业从

业 人 员 比 从 2010 年 的 42.4∶23∶34.6 优 化 调 整 为

2019 年的 38.4∶22.1∶39.5，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在

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由 2010 年的 29275 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77563 元，劳动收入不断增加。

抓改革，筑牢社会“稳定器”

黎石秋介绍，我省通过不断深化社保制度改

革，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全省社

保体系呈现三大特色：紧扣增强公平性，统一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

保险制度并轨，形成职工和居民两大制度，填补了

部分群体缺乏保障的制度空白；紧扣适应流动性，

建立健全企业职保基金调剂制度，均衡地区结构性

矛盾，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基金支付压力；紧扣保证

可持续性，统一养老保险单位费率、全面实现省级

统筹，为在更大范围内互助共济创造了条件。

据了解，2010年至 2020年，我省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从 1937.66 万人增加到 5195.9 万人，失业保险

参保从 399.5万人增加到 640.9万人，工伤保险参保

从 515.1万人增加到 820.5万人。我省连续 17年调整

养老金标准，2020 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

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113 元，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标

准从 2010 年 495 元/月提高至 1314 元/月。

保基本，应保尽保提质增效

全省民政系统干部职工在决胜全面小康、决

战脱贫攻坚中坚决扛牢兜底保障的政治责任。截

至目前，建成了养老机构 2403 所，儿童福利机构

63 所，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128 所，救助站 117

所，殡仪馆 95 所，城市日间照料中心、农村幸福院

等基层养老服务设施 2.9 万个，保障低保、特困、孤

儿、残疾人、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 412.1 万人。

蒋建华介绍，在脱贫攻坚中，我省坚持五级书

记抓低保治理，全面清理核查农村低保对象，推动

入户调查、收入核对、民主评议、公示公开“四个全

覆盖”，全省实现应保尽保、动态管理、精准救助。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推进农村低保与扶贫

开发政策衔接，106.5 万名兜底对象综合保障到

位，全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大力发展养老服务、儿童福利、社会福利和便

民服务，基本社会服务供给更具质量、更加高效、更

加暖心。“十三五”以来，我省已建养老床位 40万张，

基本建成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

养老服务体系。保障孤儿 1.5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 2.3 万名，孤儿集中和分散供养生活补贴标准分

别达到每人每月 1350元和 950元。关爱保护 62万余

名农村留守儿童，实现村级儿童之家、儿童主任配

备全覆盖，未成年人监护缺失、失学辍学等问题得

到有效解决。通过湖南社工“禾计划”，建成基层社

工站 2069 个，发展志愿者 1288 万人。

求精准，构建“8+1”救助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积极推进社会救助制

度改革，基本建成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

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

业救助、临时救助与社会参与的“8+1”社会救助体

系。

全省健全城乡低保制度。完善低收入家庭经

济状况核对机制，保障城乡低保对象 193 万人，全

省城市低保标准平均达到 590 元/人·月，人均救助

水平达到 407 元/人·月，农村低保标准达到 5207

元/年，人均救助水平达到 262 元/人·月。健全特困

供养机制。全省保障特困人员 36.7 万人，城市、农

村年供养标准分别达到 9355 元和 6656 元，生活不

能自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达到 52%。健全残疾

人福利体系。残疾人“两项补贴”覆盖目标人群 101

万人。健全专项救助制度，年均临时救助 78.5 万人

次、流浪救助 9.6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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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已全面实施终身职业技能培训。”7 月 9

日，在湖南省庆祝建党 100 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

民政人社专场上，省人社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

一级巡视员黎石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目前，

湖南已全面实施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从今年开始，

湖南启动“6+2 湖南技能人才振兴计划”。

在全面实施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的基础上，湖

南在全国率先出台职业技能提升三年行动方案，

培训补贴基本实现工种全覆盖，构建技能人才多

元评价体系，吹响建设技工大省“冲锋号”。

数量庞大、梯次结构合理的技术工人队伍，既

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也是我省

全面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建设现代化新湖南的

重要支点。黎石秋介绍，接下来，湖南将在职业技

能培训方面继续发力，启动“6+2 湖南技能人才振

兴计划”。

“6”指的是“六大工程”，包括技工教育提质、

技能培训增效、基础能力提升、技能人才激励、全

方位服务、全社会动员等，旨在健全完善技能人才

培养、评价、使用和激励等全链条全环节。

“2”指的是职业技能竞赛和职业技能培训“两

大品牌”，培训方面，将着力围绕“湘技湘能”品牌

有序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启动优秀特色劳务品牌

建设工作，立足现有特色项目，对接产业发展需

要，打造一批叫得响的培训品牌，助推劳动力素质

全面提升。竞赛方面，将推动创建“技行三湘，能创

未来”职业技能竞赛品牌，打造常态化综合性赛

事。

湖南全面实施终身职业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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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社区打造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在

农村大力发展互助养老，为广大群众提供就近、方

便、可及的养老服务。”7 月 9 日，在湖南省庆祝建

党 100 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民政人社专场上，省

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蒋建华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介绍，将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

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让全省老年人享有基

本养老服务，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湖南省 60 岁以上

老 年 人 口 占 比 达 到 19.88%，65 岁 以 上 占 比 达 到

14.81%，达到中等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越

高。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我省养老服

务事业产业发展重要机遇期。湖南科学编制全省

养老服务“十四五”规划，推进养老规划与城市总

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控制性详规，以及社

会保障、公共服务、服务业发展等规划相衔接，坚

持一张蓝图干到底。

到 2021 年，全省已建成养老机构 2403 所，城

市日间照料中心、农村幸福院等基层养老服务设

施 2.9 万个。按照“人人享有”“公共服务均等化”原

则，湖南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实施特困人员供

养服务机构提质升级三年行动计划，加快乡镇、街

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日间照料机构等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发挥生态、文化、医疗等优势，湖南将引导国

资国企、民间资本、社会力量等参与，培育一批专

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企业，努力将我省

打造成医养康养幸福养老新高地。

此外，湖南还将建立省、市、县和养老机构四

级养老服务培训和实训体系，在全省培训 1000 名

养老院院长、5000 名为老社工及 10 万名养老护理

员，加快养老服务专业化进程。建立政府主导、机

构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四位一体”大监管格

局，实现对养老服务机构全流程、全链条、全方位

监管，牢牢守住质量和安全底线，维护广大老年人

合法权益。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张咪

通讯员 张鹏飞 张和生

“七一”前夕，株洲市政协原副主席、

炎陵县委原书记黄诗燕被追授为“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消息传来，再次唤起炎陵人

民对这位倒在扶贫一线“最美扶贫书记”

的无尽思念。

心中有党，做精准扶贫的
示范带头人

“能否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是关系到

我们是不是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不

是社会主义、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人民

政府、是不是真心实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重大原则问题、立场问题、群众感情问

题。”这是黄诗燕生前说过的话。

2011 年 6 月 25 日，47 岁的黄诗燕来到

炎陵县担任县委书记。

当时的炎陵，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

区，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主战场之一。

黄诗燕出生在攸县农家，“再也不能贫

困下去”的愿望，从小就在他心底发芽。他对

贫困百姓的生活更是感同身受。带领 20 万

老区人民脱贫摘帽奔小康，成为黄诗燕的最

大考验、第一任务。他向全县人民承诺：“功

成不必在我，但脱贫功成，务必在我。”

上任不久，黄诗燕就一头扎进贫困村

调研，穿行在炎陵的山山岭岭，访贫问计。

在没有通车的偏僻村组，他弃车步行，爬

山越岭，短时间内走遍了全县各乡镇 54 个

贫困村。

通过调研，黄诗燕将炎陵定位为“老

祖宗安寝福地、老人家革命圣地、老天爷

生态宝地、老百姓宜居乐地”，提出发展绿

色农业、生态工业、文化旅游，重点建设农

字 号“ 一 带 八 基 地 ”(生 态 休 闲 农 业 风 光

带，无公害蔬菜、特色水果、炎陵白鹅、花

卉苗木、笋竹林、茶叶、油茶、药材基地)，

举全县之力重点发展炎陵黄桃产业，带动

农民增收。

2011 年，炎陵县将黄桃纳入重点扶持

产业，财政每年投入 500 万元奖励扶持种

植户。8 年常抓不懈，炎陵县 8000 多名农

户种植黄桃 8 万多亩，近 6 万人进入黄桃

产业链。全县近 60%的贫困群众通过种植

黄桃稳定脱贫。

在炎陵举办的首届黄桃大会上，黄诗

燕为炎陵黄桃代言。有人提醒他：“县委书

记为产品站台代言妥不妥？会不会招来非

议？”黄诗燕说：“为老百姓脱贫站台，怕什

么！”他还提出了“炎陵黄桃，‘桃’醉天下”

的宣传语。如今，炎陵黄桃成为当地“明星

水果”“致富金果”。

心中有民，做有情怀的群众
贴心人

黄诗燕曾说，贫困群众的日子好不好

过，要“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

强，四看家里有没有读书郎，五看有没有

病人卧在床，六看老天爷有没有帮倒忙”。

2013 年，黄诗燕面临一场硬仗。摸底

发现，炎陵县有 1.49 万户村民的住房存在

安全隐患。黄诗燕态度坚决：“砸锅卖铁，

也要让百姓住上新房！”

黄诗燕带领县委、县政府“勒紧裤腰

带”。工作人员几次提议装修办公室，被

他拒绝；办公桌掉漆褪色，有人建议换新

的，被他拒绝；书柜隔板下沉变形，翻个

边继续用；沙发破了、电视机旧了，他也

不准换……硬是将全县有限的资金集中

投入，凑足 2.5 亿元，让近 1.5 万户贫困群

众住房安全有了保障。

“你对群众有多好，群众对你就有多

亲。”黄诗燕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成为他

和群众鱼水情深的最好写照。

大源村贫困户廖成运家，是黄诗燕对

口扶贫联系户，黄诗燕不知走访了多少

次。70 多岁的廖成运体弱多病，儿子廖建

文劳动能力不强。在黄诗燕帮助下，廖建

文到离家不远的九龙工业园企业上班，月

工资近 4000 元，全家住进了安置房。搬进

新房，黄诗燕见他家空荡荡的，连吃饭的

桌子都没有，又安排有关部门买来桌椅板

凳。去世前，黄诗燕再次到村里调研，嘱咐

村支书帮廖建文介绍对象。

有农村老党员这样表达心声：“县委

书记黄诗燕，炎陵百姓好喜欢。当官不摆

官架子，不耻下问真青天。”

去年 11 月，中宣部追授黄诗燕同志

“时代楷模”称号。

■记者手记

最美扶贫书记
张咪

“农村美了，农民富了，黄书记却走了。”

记者在炎陵县采访时，提起黄诗燕，许多村

民这样缅怀他们心中的“最美扶贫书记”。

1984 年 ，黄 诗 燕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2011 年 6 月，黄诗燕就任炎陵县委书记，

直至 2019 年 11 月 29 日因公殉职，年仅 56

岁。2014 至 2019 年，炎陵县累计脱贫 7224

户 24056 人，成为湖南省第一批摘帽的国

家级贫困县，贫困发生率降至 0.45%。

一组组数据显示，黄诗燕在任期间，

炎陵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 2010 年

相比，炎陵县 2019 年规模工业总产值增长

2.5 倍，经济总量增长 2.3 倍，财政收入增

长 3.2 倍，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2.7 倍；炎帝

陵景区成功晋级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炎

陵相继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县城”“全国

最美生态旅游示范县”等。

黄诗燕用九年如一日的坚守，像一颗钉

子钉在脱贫攻坚主战场，带领老区人民齐心

协力脱贫奔小康，拼尽最后力气，用生命兑

现“脱贫功成，务必在我”的庄严承诺。

红色潇湘
身边榜样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7月 9日讯（记者 李

国平 通讯员 刘士琳）今天上午，省检察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宣布由省检察院、省司法厅、省财政厅、

省生态环境厅、省国资委、省税务局、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省工商联、省贸促会等九家单位共同设立的

湖南省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第三方机制管委会”）正式成立，为

我省深入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是指检察机关对于办

理的涉企刑事案件，在依法做出不批准逮捕、不起

诉决定或者根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出轻缓量刑

建议等的同时，针对企业涉嫌具体犯罪，结合办案

实际，督促涉案企业作出合规承诺并积极整改落

实，促进企业合规守法经营，减少和预防企业犯罪。

适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办理的案件是指公司、

企业等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涉及的经济犯

罪、职务犯罪案件，既包括公司、企业等实施的单位

犯罪案件，也包括公司、企业实际控制人、经营管理

人员、关键技术人员等实施的与生产经营活动密切

相关的犯罪案件。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的核心在于涉案企业

真正完成合规建设，避免企业再次违法犯罪。”省检

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卢乐云介绍，要通过合

规建设确保涉案企业在以后的发展特别是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有效抵御法律风险特别是刑事法律风

险，预防各类犯罪的发生。

会议透露，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工作的重点是管

理和监督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第三方监督评估组

织提交的合规建设考察书面报告，将作为人民检察

院作出案件处理决定的重要参考。

第三方机制管委会运行的关键是“两个确保”：

确保涉案企业进行高质量的合规建设，确保第三方

监督评估组织向检察机关出具的书面考察报告的

客观性和公正性。“我们将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制

定相应的合规建设标准，推动面向国际标准的企业

治理，通过企业治理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卢乐

云说。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7月 9日讯

（记者 肖秀芬 通讯员 张倩 林城）晴热

高温仍在持续！气象部门预计，9 日至 11

日，湖南大部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都在

35℃～37℃。不仅如此，湘西北、湘东南局

地多阵雨或雷阵雨侵扰，需注意防范。

据实况统计显示，昨日，湘北大部午

后到傍晚出现了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常德北部(石门、安乡、临澧）、益阳（赫山、

资阳）共 5 个县（市、区）11 站达到暴雨量

级，其中石门县白云桥最大降雨量 91.7 毫

米。然而，降雨却并没有压住高温势头，全

省共计 30 站出现高温天气。

省气象台今日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

计 9 日 20 时至 10 日 20 时，长沙、株洲、湘

潭、衡阳、邵阳、岳阳、常德南部、益阳、郴

州、永州、娄底将达 35℃，局部地区将达

37℃以上。

省气象台预计，9 日晚至 10 日白天，

全省晴天间多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北部、张家界北部、常德西北部、怀化

南 部 局 地 有 阵 雨 或 雷 阵 雨 ，最 高 气 温

33℃～37℃。10 日晚至 11 日白天，全省晴

天间多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北部、

张家界北部、常德西北部局地有阵雨或

雷阵雨，最高气温 33℃～37℃。11 日晚至

12 日白天，湘西北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

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北部、张家界西北部局地大雨，其

他 地 区 晴 天 间 多 云 ，最 高 气 温 31℃ ～

37℃。

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湖南以晴热高温

天气为主，公众出行、户外活动或作业时

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相关部门要注意蓄

水、保水和科学用水。此外，注意防范局地

热对流引发的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民生不断改善 迈向共同富裕
——湖南省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民政人社专场

在城市社区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

精准扶贫 造福百姓
——追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诗燕

晴热高温仍在持续 局地需防范热对流

黄诗燕 通讯员 摄

依法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

湖南成立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委会

7月 9日，长沙市望城区新月小区口袋花园，满眼绿意，环境优美，居民们在园内休

闲娱乐。望城区在普瑞大道（三环线至金星大道段）提质改造中新建了 9个口袋花园，共

占地41000平方米，可服务周边近十万居民。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田超 摄

口
袋
花
园
扮
靓
生
活

7月 9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湖南省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七场——民政人社专

场新闻发布会。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等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发布新闻，并回答记者提问。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唐俊 摄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7月 9日讯（记者 陈

新）“活着是红军的人，忠心赤胆；死了做红军的鬼，

灵魂不散……”今晚，伴随着台下观众雷鸣般的掌

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在长

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完成首演。

《半条红军被》分为 6 幕。第一幕是长征出发，介

绍了主要人物，特别是通过郑秋收和祝霞这对革命

伉俪的别离，引出“红军被”这个贯穿全剧的重要道

具。第二幕即发生在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

“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第三幕讲述湘江战役。第

四幕讲述红军过雪山，已发高烧的马大壮为照顾炊

事员天剩，把剩下的半条被子让给了他，自己不幸

牺牲。第五幕讲述过草地，湘妹子为了给断粮 7 天的

部队寻找食物，不慎葬身泥潭。最后一幕，郑秋收与

祝霞终于相逢，随后在激烈的战斗中为保护乡亲，

两人点燃红军被将敌人引上山，壮烈牺牲。

“现在沙洲村景美、人旺、发展后劲足。”应邀

前来观看《半条红军被》的沙洲瑶族村党支部书记

朱向群激动地说，沙洲村已从贫困落后的小山村

发展成 4A 级景区，现在每天有 5000 多名游客来村

里观光学习，希望通过歌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让更

多观众了解沙洲，让更多观众体会“共产党人”的

精神内涵。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首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