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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困难群体参保续保难题，我
市率先在经济落后的大湘西地区启动市区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城区7万多失地
农民养老无忧，全市427万城乡居民尽享政
策实惠。这一亮眼的成绩单背后，凝聚着市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处全体工作人员的
心血，也彰显出我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障服务水平的稳步上升。

以“德”锻铁军

近年来，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处
以转变作风、提升服务水平为重点，通过开
展“创先争优”活动、设立“学雷锋志愿服务
岗”、评选“青年文明示范岗”“文明职工”等
方式，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宗旨意
识、业务素养，打造了一支“思想政治上过
硬、勤政廉政上过硬、工作作风上过硬、业
务能力上过硬”的干部队伍。

同时，该处狠抓学习教育，建设学习型
团队，积极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提高党
员干部廉政意识，强力推进纠“四风”、治“陋
习专项整治工作。该处还根据工作实际，建
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提高工作人员的服务
意识和执政为民的责任感，优化办事流程，

实行首问负责制、全程代理制、一次性告知
制、限时办结制和责任追究制，做到办事程
序公开、办事时限公开、办事结果公开，切实
提高办事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以“实”惠民生

为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市城乡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处强化责任担当，贯彻落实社
会保险扶贫政策，支持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
员、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参保续
保，从入口上减轻贫困人员参保缴费负担。
从2017年至今，我市共为贫困人员代缴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费3553.53万元，让186965
名贫困人员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是重要
的民生工程。自2015年9月市区被征地农民
社会保障工作启动以来，市城乡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处发扬“白加黑”“5+2”精神，完成了
横跨10个年度（2008年9月至2018年12月）、
涉及690多个征地项目的相关资料清理和保
障对象审核，71109名被征地农民被市辖三
区人民政府确定为保障对象，为他们发放养
老保险补贴12.48亿元，追缴被征地农民社会
保障欠费2.98亿元，切实做到了“不错一人、

不漏一人”，让被征地农民实现应保尽保。

以“新”强宣传

“工作人员经常上门为我们普及参加
养老保险的知识，让我们真正享受到政府
的各项惠民政策。”12月14日，北塔区茶元
头街道刘黑社区居民刘光源高兴地说。在
该社区人流量集中的地方，到处都能看到
宣传养老保险政策的标语。

今年以来，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处积极组织开展养老保险宣传月活动，启
动“宣传横幅挂乡镇、宣传海报贴村组、宣
传资料送参保人员”行动，组织专门的工作
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千家万户，为参保对象
宣传讲解社保政策，提高居民参保积极性，
扩大参保覆盖面。

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我们还创新推广‘我来识字、我来
算账，大人参加社保我动员’主题活动，请
中小学生参与进来，做参保知识宣传讲解
员。同时制作了短剧《老古板参保记》等一
批形象生动、群众喜闻乐见的专题文化节
目，通过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确保政策进
村入户、人人皆知。”

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处全面落实惠民政策

念好“三字诀”，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邵阳日报记者 罗 俊 通讯员 杨昌泉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肖勇） 12月12日上午，由双清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提起公诉的刘某卿涉嫌受贿罪、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在双清区人民法院
依法开庭审理。此案系我市公开审理的首
起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保护伞”案件。

双清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6 年至

2012年期间，被告人刘某卿利用担任邵东县
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邵东县委
副书记兼邵东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等职务上
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
在刑事案件处理、人大换届选举、土地出让、
征地拆迁等事项上谋取利益，以“放贷收息”
的方式收受肖某红、郑某成等人给予的财

物；在肖某虎、肖某妨害公务刑事案件的处
理中出面向办案机关打招呼，为肖某红及其
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且被告人家庭财
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不能说明合法
来源，差额特别巨大。综上，双清区人民检
察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依法对
被告人刘某卿向法院提起公诉。

此案庭审结果待下一步公布。

我市首起“保护伞”案开审

2018 年春节刚过，绥宁县
关峡苗族乡插柳村贫困户李三
翠走路变得轻快了，久违的笑
容回到了脸上，微信名由“路在
何 方 ”改 成“ 不 信 东 风 唤 不
回”……村民们都说，李三翠终
于活过来了。

李三翠原本有一个幸福的
家，儿子聪明好学，丈夫勤劳上
进且对她疼爱有加，公婆虽上了
年纪，但身体硬朗。她坚信，通
过勤劳的双手，一定有一个美好
的未来。然而，2014年，命运之
神对这个家庭露出了狰狞的面
目——7月，李三翠的丈夫被查
出晚期肠癌。

李三翠倾其所有，拿出了家
里全部 12 万元积蓄，带着丈夫
求医问药、辗转治疗。10 个月
时间里，她跑遍了邵阳、长沙各
大医院，但病魔仍带走了她深爱
的丈夫。丈夫走了，留下两个年
近八旬的老人，留下两个尚未成
年的孩子，留下9万多元的债务
……祸不单行，12月，遭受丧子
之痛的公公也撒手而去。

李三翠接下来的日子该怎

么过？2015年4月，在湖南师范
大学驻村帮扶工作队的提议下，
地方政府迅速确定她家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全家四口享受兜底
保障，并根据她的家庭情况和个
人能力，为她提供了一份为驻村
工 作 队 做 饭 的 工 作 ，每 月 有
1800元的收入。

2018 年，李三翠迎来了红
火的日子。在湖南师范大学

“中国绥宁插柳文化艺术园”
扶贫项目资助下，她家的部分民
宿被改造成艺术客栈。艺术客
栈自7月开业以来，先后接待多
批来村写生和实习的师生入住，
收益达到5000余元。看到村里
的旅游扶贫项目荷花基地成了
气候，来村里观光旅游的游客络
绎不绝，心思活络的李三翠网购
了几十套苗服，做起了苗服出租
的生意。今年，湖南师范大学在
插柳村举办“荷花节”期间，仅此

一项她就收入 2000 多元。此
外，在吉首市召开的湖南省高校
扶贫基地建设经验交流会上，李
三翠送去参展的手工棉鞋备受
青睐，顾客纷纷要求邮购。

不仅李三翠忙着，她家里那
点田地也没空闲。她将两亩多
水田流转给邻居耕种，作为流转
补偿的谷子就够她全家一年的
口粮。自家园子里那两分菜地，
李三翠也没让它闲着，一年四
季，瓜果飘香。工作队餐桌上常
出常新、价廉物美的蔬菜就出自
她 的 菜 园 ，她 也 因 此 得 到 了
2000 多元的回报。当年，李三
翠的年收入就突破5万元，这还
没算帮扶单位的临时资助和政
府对孩子的教育经费资助。

现在的李三翠早已不满足
于脱贫，她眼中还盯着湖南师范
大学和当地政府签订的每年
1000万元的“以购代捐”农副产

品采购订单。她深信，凭自己的
勤奋和智慧，这里面肯定有她的
商机。

“再过一年多，大儿子就毕
业了，我要规划给他们建房子
了。把两个儿子安置好了，我也
要考虑个人的事了。”说这话时，
李三翠的话语里听得到“明天”，
眼神中看得到“希望”，她真的活
过来了。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驻绥
宁县关峡苗族乡插柳村帮扶工
作队队员）

不 信 东 风 唤 不 回
余志华

邵阳日报讯（记者 谭宇 通讯员 李大千 莫梦娜）
12月11日23时30分，大多居民已进入梦乡的时刻，国家
电网邵阳供电公司水庙供电所员工陈伟明仍冒着严寒抢
修受损的电线。

当天23时，陈伟明接到元白线山石村村民徐井坤的
报修电话，说家里无电，家中有孕妇，急需用电。陈伟明随
即驱车前往抢修。

元白线全长60.87公里，有公变70台、专变24台，供
电客户6846户。从今年11月开始，邵阳供电公司根据属
地化原则，将元白线调整为水庙供电所管理。新线路、新
设备，又是深夜抢修，这对于工作人员来说是一个挑战。

山区冬天的深夜寒风刺骨，山路崎岖，加上对新接手
线路不熟悉，20公里的路程陈伟明花了近半个小时。仔
细检查后，排除了电表问题，确定是客户自家内线故障。
随即，他又对用户家的开关、插座、导线接头等进行逐一
排查，最后确定故障原因为厨房的开关漏电导致表后开
关保护跳闸。为客户处理故障并恢复供电后，已是24时。
谢绝了客户留宿的好意，陈伟明马不停蹄踏上了归程。

线路运维抢修是基层供电所员工的日常工作。他们
从不怠慢、兢兢业业，始终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电业
为人民”的企业宗旨，用心服务，确保广大客户用电无忧。

供电人深夜抢修不“打烊”

邵阳日报讯（记者 谭宇 通讯员 何雯） 12 月
13日召开的新邵县安全生产“春雷2020”集中整治暨交
通问题顽瘴固疾、马路市场安全隐患专项整治部署会议
确定，该县将于2019年12月15日至2020年3月15日集
中开展安全生产“春雷2020”集中整治行动，对全县范围
内所有行业领域、生产经营企业单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开
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开展交通安全、马路市场安
全隐患专项整治。

整治期间，该县将突出对道路交通、危化品、烟花爆
竹、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学校、医院、宾
馆酒店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对存在重大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一律依法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对存在重大隐患拒不整改的生产经营单
位一律予以关闭；对在关停整改期间违法组织生产的企
业负责人一律依法追究责任。

同时，该县将重点整治“两客一危”车辆疲劳驾驶、货
车超载超限运输、营转非大客车等非法营运、非法车辆从
事旅游运输、以路为市、占道经营；非法生产、销售、改（拼）
装车辆；农用车、拖拉机和工程车非法载人等违法行为。

此外，该县还将集中整治在国道、省道、县乡道及
农村其他重要交通干道沿线摆摊设点或“赶集”，堵塞
交通、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的各类马路市场，以及在城区
占用主次干道严重影响交
通秩序和市容市貌的各类
马路市场。

新邵部署“春雷2020”集中整治行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星 通讯员 宋 娟 辉
肖彦龙） 经过近半个月
的紧张组织，12 月 16 日，
邵阳经开区昭阳片区完成
了对片区 155 名干部和工
作人员的尿检工作，所有
参检人员全部通过安全检
测。自身的干净纯洁为片
区的禁毒工作顺利开展打
下坚实基础。

昭阳片区托管9村1社
区。自成立以来，该片区认
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禁毒法》和禁毒工作责任
制，将禁毒工作纳入村（社
区）和相关部门的绩效考
核、综治平安考核和文明单
位创建考评内容，制定了严
格且操作性强的禁毒工作
考评和责任追究
制度。特别是今
年，该片区将禁

毒工作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充分结合起
来，通过开展全覆盖的禁毒
宣传教育，将毒品危害、禁
毒知识推进社区村组，发至
群众手机。同时，通过开展
禁毒专干业务培训，强化理
论武装，提高实操能力，并
组织基层干部定期对涉毒
人员进行走访帮扶，有序实
施动态管控，效果明显。

该片区联合昭阳派出
所严厉打击各类涉毒犯罪
活动，今年以来共破获涉毒
案件 44 起。经过全片区上
下不懈努力，现昭阳片区吸
毒人员人口占比数大幅下
降，对吸毒人员的管控率达
到98%，禁毒各项指标全面
提升。

昭阳片区纯洁队伍
全面管控打好禁毒战

经省扶贫办牵线搭桥，隆

回县罗洪镇腾创中药材种植专

业合作社引进中药材黄枙子，

建起 150 余亩种植基地，带动

当地 15 户贫困户参与产业种

植和务工，实现脱贫増收。图为

12月10日，合作社社员进行黄

枙子采摘作业。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贺上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