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人员审阅资料开展评估。

图片新闻

为完善困难群众主动发现机制，
助力及时发现、 快速锁定遇困群众，
近期， 湖南省低收入家庭认定指导中
心全新上线全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系统， 借力大数据、 推荐算法等信息
技术， 推动社会救助由 “人找政策”
向 “政策找人 ” 转变 ， 形成覆盖全
省、 部门协同、 上下联动、 动态更新
的监测格局。

我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系统从
家庭人口、 健康状况、 教育、 就业、
收入与财产、 生活形态、 灾害事故等

8 个维度 ， 设置家庭结构 、 劳动能
力、 就学阶段、 就业形态、 住房面积
等 37 个影响困难程度的指标， 构建
多维困难指数评估模型。 评估模型嵌
入家庭经济状况正反向评分算法机
制， 动态计算每户家庭困难指数得分，
并同步生成低收入人口家庭境况、 致困
因素、 困难程度以及享受各部门救助
情况等方面的可视化精准画像， 实现
“打分算贫困、 画像看家情”， 为开展
精准救助提供靶向数据支撑。

目前该系统已归集城乡低保、 特

困供养 、 低保边缘户 、 脱贫不稳定
户 、 边缘易致贫户 、 突发严重困难
户、 困难退捕渔民等 280 余万低收入
人口信息， 整合汇聚工伤、 失业、 就
业、 医保报销、 医疗救助、 学籍、 教
育资助、 法律援助、 残疾登记、 死亡
人口、 宣告失踪等部门数据， 通过自
定义检出规则及预警级别， 常态化跟
踪监测低收入人口生活状况， 叠加比
对低收入人口致困信息， 形成分级预
警线索， 并及时推送基层调查核实。

上线以来首批推送监测预警线索

1531 条 ， 按政策将 365 人纳入救助
范围 ， 构建起 “监测-预警-救助 ”
主动发现工作闭环。 下一步， 低收入
人口动态监测系统将继续聚焦困难群
众主动发现功能定位， 充分利用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 推动从低收
入人口动态监测、 线索核实到实施救
助的全过程网办 ， 强化线上与线下
“接力 ”， 跑出救助服务 “加速度 ”，
致力实现精准 、 高效 、 智慧 、 温暖
“四个救助”。

（据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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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长沙市雨花区民政局婚姻
登记中心收到市民黄女士和陈先生送
来的一面锦旗， 上面写着： “工作认
真服务到位 尽职尽责贴心专业”， 黄
女士表示， 经过心理咨询师刘老师的心
理辅导和纠纷调解， 自己和丈夫重归
于好， 两人对生活有了新的期待。

“本来我对婚姻已经没有信心
了， 9 月份跟老公要来办理离婚的 ，
但是在刘老师的辅导和帮助下， 我们
和好了。” 今年 9 月中旬， 黄女士和
丈夫陈先生前来办理申请离婚手续，
婚姻辅导室刘老师观察到女方情绪十
分低落， 男方在旁边焦虑不安， 便上
前询问。 原来， 双方是因为婆媳矛盾
引发夫妻争吵， 同时还存在教育理念
的分歧。 三重矛盾导致夫妻长期沟通

不畅， 出现了语言暴力和冷暴力。
了解了相关情况后， 刘老师首先

疏导双方的负面情绪， 引导夫妻建立
良好的沟通方式。 最终， 双方都放下了
指责埋怨， 看到了对方的闪光点， 对婚
姻有了新的期待。 同时， 刘老师也积
极帮助两人重新建立亲密关系， 让家
庭氛围越来越和谐温暖。 夫妻双方特
意送来锦旗， 表达对雨花区民政局婚
姻登记中心和刘老师的感激之情。

为有效预防和化解婚姻家庭矛盾
纠纷， 促进家庭和谐， 长沙市雨花区
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设置婚姻家庭辅
导室， 开通了婚姻家庭辅导热线， 邀
请专业心理咨询师为市民进行心理辅
导、 家庭矛盾调解， 更好更快地妥善
化解家庭纠纷。

自婚姻家庭辅导室开放以来， 不
少市民从中收益。 据了解， 心理辅导
师遵循尊重、 保密、 平等、 客观的原
则， 对前来咨询的市民朋友主动安抚
询问， 倾听当事人的心声， 明确双方
争议的焦点， 引导双方换位思考， 并
普及婚姻经营技巧， 讲解婚姻生活相
处之道。

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龚
政表示， 婚姻家庭辅导室帮助居民群
众化解婚姻家庭矛盾 ， 给婚姻 “把
脉”， 为幸福 “护航”， 让市民能够感
受到婚姻的神圣和庄严， 引导夫妻双
方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倡导良
好的婚姻价值取向， 有效促进了婚姻
家庭幸福。

（据雨花区民政局）

开展“益行益善 益老益小”
项目评估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黄灿 陈足红）
近期， 益阳市民政局、 市慈善总
会邀请第三方评估机构———湖南
省臸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组织
开展 “益行益善 益老益小” 慈
善项目评估工作。

评估组通过实地查阅资料 、
现场提问和项目座谈会等方式 ，
从项目指标、 项目成效、 社会影
响、 账目管理、 财务开支等多个维
度， 对赫山区、 沅江市等 8 个区县
（市） 慈善会 （慈善办）， 以及市蓝
天应急救援服务中心、 资阳区金
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 9 家承接
机构进行实地评估和集中督导。

“益行益善 益老益小 ” 慈
善项目于 2020 年设立， 旨在通过
“互联网+慈善” 网络筹款， 帮扶
益阳市特殊困难老人和困境青少
年及儿童， 为 “一老一小” 提供
基本生活保障、 医疗救助、 居家
养老以及素养提升等社会服务。

经评估， “益行益善 益老
益小” 慈善项目整体运营情况良
好， 各承接机构成长较快， 能够
较好地整合本体资源。 评估组针
对项目中存在的管理不规范、 财
务资料不完整等问题进行现场一
对一指导， 并对项目进展中遇到
的困难和后续工作中的困扰等提
供建设性意见。 评估结束后， 市
民政局、 市慈善总会将与评估组
一起根据评估情况进行等级评定，
并出具项目评估报告。

为进一步深化民政领域 “放管
服” 改革， 解决群众异地办理婚姻登
记多地跑、 多次跑等问题， 全力满足
群众就近办理婚姻登记需求， 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先后于今年 2 月 1
日、 6 月 1 日全面启动婚姻登记 “全
州通办 ” “全省通办 ”， 截至 11 月
15 日， 全州共办理跨地市、 县市婚

姻登记 239 对， 其中跨县市 233 对 ，
跨地市 6 对。

据悉 ， “全州通办 ” “全省通
办” 启动后， 男女一方或双方常住户
口所在地在湖南省内的居民 ， 可以
在 常 住 户 口所 在 地 或 省 内 经 常 居
住地的婚姻登记机关 ， 申请办理结
（离） 婚登记。 “全省通办” 不适用

于本州居民同外国人、 港澳台居民以
及华侨的婚姻登记。 湖南省内的居
民 可以 通 过 湖 南 省 婚 姻 登 记 网 上
预 约 系 统 、 “湖 南 民 政 ” 微 信 公
众号和湘西州民政局公众号婚姻登记
小程序预约申请州内跨县市办理结
婚、 离婚登记。

（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

提稳“菜篮子”
11 月 21 日， 江永县潇浦镇上界

头村供港蔬菜基地， 村民在栽种包菜
苗。 近年来， 该县采取“党支部 + 合
作社 + 公司 + 农户” 模式， 通过发展
白菜、 包菜、 莴笋等蔬菜产业供应粤
港澳大湾区， 提稳“菜篮子”、 找到
致富路。 田如瑞 摄

大数据“精准画像”赋能社会救助“政策找人”

长沙雨花区婚姻家庭辅导服务获群众好评

给婚姻“把脉”， 为幸福“护航”

湘西州成功办理跨地市、 县市婚姻登记 239对

益阳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