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8月，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柳望春一行
调研我市民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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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密兜底保障网 提升人民获得感

春节前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
强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七一前夕，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走访慰问
困难党员。

副市长汪凡非到通山慰问低保对象副市长汪凡非到通山慰问低保对象。。

量化调整保障标准。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印发了《关于调整咸宁市城乡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和农村五保供养标准、特困人
员（含孤儿）救助供养标准的通知》（咸政
办发〔2018〕14号），从4月1日起市政府
对全市社会救助对象再次全面提标，调整
后城市低保月人均保障标准583元，农村
低保年人均保障标准5333元，五保供养

年人均保障标准9383元，社会散居孤儿
月人均保障标准1167元，福利机构集中
供养孤儿年人均保障标准22400元，同比
2017 年分别增长 9%、20%、15%、9%、
9%。上半年，全市城乡低保对象共79079
户 123100 人，其中城市低保 24718 户
37090人，农村低保54361户86010人；共
有特困供养对象10331人，其中集中供养

1759人，分散供养8572人。上半年全市
共发放社会救助资金2.34亿元，其中城市
低保金6207.5万元，农村低保金1.18亿
元，特困供养金5420.5万元。

加大临时救助力度。上半年，全市临
时救助共14818人，发放救助金2470.15
万元，人均救助水平为1667元/人次，同
比增长34.3%。

提升医疗救助水平。上半年，全市医
疗救助共37407人，发放救助金3054.39
万元，人均救助水平为816元/人。

助力精准扶贫。我市低保五保对象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有45556人，占农村低保、
五保总人数的34%。2018年上半年，我市
医疗救助对象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4004
人，救助人数占比37%，发放资金1455万
元，救助金额占比48%；临时救助对象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4862人，救助人数占比33%，
发放资金838.27万元，救助金额占比34%。

提高社会救助水平

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
涨挂钩联动机制。今年2月，我市启动咸
宁市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
钩联动机制，对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
优抚对象、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群
体发放物价补贴，共计发放资金520.43万
元，惠及161255人。

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居民家庭经济状
况核对办法及核对工作机制。市民政局
印发了《咸宁市困难居民家庭经济状况认
定核算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全市统一收
入核算标准，完善低保申请家庭收入评估

体系，解决收入核算办法不统一的问题，
全面落实按标施保。

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将我市医疗救
助制度与健康扶贫工作机制、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机制进行衔接，建立“基本医疗+大
病保险+医疗救助+补充保险”四位一体的
健康扶贫模式。落实“一站式、一票制、一
单清”结算工作，并于7月1日零时正式启
动”一站式“结算系统，对特困人员、孤儿、
低保对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四位一体医疗救助工作，保障患者
住院总费用不超过5000元，共惠及我市

40多万贫困人口。
完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

调机制。2017年，市政府建立了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副市长汪凡
非任领导小组组长，市发展改革、教育、财
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卫
生计生、扶贫、残联等为成员单位。各县
（市、区）也相应建立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保障工作协调机制，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
公室，明确了成员单位主要职责，加强部门
协作，有效解决了各部门之间协调难的问
题，加大了各级政府工作主导力度，通过定

期组织召开协调分析研判会，讲成效、摆问
题、解难题、督落实，确保党和政府的各项
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市民政局在2017的
工作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工作协调会议议事规则。督促县
（市、区）出台文件，进一步推动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保障协调机制的落实。

建立健全“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
制。通过效规范乡镇（街道）社会救助受
理、办理行为，使困难群众依法得到及时
有效、方便快捷的社会救助服务。目前，
全市所有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均
设立了社会救助一门受理窗口，覆盖率达
到100%，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
时。

建立健全保障机制

开展农村低保专项治理行动。今年，
我局制定了《咸宁市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工
作实施方案》，明确了此次专项治理行动
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翻耕清淤
期（2018 年 5 月 30 日-2019 年 5 月 29
日）。以县市为单位，组织“回头看”，对
2015年以来在“群体保”清理、大数据监
督检查、巡视巡察、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及
媒体曝光、群众举报的问题整改情况进行
一次全面梳理，重点查找是否存在整改不
到位的问题；通过机动式明查暗访、随机
检查、第三方机构抽查等方式，重点查找
是否存在“人情保”“关系保”“错保”“漏
保”以及行政性纳入低保等问题。第二阶
段为整理推进期（2019 年 5 月 30 日-
2020年5月29日）。将查实的问题列成

清单，进一步跟踪追访，实行动态的销号
式管理。第三阶段为标准规范期（2020
年5月30日-2021年5月29日）。规范
农村低保的审核审批标准化流程，健全监
督体系，保证农村低保政策实施的公平、
公正、公开。方案下发后，各县（市、区）积
极行动，对不符合条件的对象进行清退。
上半年，全市城乡低保对象新增了2393
户3791人，取消了5788户8784人。

开展农村福利院服务质量大提升专
项行动。从2017年开始，全市68所农村
福利院每所安排省级彩票公益金40万
元，4年完成以消防安全设施、无障碍设
施和特护设施改造为重点的“平安工
程”。同时，给每所农村福利院安排资金
10万元开展“冬暖工程”建设，着力推进

农村福利院基础设施提档升级。2018年
以来，我市共组织200名农村福利院护理
人员参加技能培训班，并颁发了结业证
书。同时，我市持续开展民办养老机构安
全隐患整改落实工作，加强养老设施和服
务安全管理。

开展社会救助问题线索核查专项行
动。今年8月份以来，我市运用扶贫领域
政策检查系统比对发现社会救助问题线
索数量，比上年度减少了10%。目前，各
县（市、区）复核抽查组已开展复核抽查工
作，对所有查否问题线索按100%比例进
行复核，确保复核抽查工作全覆盖。

开展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专项整治。今年1月份以来，市县两级组
成专项督查组，结合民政工作实际，通

过“一月一重点、一月一督查”的方式，
深入推进我市民政系统进一步开展扶贫
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战
役。1月份，重点开展精准扶贫社会救助
方面的督查；2月份，重点开展涉及精准
扶贫领域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的审批发
放；3月份，重点开展涉及精准扶贫对象
留守儿童关爱方面的督查；4月份，重点
开展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方面的督查；5月
份，重点开展全面的集中督查，重点检查
中发现的违纪违规问题和问题线索，各督
查组采取入村入户、个别座谈、查阅档案
资料的方式，重点对城乡低保及特困供养
资金是否按新标准合法合规发放、申请、
审核、审批是否合公开、公平、农村福利
院安全管理等方面工作进行检查，每个
县（市、区）抽查了2个乡镇2个村、3所
农村福利院，共走访了80户农村低保户
和特困救助供养对象。

持续开展专项行动

推进农村福利院改革。在不改变公
办农村福利院兜底服务功能、不改变国有
资产权属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农村福利院
体制机制创新。通过改革，破解部分农村
福利院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难、特困供养专
业化服务品质不高等问题。推进医养结
合、分类供养、购买服务、公建民营、功能拓
展，根据实际情况，打造自理、失能、半失能
等专属功能福利院，提供与老人需求相适
应的各种服务，提高供养服务水平和福利
院利用率，实现农村福利院特困供养服务
保障能力大提升。

目前，在咸安区开展农村福利院院民
分类集中供养试点，官埠桥镇、温泉办事

处两所福利院已完成硬件设施建设，已将
失能半失能的特困人员集中托养到官埠
福利院；在嘉鱼县全面推进医养结合试
点，通过乡镇卫生院与农村福利院“两院
融合”，整体托管农村特困供养机构老人
医疗服务。

推进低保审批改革试点工作。将低
保审批权由县（市、区）民政局委托下放
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压缩审
核审批层级，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受理低保申请，经入户调查、民主评
议、公开公示等程序后，审定低保对象及
其补助水平，并报县（市、区）民政局备案
审核。

我市今年在嘉鱼县、通城县开展低保
审批改革试点整县推进工作，将低保审批
权委托下放到乡镇，其他县（市、区）选择
所辖2-3个乡镇（街道）作为本县（市、区）
试点乡镇（街道），通过厘清县级民政部门
的监管责任、乡镇（街道）人民政府的审批
责任、村（居）委会的调查核实评议责任，
减少工作环节，提高工作效率，增强主体
责任，进一步规范推进低保审批权限委托
下放，从源头上杜绝“人情保”“关系保”，
切实做到精准救助、保证困难群体救助保
障政策的公平正义。

推进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创新试点
工作。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按规定

程序向有相关资质的社会力量购买社会
救助服务。在每个县（市、区）选取一个乡
镇作为试点，邀请第三方对该乡镇的城乡
低保、五保对象进行入户核查。通过改
革，进一步健全相关政策机制，增强基层
社会救助经办能力，有效落实救助政策，
持续发力精准救助，保证困难群众对社会
救助服务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城乡社会救助业务咨询及投诉电话：
咸宁市：0715-8139636
咸安区：0715-8341002
嘉鱼县：0715-6353785
赤壁市：0715-5331501
通城县：0715-4338750
崇阳县：0715-3386409
通山县：0715-2358844

今年以来，我市社会救助工作紧紧围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困难群众的救助需求这条主线，通过创新
机制,规范管理,进一步完善了社会救助制度体系,社会救助工作着力在四个方面实现突破。

金鸡山社区现有居民 5806户，17943 人，辖区地处
赤壁市老城区，商铺林立，老旧房屋多，公共设施陈旧、老
化，水、电、路、绿化跟不上城市发展进程。兴地小区是商
住一体化的小区，现有居民500余户，3000余人，房屋大
多是70年代所建。小区人口密度大，乱搭乱建乱停乱靠
现象比较突出，商户占道经营，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和
出行。为了给居民营造一个美丽宜居的小区环境，金鸡
山社区社区党总支注重从实际出发，切实解决居民的实
际问题，全力为居民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1).切实解决好小区用水问题。兴地小区居民生活
用水水管，大都是70年代所安装的铸铁管，由于年代久
远，铁管锈蚀老化，漏水严重，水管里不时流出铁锈水。
为此，业主委员会向社区反映情况。获悉小区居民用水
的实际情况后，社区党总支书记邓冬安迅速安排相关人
员到现场勘察，主任胡安康积极争取市领导的支持，多次
与赤壁市供水公司相关责任人进行协商。经过实地勘测
后，赤壁市自来水公司本着“服务居民，关注民生，为民解
困”的理念，顶烈日，冒高温，为兴地小区居民挖埋供水主
水管道，经过60多天的工作，最后，以优惠的价格，切实

地解决好了小区居民“用水难，用水贵，用水差”的问题
(2).切实抓好小区环境整治工作。兴地小区出店经

营现象严重，小区内乱搭乱建乱停乱放现象十分突出，居
民对此反映十分强烈，要求金鸡山社区对小区进行综合
治理。为了彻底整治小区“四乱现象”，金鸡山党总支及
时向蒲圻办事处党委、赤壁市城管反映情况，争取获得相
关部门的帮助和支持。最后，在公安、消防、城管、蒲圻办
事处、社区及业主委员会110余人的监督和协助下，动用
消防车、挖掘机、切割机等设备，对乱搭乱建的30多个铁
棚、简易棚进行了彻底拆除。从而，规范了“四乱象”，整
治了出店经营的行为。

水通了，路宽了，道路通畅了，环境干净了。兴地小
区居民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们高兴地说：“社区解决了困
扰我们多年的问题，感谢你们办了大好事、大实事。”

（游凰玲 何浩）

金鸡山社区全力打造美丽宜居环境

蒲圻办事处

2018年9月15日，一场改变咸
宁人居高度的盛会在中建·咸宁之星
璀璨绽放，中建三局投资领导、主流媒
体、业内精英、合作伙伴等嘉宾出席了
本次活动，共同见证中建三局投资又
一作品——咸宁之星荣耀亮相！

发布会伊始，一段介绍中建三局
投资《荣遇咸宁》的视频，向在场嘉宾
展现了中建三局投资对于美好人居
生活的探索，以及不断革新并完善着
对城市运营者的完美诠释。

从中建·宜昌之星、中建·光谷之
星，再到中建·咸宁之星，三星汇聚，
中建三局投资环中部布局大境已成，
这代表的不仅是城市发展的前瞻性
步伐，更是一种远见，是城市脊梁，以

“城市运营者”为使命，中建三局投资

同步城市繁荣轨迹，缔造了一个个烙
印深刻的作品。

作为中建之星系列在咸宁的公
开亮相，更是引发了高度关注。中建三
局投资公司党委书记夏元云先生表示，
伴随咸宁经济的高速提升，人们对居住
品质与精神追求都有了更高标准，而凝
练着央企实力、稀缺资源的中建·咸宁之
星，更能满足这些人群的追求。

他表示，中建·咸宁之星有着不
可复制的运营理念，定制生活的每寸
肌理，从居住到生活，全面铸就城市
骄傲，共筑咸宁美好生活。这既是中
建三局投资树立未来人居典范的决

心与信心，更让现场嘉宾们真切感受
到了，作为城市运营者，中建三局投
资自建国以来坚持缔造美好生活的
拳拳真心。

为了更进一步满足居住者对品
质生活和理想人居的期待，中建·咸宁
之星在现场与良品铺子、工商银行等
多家品牌商家和学校等进行签约，高
端服务、智能配套、活力圈层，或许，正
是这种人居形态，才是中建·咸宁之星
赢得一致赞誉的根本所在。

随着中建·咸宁之星的璀璨盛
放，咸宁也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星”
时代。（通讯员 缪北辰 谭宏琼）

新“星”崛起

中建·咸宁之星品牌发布会精彩开幕

来自城市新客厅中建中建··咸宁之星咸宁之星的报道

我公司定于2018年10月11日9
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拍卖一辆旧机
动车，起拍价：1.52万。即日起在咸
宁市咸安区青龙山高级中学校内停
车场公开展示,竞买保证金壹万元
整。详询：15571571591（沈）地址：
咸宁市咸宁大道39号国际大厦A座
十九层。

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1日

拍卖公告 咸宁市商贸（成品油）
安全生产大检查举报电话

为严厉打击成品油经营中违法违规行为，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为期3个月的商贸（成品油）安全生产大检查。

为方便群众对各类非法加油站（点）、非法流动加油车（船）违法
违规生产经营行为进行举报，现公布举报电话0715-8218928。

咸宁市商贸（成品油）
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办公室

咸宁市鄂南汽车维修有限公司遗失国税CA，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21200MA48AQB82M，特声明作废。

梅 玲 波 遗 失 湖 北 科 技 学 院 报 到 证 ，证 号 ：
201710927203802，特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根据通城县编委隽编办【2017】12号文，通城县劳动就业
管理局和通城县人才开发交流中心合并，组建通城县公共就
业和人才服务局。现将通城县人才开发交流中心注销。

特此声明！
通城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2018年9月21日

注
销
声
明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崇阳中医院崇阳中医院
骨伤科骨伤科

（（咸咸））医广医广【【20182018】】第第001001号号（（广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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