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网信办 1 月 8 日发布通知，
就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
求意见。 意见稿提出， 编造、 传
播险情、 疫情、 警情等扰乱社会秩
序的虚假信息， 情节严重的， 处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罚款。

★连日来， 湖南各地陆续启动首
批新冠疫苗免费接种工作。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 1 月 9 日
夜间受新一轮冷空气补充南下，
湘西南又将出现低温雨雪天气。

★近日， 长沙地铁 2 号线西延线
二期工程获可研批复， 未来地铁 2
号线将连通长沙南与长沙西两大
高铁站， 旅客坐地铁就能实现一
东一西两座高铁站之间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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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 人员流动性加大、 聚
集性情况增多。 近日， 长沙市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 “关于做
好 2021 年春节期间疫情防控的通
知”。

通知显示， 将严控大型活动数量
规模， 各级各单位坚持 “非必要不聚
集” 原则， 尽量减少各类非必要的聚
集性活动， 提倡和鼓励采取视频等线
上形式举行， 确需线下举行的应尽量
减少参加人员、 控制活动规模， 制定

针对性防疫方案， 严格落实防疫措施
和主体责任 。 300 人以上活动 、 100
人以上且有外省人员参加的活动需报
备， 未经审核同意的不得擅自举办，
严密做好已审核同意举办的大型活动
疫情防控工作； 加强旅游景区景点、
博物馆、 农集贸市场等公共场所防控
工作， 加强长沙黄花机场、 火车站、
长沙南站、 汽车站等 “三站一场” 重
点场所和广大农村地区防控工作。 同
时， 强化学生重点人群防控， 切实加

强医疗机构防控， 严防医院感染。
通知倡导 ， 市民减少不必要出

行， 避免前往中、 高风险地区； 科学
佩戴口罩， 养成 “戴口罩、 勤洗手、
勤通风、 少聚集、 一米线、 用公筷”
等良好个人卫生习惯。 不组织、 不参
与大规模聚会聚餐， 家庭聚餐 10 人
以内。 疫情期间严格做好红白喜事的
备案管理， “红事” 新办、 “白事”
简办。

（据新湖南客户端）

金鹰报·社区频道见习记者 刘思雅
通讯员 廖剑波 祝书林

“塘坝水池有几口， 老幼游玩陪
着走。 健身娱乐不扰民， 互尊互谅邻
里情……” 近日， 记者走进长沙市天
心区暮云街道云塘社区公共服务中
心 ， 便听到了一阵悦耳的歌声 。 原
来， 这是该社区以居民公约为词， 创
作的 《云塘之歌》。

它不仅飘扬在辖区居民的广场舞
中， 也出现在 KTV 里， 活跃于腾讯
等媒体平台上。 它与居民生活融为一
体 ， 更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
则 。 “没有人随地吐痰 、 乱扔垃圾
了， 也不会满地狗屎了。” 居民曾女
士说， 公约已经深入人心， 社区环境
和生活幸福感都得到提高。

近年来， 随着湖南全面推进村规
民约 （居民公约） 的制定实施， 如此
这般的喜人变化不断出现在三湘大

地的各个角落 。 勤劳质朴的湖湘儿
女 ， 迈出了探索基层自治的坚定步
伐， 在携手共建幸福家园的过程中，
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智慧、 担当和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

2019 年 ， 湖南省民政厅有关负
责人接受采访时说， “村 （居） 规”
强调的是乡村 （城市社区） 社会的通
用行为规则和规范， 在村域 （社区）
范围内对村 （居） 民具有广泛的 “准
法律” 效力； “民约” 彰显的是一种契
约精神， 相当于村 （居） 民自愿共同
签订的 “民事合同”。 村规民约 （居
民公约） 是基层治理中自治、 德治、
法治的重要体现。 加强村 （居） 规民
约工作， 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精神， 加
强和改进基层社会治理， 激发城乡社
会活力、 凝聚群众创造伟力、 培育城

乡发展动力， 推动实现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具有重要意义。

强化党建引领：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在 2019 年湖南省民政厅等 6 部
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村规
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实施意见》 中，
明确规定了村规民约 、 居民公约制
（修 ） 订和实施应坚持的五条原则 。
其中， 坚持党的领导具有重要地位。

在制定过程中， 除严格按照广泛
讨论、 征集民意、 拟定草案等规范程
序进行外， 村 （社区） 党支部的组织
领导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得到充
分发挥， 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成为基
层党组织凝聚群众力量的重要载体。

同时， 推动了村 （社区） 干部正
确履行职责 ， 畅通了群众的诉求渠
道， 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在实施过程中， 党建为村规民约
赋能 。 2018 年初 ， 永州祁阳龙山街
道各村为推进河长制工作、 保护生态
环境， 在村规民约中提出了禁止侵占
河道、 养殖、 非法搭建等具体要求。
随后， 通过 “党建+村规民约 ”， 逐
步形成组织引领、 党员示范、 群众参
与的良好格局， 让维护水环境和公共
卫生成为村民们的自觉。 如今的龙山
街道， 有了更优质的生态环境和更舒
适的人居体验。

坚持问题导向：
因地制宜办好民生实事

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不追求量多
而广， 却必须有针对性、 便于执行。
湖南人民在这场生动的自治实践中，
发挥务实的工作作风 ， 聚焦群众需
求， 推动解决了一批民生问题。

（下转 2 版）

湖南全面制定实施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

定下“小规范”， 共建幸福“大家庭”

春节临近“非必要不聚集”，长沙倡导家庭聚餐10人以内

社区开辟“第二课堂”
让早回家孩子有人管

为了能照顾好放学早回家的孩
子， 让其父母安心工作， 1 月 7 日，
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狮子山社区
“爱心天心金福工程” 服务项目“金
福麦苗” 四点半公益课堂正式启动，
将免费为街道范围内的小学生开展课
外辅导， 缓解家长的压力。

通讯员 朱芬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