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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11月8日讯（通讯员
陈平常 罗雯艳） 10月31日，邵
阳县民政局携手40余家社会组织
在该县长阳铺镇新立村开展“小城
大爱”扶贫捐赠活动，当场募集到
扶贫资金11.85万元。

邵阳县民政局承担着长阳铺
镇新立、白江、石湾、湴田、长阳铺等
5个贫困村的驻村帮扶工作任务。
该局选派了 9 名优秀干部驻村帮
扶，组织了78名干部职工入村开展
结对帮扶。该局千方百计筹措帮扶

资金，截至目前，在产业扶贫、助学
扶贫、健康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无
房户安置和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已投入帮扶资金近200万元，
取得了明显成效。为解决资金不足
问题，该局积极动员社会力量为扶
贫助力，得到邵阳县小太阳幼儿园
等40余家社会组织的积极响应。

当日，活动现场还为 90 岁以
上的高龄老人、留守儿童、建档立
卡贫困户、因病致贫困难户等发放
了爱心款。

邵阳县民政局携手40余家社会组织合力脱贫攻坚

10月30日，邵阳县第三批次
党员干部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效果测试如期举行，该县
各乡镇场政府机关所有在职非领
导班子成员党员、站所党员负责
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和县直正
科级以上单位非领导班子成员党

员参加了测试。测试严格实行闭
卷考试，每批次测试都由县委组织
专门人员进行监考和巡考，对每批
次中考试不及格和因故未参加测
试的人员还专门安排一场补考。

（通讯员 陈平常 胡晓芬
罗翠翠 陈 阳）

邵阳县集中开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知识测试

邵阳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阳望春 岳黎明） 几只小小
马蜂竟能夺人性命？许多人根本不敢相
信。10月28日，城步西岩镇人民调解委
员会调解了一起帮人采摘茶籽、被马蜂
蜇亡的赔偿纠纷。

10 月 27 日上午，受城步儒林镇
苏某的雇用，城步西岩镇三水村廖
某等 5 名村民前往儒林镇坝头冲地
段山林采摘茶籽。在采摘过程中，廖

某意外受到数只马蜂的叮咬，不幸
身亡。意外伤害事件发生后，廖某家
属杨某等人与苏某因赔偿问题发生
纠纷。

10月28日上午，西岩镇党委委员、
武装部长肖明文和司法所长吴拥军组
织双方进行首次调解。调解过程中，死
者家属杨某等人提出按工伤进行赔偿，
索赔资金100万元。苏某认为对方索赔
过高，愿走法律途径解决此事。因双方

提出的赔偿资金悬殊太大，首次调解未
能成功。

当天晚上，西岩镇人民调解委员
会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通过耐心
讲政策、析事理，引导双方互谅互让、
换位思考，最终促进双方达成赔偿协
议：由苏某赔偿廖某意外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抚养费、赡养费等42万元给杨
某，协议签订后杨某等人将廖某尸体
运回村里安葬。

帮人采摘茶籽被蜂蜇亡
人民调解获赔 42 万元

邵阳日报11月8日讯（通讯员
冯世民 钟池坤） “活了大半辈
子，走了几十年的泥泞路，如今县
纪委帮我们把 2.7 公里水泥路修
到了家门口，让我们告别了‘晴天
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日子，打
通了村里老百姓的致富路。”11月
5日，城步茅坪镇高坪村村民杨大
和，看着屋门口平坦的水泥路笑
逐颜开。

茅坪镇高坪村距县城 42 公
里，有村民1500人，320亩猕猴桃、

1200亩稻田、24000亩竹木林是该
村村民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然
而，困扰着村民的2.7公里通组机
耕道一直没有得到硬化，在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村民的致富步伐。

2017 年，该村村民共同筹资
修路，但一度搁浅。2018 年初，县
纪委帮扶工作组在走访入户时了
解到这一情况后，采取单位筹、部
门争、项目立等方式，共投入资金
320万元用于硬化该段村级公路，
赢得了村民的称赞。

城步纪委把致富路修到村民家门口

邵阳日报11月8日讯（通讯员
成崔巍） 11 月6 日，武冈市检察
院组织20余名青年志愿者深入大
甸镇陶田村，与武冈市义工联、大
甸镇卫生院联合开展“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者们在村部设置义诊服
务台，引导前来咨询、诊疗的村民
有序接受测血糖、量血压等免费医
疗服务，发放卫生健康知识宣传册
500余份，并给12名留守老人修剪
头发、指甲。同时，围绕“改陋习、讲
文明、树新风”的主题，志愿者们走
进村民生活区，开展村道河道垃圾
清理、烟花爆竹禁燃劝导等移风易
俗活动，引导广大村民养成“爱护

环境，清爽生活”的文明乡风。此
外，志愿者们还走访了该村的茱萸
药材种植基地，实地查看了药苗和
成木的长势，提出了技术培训、政
策倾斜、产品开发等帮扶建议，为
促进乡村产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智
力支持。

据了解，近年来，武冈市检察
院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出发点，联合社会力量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 20 余次，逐步形成

“党委领导、专业服务、社会协同”
的乡村多元化志愿者服务方式，推
动了社会资源与乡村振兴的精准
对接，为建设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的新农村夯实基础。

武冈市检察院组织开展
“乡村振兴”志愿服务活动

邵阳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李忠华 钟志华） 11 月 3
日，北塔区陈家桥乡民政、妇联、团委工
作人员联合望城坡村党支部和团支部
成员，组织家长代表、志愿者到望城坡
村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活动。这是该乡把

文明创建的“文明宴”办成了“流水席”，
让文明新风刮遍乡间的真实写照。

今年来，该乡先后组织环保卫生、
医疗服务等志愿活动 6 次；发动各村
（社区）开办市民学校（道德讲堂）讲座5
次；组织开展“创建文明城市争当文明

市民”“文明进社区”等活动4次。“以前
每逢赶场，十里八村的乡亲们汇聚而
来，但一散场往往是遍地垃圾。”来自陈
家桥村的村民罗秋月感言，自从乡干部
每逢赶集都来开展文明劝导，还发放文
明手册，现在这一现象基本杜绝了。“如
今的陈家桥，农村妇女骂架的少了，取
而代之的是广场舞火了，邻里间的矛盾
少了，互帮互助的好人好事多了。”说起
家乡的文明新风，罗秋月滔滔不绝。

陈家桥乡把“文明宴”办成“流水席”

(上接2版)
医疗资源配置明显优化。全市医

疗机构数由改革开放前的166所，增加
到现在的 6698 所；二级医疗机构由改
革开放前的23所，增加到现在的74所；
三级医疗机构由改革开放前的2所，增
加到现在的 8 所。总床位数由改革开
放前9530张，增加到现在的28230张。

医疗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积极争
取各类项目资金，切实加快市级、县级、
乡村基层医疗机构医疗基础设施建
设。从市级医疗机构看，中心医院东
院、第三住院楼，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儿科综合楼、附属第二医院综合楼等
已投入使用。从县级医疗机构看，坚持
以提质达标为重点，门诊、住院病房、手
术室等改造升级建设全面完成。部分
县级人民医院、中医院、疾控中心得到
了新建或改扩建。从乡村基层医疗机
构看，全市 176 所乡镇卫生院、10 个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建或改扩建了业务
用房。81所乡镇卫生院有了自己的职
工宿舍。2018年全市村卫生室标化建
设覆盖率达到90%。

医疗服务能力明显提升。截至
2017 年，全市有医护专业技术人员
27543人。每千人口医师数为1.87人，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为1.92人。中医
药发展明显加快，138个乡镇卫生院设
置了中医馆，85%以上的村卫生室能够
提供中医药服务。拥有全国基层名老
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单位 3

个，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
师工作项目单位3个，各类老中医药专
家所培养传承人才达100余人。

不断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和健康扶贫工程，努力让全市人民

群众看得起病，方便看病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市借国家医

改惠民东风，先后实施基层医改、县公
立医院改革、城市公立医院改革，全面
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有效
缓解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困局。同
时积极推进健康扶贫工程，努力为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提供全方位的健
康保障。

至 2016 年 10 月，我市实现市、县、
乡三级公立医院改革全覆盖。全市所
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了基本药物
制度。34家公立医院全面实行药品零
差率销售，有效减少了群众用药负担。
启动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全面
推行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两票制及
医用耗材阳光采购，降低了虚高价格。
全市公立医院药品价格平均下降15%，
医用耗材价格平均下降 10%以上。推
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严格控制医药费
不合理增长，106个病种在二级及以上
医院按病种收付费。

全面深化健康扶贫工程，全面保障
妇幼健康安全。贫困人口大病、慢性病
得到有效救治，今年前9个月全市累计
救治大病贫困患者34574人；针对重病

患者，落实政府兜底保障措施，兜底救治
2713人次。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目
前全市已签约服务救治11.28万慢性病
患者，签约救治率实现全覆盖。建立了
两家市级危重孕产妇、新生儿救治中心
及9家县级危重孕产妇、新生儿救治中
心，全市孕产妇死亡率由上世纪70年代
末的83.1/10万下降到2017年的13.18/
1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上世纪90
年代初70.2‰下降到2017年的6.62‰。

不断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促进

全市人口均衡发展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全市计生工作重心
经历了由单纯控制人口总数向优生优
育综合策略的转变。

随着2013年国家“单独二孩”政策
和 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我
市计划生育工作重心实现从管理向服
务的转型发展，并对计划生育家庭进
行奖励扶助、特别扶助。围绕计划生
育不同时期发展要求稳妥实施生育政
策，全面完成省委省政府下达的目标
任务。全市计生协会先后有26个先进
集体、27 名先进个人受到中国计生协
会的表彰。

目前，我市正继续深化医改，优
化医疗资源布局，全面提升医疗服务
水平，促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以
全民健康促进全民小康，努力加快推
进“健康邵阳”建设，不断增进人民健
康福祉。

邵阳日报11月8日讯（通讯员
向云峰 张雪莲 杨连元） “没
想到老了还能享这样的福，这里吃
住条件很好，全靠党和政府的关
怀。”11月2日，绥宁县东山侗族乡
五保老人杨进金高高兴兴地住进
了乡里新建的敬老院。和杨进金老
人一样，首批 30 名五保老人搬进
了东山敬老院。敬老院房屋宽敞明
亮，配套设施齐全，让老人们住得
喜笑颜开。

近年来，绥宁县充分发挥政府
的主导作用和社会力量的主体作
用，着力构建完善城乡养老服务体
系，努力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
层次养老服务需求。截至目前，该县
已建成县社会福利中心，可提供床
位320张；建成乡镇敬老院21家，集
中供养农村五保对象469人；建立
城乡养老服务示范点25个，多元化
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初具雏形。

除了加大城乡养老服务平台
建设外，该县积极引进养老服务企
业，为年满 60 周岁及以上的低保
对象、分散供养五保对象、失独老
人等，以设施服务、定点服务和上
门服务为形式，提供每人每月 30
元的居家养老服务。

该县还全面落实为老年人服
务的各项政策，保障老年人合法权
益，不断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今年
1月至6月，该县对90岁以上的老人
发放高龄生活补贴22.7万元，出资
18.55万元为7418名五类特殊困难
老人购买了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
让更多老年人特别是孤寡老人、独
居老人、空巢老人感受到社会的关
爱。该县还积极开展“敬老月”活动，
走访慰问百岁老人5名、特困老人
68名，发放慰问金2.92万元，同时
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遇到的实际困
难，让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绥宁着力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近 年 来 ，隆

回县羊古坳镇因

地制宜鼓励引导

农民种植超优水

稻 、水 果 、中 药

材 、茶 叶 、油 茶

等，形成一村一

品或多村一品种

植特色，涌现出

一大批种植专业

户，带动村民脱

贫致富。图为近

日羊古坳镇龙源

村 农 民 龙 维 楚

（左）与儿子龙文

华在采摘橘子。

邵阳日报通讯员

贺上升 摄

11月5日，新邵县陈家坊镇
黄高公路建设进入收尾阶段。昔
日饱受群众诟病的“面灰路”，即
将变成一条推动产业发展的致
富路。黄高公路西起陈家坊镇黄
家桥村，至潭府乡高址村终，全
长 10.14 公里，于 2017 年 6 月启
动建设，投资2000余万元，预计

年内投入使用。届时，一条 7 米
宽的高标准草砂路将沿线东冲、
马埠田、胡家、专塘、稠树等村同
XE29 县道全面贯通，直接惠及
沿线3万多名群众。

（通讯员 刘 潇）

陈家坊镇：“面灰路”变身致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