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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入汛以来，持续的强降雨给
我市造成严重灾害。紧要关头，全市各级
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迅速行动起来，
与全市人民一道，并肩打响这场抗洪救灾
战役，全力参与抗洪救灾工作。如今，全
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又积极
响应省政协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
召，积极投身灾后重建，用行动彰显着作
为一名政协人的责任与担当。

抗洪抢险战斗在一线

6月下旬，随着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来
袭，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市政协党
组成员、主席会议成员，分头奔赴联系点
指导防汛救灾，灾情缓解后又迅速投入联
点村的灾后重建工作。

7 月 1 日，市政协主席鞠晓阳连夜深
入新宁县抗洪救灾一线，检查指导防汛抢
险工作。21 时 30 分到达新宁后，鞠晓阳
直奔新宁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全面了解汛
情和防汛工作。得知挖沙船冲入桃花坝

电站泄水闸间，对泄水闸造成严重威胁，
鞠晓阳来到桃花坝电站，并一直坚守现场
指挥，直至 2 日 7 时险情排除。7 月 1 日
晚，市政协党组副书记王若波来到绥宁，
与绥宁县领导一起分析水情、雨情，确定
县城防洪重点，制订最佳保卫县城方案。
并在 2 日 1 时 20 分，夜巡县城防务，到县
城各主要关口巡查值班值守情况，还来到
长铺镇一小群众安置点，看望慰问。

各县市区政协也因灾而动，都根据党
委、政府的统一部署，各县市区政协主席
会议成员纷纷奔赴受灾乡镇，察看汛情和
地质灾害险情，指导抢险救灾工作，以各
种形式全力以赴投身到抢险救灾活动。

灾后重建争当先锋模范

洪水刚退，市政协副主席蒋科荣，党
组成员李放文，副主席周晓红、李少华、郭
妤、徐桂阳，市政协副厅级干部伍邵华等
市政协领导第一时间深入邵阳、绥宁、隆
回、武冈、新邵、大祥等县市区的驻村帮扶

联系点，了解灾情，帮助实施灾后重建。
7 月 5 日，省政协向全省各级政协组

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发出到群众最需要的
地方去，投身防汛抢险和灾后重建倡议。
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积极
响应省政协号召，继续投身防汛抗灾任
务，积极配合做好安全救援、转移安置、
交通维护、卫生防疫、心理疏导等工作。
同时，政协机关和政协委员中的共产党
员，把防汛抗灾与“两学一做”结合起来，
危难之时显身手，在一个个具体行动中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各级政协组织还积极
动员社会各界共同担负灾后重建的重任，
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有序组织捐款
捐物，为受灾群众送去爱心、送去温暖、送
去希望。

当前，全市各级政协组织把帮助灾后
重建与“三个一”扶贫行动紧密结合起来，
聚焦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等问题，有针对
性地帮助实施灾后重建，千方百计确保受
灾贫困户如期实现脱贫目标。

●热点关注

抗洪救灾中的政协力量
——-我市各级政协组织积极投身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

记者 马剑敏

本报讯 7月上旬，省政协机关19个党
支部的36名党员来到省政协办公厅扶贫联
系点邵阳县白仓镇塘代村，开展党员助力脱
贫攻坚摸实情、出实招、办实事，为脱贫攻坚
作贡献的“三实”主题实践活动，与村民同吃
同住同劳动，一对一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

助力脱贫攻坚“三实”主题实践活动是
省政协机关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活动、强化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

活动中，党员们顶着炎炎烈日，肩扛锄
头来到了齐公岭——大岭山油茶产业基
地，培土、拔草。油茶基地的树苗，是全村
脱贫致富的支柱。省政协办公厅驻村帮扶
以来，共流转土地、完成油茶造林近 500
亩。齐公岭油茶开发基地预计5年后进入
盛产期，按每亩产50公斤茶油计算，基地
每年可产茶油3.2万公斤，按目前茶油每公
斤80元计算，一年可创收256万元以上。

按照省政协助力脱贫攻坚“三个一”行
动的要求，今年，省政协机关24个党支部
按照“一个党支部帮扶一户贫困户”的原
则，与塘代村2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结对。
在塘代村高塘片区，党员们来到结对贫困
户家中串门，详细了解致贫原因、家庭生活
情况以及他们的心声、心愿；同时为贫困户
尽早脱贫致富出点子，为贫困户生产生活
排忧解难，为贫困户子女就学、就业、培训
技能等献计出力。

结对帮扶完成之后，青年党员结合机
关团委开展的“我为家乡教育扶贫献计出
力”主题实践活动，在塘代村进行实地调
研。 （马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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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30日，武
冈市政协围绕“推进工业园
区扩容提质，促进实体经济
企业发展”进行协商议政。
会议一改以往围桌“坐而论
道”的模式，走出会议室、走
进企业车间，以在园区厂房
里边走边看、边听边议中完
成了会议。

主席会议成员提出了
“工业园区要同步实施绿化
亮化等市政配套设施建设”

“把招商引资的各项优惠政
策落到实处，致力营造安商
亲商护商的软环境”“选择
性招商，提高招引企业的入
园门槛和科技含量”等建
议。 （刘秀军）

主席会议“开”到车间里

本报讯 7月11日，大
祥区政协联合区民政局分
别在仙人井、神滩、临津门
等 3 个受洪灾影响严重的
社区开展救灾捐赠活动。

活动中，区政协联系发
动爱心企业，为100多户受
灾最严重的家庭送去了价
值 8 万多元的米油等物资
和慰问金。 （马剑敏）

救灾捐款显真情

本报讯 7月11日，在
城步政协的帮助下，省畜牧
兽医研究所与南山牧业“亲
密”结对。省畜牧兽医研究
所将通过加大科技帮扶力
度，助力南山牧业重振奶业
雄风。

南山牧业是我省唯一
一家集牧草种植、奶牛养
殖、乳品加工销售为一体的
全产业链企业，现已成为全
省最大的液态奶生产基地
和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为更好地适应我国乳
企战略调整，该企业迫切需
要引进相关科技专家进行
技术帮扶，以进一步提升企
业自身竞争力。在城步政
协开展的“四个一”活动中，
城步政协将南山牧业列为
帮扶企业，帮助企业联系专

家学者。
为进一步推进城步实

体经济发展，今年 5 月，城
步政协启动“四个一”主题
活动，即“一名领导挂点、组
建一个帮扶小组、联系一名
专家学者、帮扶一家企业或
产业项目”，旨在有效解决
企业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帮
助企业进一步缓解融资难
题、落实优惠政策、降低运
行成本、拓展产品市场、促
进项目建设、优化发展环
境。目前，已与南山牧业、
羴牧公司、天元农业、青钱
柳茶业、天元木业、燊威农
业等 6 家规模企业落实结
对方案，各项帮扶活动正在
进行中。（肖丁勤 刘洁）

城步政协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目前我市儿童大病

医疗有几大障碍，一是医
保存在封顶线，二是有病
种限制，三是要先缴纳现
金再看病，四是家庭贫困
者如果不是低保对象还很
难得到救助。为解决重
病重残儿童治疗问题，因
此建议：

完善儿童医疗救助
制度。在政府系统建立儿
童救助特别基金，针对家
庭特别困难的患儿进行基
本医疗救助制度。同时，
加大以红十字基金会为依
托的社会救助基金数量和
覆盖范围，再与各类民间
医疗救助组织和爱心人士
合作，从而实现在医疗保
险上全覆盖。

优化现有医疗保险
政策。在现行的医保政策

中，一部分药物不在报销
范围内，同时，不同医院的
报销标准不一，导致儿童
大病的实际报销比例不足
50%左右，对于大部分家
庭，报销后的负担仍然是
巨大的，亟待提高实际报
销比例。特别要扩大新
农合特殊门诊统筹，提高
农村儿童门诊报销比例。

建立社区儿童照料
康复体系。建议建立“五
位一体”救助体系对当地
儿童进行系统救助，由政
府出资兴办具有综合功
能的社区活动中心，为残
疾人提供康复训练、提高
生活自理能力等服务，实
现对贫困儿童助养、助
困、助医、助学、助业，基
本满足困境儿童全方位
需求。

完善儿童大病医疗救助机制
市政协委员 刘成生

近年来，快递末端“最后一公
里”投递问题逐渐成为快递发展
的瓶颈，也成为影响居民生产、生
活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充分发挥
邮政业在改善民生方面的积极作
用，切实保障居民用邮权利，建议
在新建住宅小区及老旧小区改造
投递服务场所设置，为居民用邮提
供便利。

由市住建部门牵头，出台相
关规定，将投递服务场所纳入住
宅小区社会公益性配套用房；新建
住宅区相关配套用房与住宅项目
同步规划、同步配套建设、同步交
付使用。

已建成交付使用的新建住宅
小区，建议由各属地街道办事处、
居民委员会或物业管理委员会提
出解决方案，在物业管理用房或
社区用房中，优先协调邮政服务
用房。尚未开工建设的住宅小
区，建议由邮政管理部门在公共

建筑配套设施初步设计审查或施
工图设计审查环节，对邮件、快件
投递用房设置提出审查意见。

推进发展智能快递投递箱建
设。即通过智能快递投递箱将快
件暂时保存在投递箱内，并将投
递信息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用
户，为用户提供24小时自助取件
服务。这种服务在国内一些大中
城市已经推广应用，在一定程度
上被认为是解决快件“最后一公
里”问题的有效方案。但考虑到
全国有那么多的物流公司，一个
公司摆一个终端机的话，不利于
资源有效利用，最好是由市政府
统筹建立共同的配送中心，集中
配送到社区、街道或者小区，所有
快递公司的快递都可以在一个地
方投递，从而使智能快递投递箱
起到共同配送的作用。

建设和改造投递服务场所设置
市政协委员 肖永丽

7 月 上 旬 ，
市政协机关党委
组织全体党员干
部赴韶山、湖南
党史馆，开展“寻
觅伟人足迹，重
温红色记忆”为
主题的“七一”主
题党日活动。图
为全体党员在湖
南党史馆重温了
入党誓词。

马剑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