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
曾指出，民政工作是

‘菩萨’事业。要做好
这份事业，就得怀着
大爱之心、 爱民之
心。”20日， 在湖南

省迎接党的十九大系列新闻发布会上， 省民政厅副厅长陈慈英
发布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民政事业发展成就。

全省常年保障城市低保对象94.6万人、农村低保对象125.7
万人、城乡特困人员41万人、重点优抚对象75万人、城乡孤儿3.7
万人、农村留守儿童81万人、残疾人“两项补贴”142万人、医疗救
助500多万人次、临时救助70多万人次、流浪救助20多万人次。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谭显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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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0日讯 昨日，长沙
市人社局组织各园区、区县（市）
人社局召开“服务企业用工、对口
就业帮扶”座谈会，统筹部署推进
贫困劳动力、 高校毕业生等重点
群体就业工作， 以及重点企业用
工服务工作。

在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内，长
沙市人社局将陆续开展三大活动。
针对蓝思科技等重点企业用工服务
活动， 该市人社局已派出专门工作
人员于岳阳、 株洲协助蓝思科技开
展招聘活动， 之后还将陆续赴衡阳
及云南、贵州等地协助招聘。

同时， 举办对接省内51个贫
困县劳务协作交流洽谈活动，期

间将组织区县市、园区人社局、51
个贫困县人社局及10家重点企业
举办劳务协作脱贫工作座谈会，下
达区县市、园区对接51个贫困县劳
务协作脱贫工作任务； 还将开展蓝
思科技实地考察活动及园区重点企
业对接贫困县劳务协作洽谈会活
动， 帮助贫困县了解蓝思科技等重
点企业用工环境、生活环境等，促进
贫困县与企业建立长效合作关系。

另外， 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月活动， 期间全市将举办专
场招聘和就业创业讲座活动20场
以上， 开展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实
名登记和就业帮扶活动。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罗奕思

本报9月20日讯 惠农补贴
什么时候发放、发到手的惠农补
贴是什么项目？为改变惠农补贴
卡普遍存在农民群众“分不清
楚，看不明白”的情况，省财政厅
今天召开全省电视电话会议，启
动对惠农补贴“一卡通”发放管
理的改革。

按照通知的相关要求， 惠农
补贴卡（折）调整升级工作主要包
括4个方面的内容：

目前， 我省惠农补贴发放是
一卡一折，启动改革后将升级为
两卡两折， 即湖南省惠农补贴明
白卡（折）和湖南省扶贫补贴明白
卡（折），两者统称惠农补贴“一卡
通”。其中，惠农补贴明白卡（折）升
级完善后由原有银行发放， 专门
用于发放普惠制的惠农补贴；扶
贫补贴明白卡（折）由原有银行增

发，专门用于发放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扶贫补贴。

银行折上每笔补贴项目名称
的简写摘要，将从两个字扩展到4
个字以上或补贴项目全称，比如，
扶贫资金“易地扶贫搬迁补贴”，
原摘要为“扶贫”，现完善摘要为
“易地搬迁”或全称。

惠农补贴折也将与一般银行
折区分开来， 三家金融机构代发
的惠农补贴的银行折都进行了统
一规范，除银行标识不同外，统一
了名称、外观、摘要和样式。

同时，每笔补贴资金，代发金
融机构将即时免费提供补贴项
目、金额等内容短信。

据统计，2016年，我省惠农补
贴共发放13类207项，4828万户
次，各类补贴资金224.78亿元。

■记者 潘显璇

目前，湖南已实现了农村低
保标准与国家扶贫标准的“两线
合一”， 全省农村低保标准提高
到3026元/年，超过2016年国家
扶贫标准2952元/年，全省14个
市州农村低保标准已全部达到
省里指导标准。

5年来，全省民政累计发放
社会救助资金567.1亿多元。其
中，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到
了440元/月、285元/月， 相比
2013年， 分别增长了27.5%、
65.7%。对于特困人员，其救助
供养标准由原来的集中和分
散供养标准调整为基本生活
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基本生

活标准分别不低于6552元/年
和3934元/年。

遭遇大病，对困难家庭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省民政厅在19
个市县开展“救急难”试点，次均
救助水平达到900元，同比2013
年提高28.6%。 在完善医疗救助
制度上， 初步实现与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等制度衔接，县乡两级
定点医疗机构政策范围内个人
自付部分住院救助比例由2013
年的50%提高到2016年的70%。
此外，还在10个市县开展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补充医疗、慈善医疗
救助试点，切实减轻因病返贫致
贫问题。

湖南5年发放社会救助金567亿元
农村低保标准超国家扶贫标准 19个市县开展“救急难”试点，次均救助水平达900元

我省已建“留守儿
童之家”3000多所

2017年6月底， 我省
全面完成村居委会换
届， 共有5.1万人新进村
（居）“两委”班子，大专
以上学历的占35.2%、致
富带富能人占比63.4%，
班子成员平均年龄46.3
岁。

2017年，全省16个区
县试点基层儿童福利服
务体系建设， 建立了留
守儿童之家3000多所，到
2020年，我省“留守儿童
之家”将实现全覆盖。

建立了残疾人“两
项补贴”制度，每人每月
发放补贴最低50元，累
计投入12.9亿元。

深化殡葬改革，推
动各地建立惠民殡葬和
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制
度， 全省节地生态安葬
率达到40%。

2013年以来，省慈善
总会创建“爱心改变命
运 ”、“金 叶 慈善 医 疗
卡”、“迎新春送温暖”、
“微笑列车”、“慈善阳光
班” 等公益慈善品牌项
目120多个，建设慈善超
市700多个，接收社会捐
赠慈善款物达20亿元，
慈善援助困难群众100
多万人次。

全省现已建成社会
组织孵化基地138个，社
会组织总量达到 3.1万
个，年均增长超过10%。

目前， 我省60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有1201万人， 占常住人
口总数的17.6%。 省政府将养老
服务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监
测指标、 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基
本公共服务托底清单。省民政厅
也联合多部门推进养老“放管
服”改革，顶层设计相应配套政
策。像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
坐城市公共交通，建立百岁老人
长寿补贴制度、 高龄补贴制度，
为276.7万老年人买意外伤害保
险等，为老年人提供了良好的社
会福利。

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上，
社区居家和机构养老互补发
展， 我省养老机构床位已达
29.5万张， 实现每千名老人拥

有床位达到25张。 而4000多个
已建成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站），实现了老年人日间照
料的刚需。对于医养结合，全省
超过30%以上的养老院通过建
立康复医院、 与医疗机构开展
多种合作等方式， 为入住老人
提供医疗康复服务。

从2013年起， 省级财政每
年专项列支600万元用于养老
护理员培训 ， 每年组织培训
2000余人， 目前全省有持证的
初级护理员2348名、 中级护理
员767名、高级护理员281名。接
下来，省民政厅将制定全省统一
的养老护理行业服务标准，激励
引导更多优秀人才加入到养老
护理员队伍。

受地貌、气候影响，湖南素来
无灾不成年。 做好防灾减灾救灾
工作， 是全省各级减灾委的重点
任务。目前，我省已建成了中央救
灾物资长沙储备库以及7个省级、
47个县级救灾物资储备仓库。

5年来， 我省共启动应急响
应25次， 下拨中央和省级救灾
资金27.91亿元， 调拨救灾物资
40余万床（件），救助受灾群众
2110万人次， 重建和修缮因灾
倒损住房17.6万户。

2017年， 我省遭受多轮强
降雨袭击，损失严重。全省民政
部门及时启动救灾应急响应，省
民政厅紧急下拨救灾资金5.3亿

元，调运救灾物资4万余件，市县
投入4.5亿元，调运物资6.5万件，
最快1小时、 最远8小时内运到
安置点并发放到各救灾安置点。
这期间， 除了志愿者服务团队，
全省各级慈善机构累计接收现
金捐赠5.8亿元、 物资捐赠价值
4.5亿元。

随着巨灾保险的启动，对因
灾死亡人员每人赔偿10万元，
住房全倒户每户资助2万元，这
有效地分散了灾害风险。随着汛
期结束， 省民政厅已联合9部门
发文，部署因灾倒损农房恢复重
建工作，确保受灾群众能在春节
前搬进新家。

每笔惠农补贴
都将有即时免费短信通知

长沙将启动三大活动
帮扶重点群体就业

567.1亿元！ 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有力

27.91亿元！ 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29.5万张！ 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达25张

桂东发现植物“国宝“野生莼菜
9月19日，桂东县沤江镇寒口村长坪里的一山塘水里，一池莼菜郁郁葱葱，开满朵朵白花。当天，桂东县林

业局候鸟保护“执法别动队”在海拨1200余米的山场巡山时，发现了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莼菜。莼菜，属
睡莲科的一种水草，能食用，且具有极高医用价值。 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邓仁湘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