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宁县

“两手抓”让流动党员“回家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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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
“村村响”，
60 万人安上
“顺风耳”
本报讯 “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 “村村响”纳入到各乡镇、相关单位的年
听农村广播节目……”每天的 8 时 30 分、 终文明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该县自
12 时和 17 时 30 分，新宁县的村村落落就 2014 年正式启动“村村响”工程建设，充
会响起播音员清脆悦耳的声音。农村广 分利用广播电视、电信、移动、电力等资
播“村村响”已成为农民朋友生活中重要 源，统筹建设了县、乡、村三级共享广播
的一部分。
平台，实现了全县日常广播和应急广播
截至今年 3 月底，该县已投入 1056 一张网。
万元，完成了 1 个县级播控平台和 16 个
建成农村广播“村村响”的乡镇、行
乡镇平台的建设，架设广播点 3529 处，安 政村每天通过县播控平台接听、播放广
装喇叭 7058 个。近日，新宁县被评为邵 播。为更好地发挥农村广播的惠民作
阳市“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先进单位”。 用，该县农村广播“村村响”播控中心推
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是为民办实 出了“新宁新闻”
“党建之声”
“崀山播报”
事项目，新宁县委、县政府明确把广播 “农广天地”
“农广视角”及“养生一点通”

六大板块的广播栏目，全方位满足群众
的收听需求。
去年以来，该县不断出现强降雨过
程，局部地区出现暴雨和特大暴雨，全县
累计降雨量达到 631.5 毫米。新宁县要
求已建成的“村村响”广播在防汛抗灾工
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让“村村响”广播
成为群众的“千里眼”
“ 顺风耳”和“救命
广播”，
使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
截至目前，新宁县收听群众已达到
60 多万人，
播出新闻 4000 多篇、惠农节目
2300 多期，得到了当地群众一致好评。
（杨坚）

工厂化育秧 5 万亩，
农民不惧
“倒春寒”
本报讯 “往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还
在为请人育秧而发愁。今年和益农公司
签了‘代育’协议，不再惧怕‘倒春寒’了，
种田也再不用看老天的脸色了。”4 月 5
日，洞口县花古街道中鑫源种植合作社
的谭明祥介绍，突破了“看天育秧”的瓶
颈，该社今年流转土地 1000 亩以上，双季
稻种植面积达 800 亩。
“与传统的秧田育秧相比，工厂化育
秧具有省秧田、省稻种、省工时以及育秧
周期短、秧苗生长整齐等优点，每亩早稻
可增产 35 公斤至 50 公斤。”记者随洞口
县农业局春耕技术指导组穿行在雪峰山

下的广袤田野，随处可见种粮大户、家庭
农场主都在抢抓时令进行早稻集中播种
育秧。
今年以来，洞口县创新建立政府引
导、大户承载、财政保障“三驾马车”同时
发力推动粮食生产。该县通过引导土地
经营权的有序流转，推进适度规模开展
粮食生产经营，以优质稻为主导产业建
设现代农业综合产业园，引导和扶持粮
食生产加工龙头企业按照“公司+基地+
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实行订单生产，
创建标准化优质稻生产基地。同时，支
持培育水稻集中育秧、病虫害统防统治、

农机专业化服务组织开展水稻生产全程
社会化服务；鼓励龙头企业和农村合作
经济组织通过发展规模化种植和专业化
服务创建优质粮食产业园。
人勤春来早，
秧好半年禾。该县通过
推广集中育秧技术，
提早了生产时间，
保证
了秧苗品质，
破解了双季稻因季节气候难
以高产的瓶颈，
为扩大双季稻面积和机械
化生产奠定了基础。今年该县在 16 个乡
镇（街道、
管理区）实施早稻专业化集中育
秧，
落实育秧主体 142 个，
秧田面积达 650
亩，服务面积突破 5 万亩。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谢定局 谢又春 张扬）

本报讯 3 月 26 日，绥宁 “一对一”
联系机制，
由在家党
县水口乡茅坪村外出务工党 员与外出流动党员结成联系
员吴儒元特意从深圳赶回村 对子，
采取打电话、发短信、在
里，参加村级党组织换届选 线谈心等多种途径，
及时了解
举。他说：
“换届是大事，
积极 流动党员思想动态，
通告换届
参 与 是 党 员 的 权 利 也 是 责 选举工作信息，
充分调动流动
任。
”
党员返乡参选的积极性。。
该县坚持一手抓换届政
该县还从制度建设入手，
策宣传，一手抓保障机制完 坚持事业留人与待遇留人并
善，
号召广大外出务工党员回 重，确保流动党员“留得住”。
乡“当家做主”，
切实保障了流 县里每年拿出一定招考指标，
动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 从优秀村干部中选拔招考乡
举权，
有效调动了流动党员返 镇公务员，
确保队伍稳定。县
乡参与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 财政安排 1600 余万元，用于
工作的积极性。截至目前，
该 发放村干部基本报酬和离任
县已返乡或表态愿意返乡参 村主职干部生活补贴，
其中村
选的流动党员达 736 人。
党支部书记基本报酬达到每
该县加大换届政策宣传， 年 14700 元，切实保障了村干
努力调动流动党员“想回来” 部报酬待遇。
的积极性。为此，
该县建立了
（向云峰 阮登科）

邵阳县七里山场

“六不漏”筑牢动物“防疫墙”
本报讯 4 月 5 日晚 9
时，
在邵阳县七里山园艺场木
铎村王家院子，
防疫站工作人
员戴着头灯，
一户一户上门为
鸡、鸭等动物免费打防疫针。
这是该场实施“六个不漏”筑
牢动物“防疫墙”
的缩影。
自 3 月 10 日开始，七里山
园艺场党委、场管委抓好基础
免疫，利用 50 天时间集中重
点对养殖户、场进行全面防
疫，
构筑动物春防屏障。该场
通过会议、板报、宣传栏、张贴
标语等形式，
加大动物防疫有
关法规政策的宣传；
对规模养
殖场（大户）发放规模养殖场
防疫告知书、印发宣传单，提

高群众的防疫意识。该场坚
持“六个不漏”
（场不漏村、村
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畜、
畜不漏针、针不漏药）的原则，
由村干部、防疫员组成的防疫
队伍，排好时间表，实行整村
推进；利用村民凌晨 6 时前、
晚上 7 时后的空闲时间段，进
村逐户上门为家禽、家畜打防
疫针，
筑牢动物“防疫墙”。
截至 4 月 5 日，该场已对
辖区内 20100 余羽鸡、1300 多
羽鸭注射了禽流感疫苗，
并为
1200 余头家畜注射了口蹄疫
疫苗，
确保全场养殖业健康发
展。
（康 煌 唐跃荣）

武冈市
3 月 30 日 ，
为将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落到
实处，新宁县人
武部为对口扶
贫 村 —— 清 江
桥乡连河村贫
困户送去优质
脐 橙 苗 木 5000
株，并协助村民
移栽苗木。
石国兴
梁 毅
摄影报道

被分配在黄亭市镇中学承担语文教学工
作。在潜心教学之余，戴煜老师发现该校
1003 名学生中，留守学生竟然多达 516 人。
之后，
他经过近一年的多方奔走、
呼吁，
建立
了
“邵阳县黄亭市镇留守儿童关爱基金”
。
本报讯 3 月 31 日下午，
由长沙市天心 情况之后，
该教育基金在启动初期，
就得到各界爱
又在现场进行了募捐活动，
现场
区支教老师牵线搭桥发起、
各界爱心人士慷 共募集到爱心款68300元。
心人士的大力支持。截至目前，
参与基金支
慨解囊赞助的
“邵阳县黄亭市镇留守儿童关
扶助基金已积聚
据了解，2016 年 9 月，长沙市天心区教 持的爱心人士已达到97人，
爱基金”
正式启动。
“ 一对一”扶助对象已增至 11
育局给革命老区邵阳县选派了 23 名支教老 至 98242 元，
活动发起人戴煜老师介绍了基金筹集 师，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刘飞 罗乐洋）
其中，
年近半百的戴煜作为支教队队长， 人。

邵阳县黄亭市镇

关爱基金
“一对一”扶助留守儿童

念好
“四字经” 堵医保漏洞
隆回医保拒付 150 万元违规资金
本报讯 4 月 5 日，隆回县人社局医保
站对全县各定点医疗机构和协议药店进行
了检查，
并随机调查了100余名参保人员，
对
医院和药店的服务满意度进行了测评。
该县医保站在医保监管中发现，
定点医
院有不因病施治、开大处方、
“人情方”
以及
非诊疗需要进行检查、
治疗和重复检查等现
象；协议药店存在为城镇职工用医保 IC 卡
在药店刷卡购买化妆品、生活用品、保健用

品等串换为目录内药品等现象，
一年来该站
共拒付医保违规资金150万元。
隆回县共有参保城镇职工 4 万余人，
全年共征缴医保基金 1.1 亿元，
支出医保基
金 9000 余万元；全县共有定点医院 10 个、
协议药店 98 个。为管好参保人员的救命
钱，该县构建了“看、听、访、查”四字检查
机制，每季度对全县协议医院和协议药店
进行检查。

该县对药店主要查看医保系统的承
载、使用和网络信息安全，是否按要求配
有执业药师；对协议医院，看是否存在冒
名顶替、挂床住院，是否存在乱检查、乱用
药、乱收费等现象。对检查情况进行通
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凡
连续通报的取消协议资格，有效遏制了医
保违规行为的发生。
（杨贵新 聂小珍 李跃凤）

产业脱贫惠及上千贫困移民
本报讯 “搭帮干部帮
忙，
现在咱家猪场不仅扩宽了
面积，而且增加了 30 头小猪，
真的像模像样了。”3 月 30 日，
武冈市稠树塘镇甘冲村村民
陈大婶高兴地说。
武冈市建档立卡贫困移
民达 1237 名，拟对稠树塘镇
甘冲村大水江水库库区移民
安置重点村等贫困移民发放
“ 产 业 脱 贫 ”资 金 200 多 万
元。自 3 月 20 日起，该市移民
局采取层层签订帮扶责任状
的形式，广泛开展“以扶贫帮
困为荣，以包户脱贫为责，做

合格党员”
专题实践活动。
该局按照正科级干部、副
科级干部、普通干部分别帮扶
3 户、2 户、1 户的新模式，通过
入户调查、查阅资料、谈话谈
心等形式，
一并把贫困移民基
本情况、致贫原因、困难问题、
发展意愿等纳入扶持档案，
在
宣传今年移民产业扶贫新政
策的同时，
对刘秋成、刘治光、
唐大同等一批急缺资金发展
种养业的贫困移民，
将其奖扶
标准上浮 30%，从根本上确保
年内贫困移民脱贫致富。
（胡南春 欧建新）

洞口县国土局

枕戈待旦防地灾
本报讯 “村里加强了值
班力量，每天 3 次巡查，一旦
出现突发情况，
及时组织群众
撤离”。3 月 23 日上午，在洞
口县山门镇双溪村胜利组地
质灾害隐患点，
该村监测员尹
小文向带队检查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的县委常委、县委办主
任吴方定介绍了该村今年的
地灾防治措施。
“每年汛期前，县国土局
和镇里都要实地勘查该地灾
隐患点的危险性。”醪田镇新
书院村支部书记尹冬梅介绍，
位于该村四、七组交界处的地
灾隐患点，形成于 2015 年，曾
威 胁 11 户 群 众 生 命 财 产 安
全，当地国土所陆续办理了 6
户群众的搬迁手续，5 户群众
已纳入今年的异地扶贫搬迁
范围。
“有条件的地方，只有消
除地灾隐患，
群众才能安心居

住。
”
在醪田镇杨广村新建组，
该县国土局局长戴伟建叮嘱
当地国土所负责人在加强日
常地灾巡查的同时，
严把地灾
治理工程质量关。
今年汛期前，
洞口县国土
局对全县涉及 150 个村的 200
处地灾隐患点进行集中排查
并制定了《洞口县地质灾害防
治方案》及《洞口县突发性地
质灾害应急预案》，对每一处
新增地灾隐患点都编制防灾
预案，落实监测责任人，明确
预警信号、人员撤离路线、通
讯联络方式并发放“防灾明白
卡”
“防灾责任卡”等。3 月 17
日，
该局即进入地灾防治战备
状态，
全县乡镇国土所枕戈待
旦，局机关实行 24 小时专人
应急值班，
确保突发地质灾害
灾（险）情及时上报，
及时应急
处置。
（曾 晖 姚川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