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公安系统举行首届散打擂台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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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沙兆华）
今天， 全省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工作
会议在长沙召开。 会议总结和部署了
我省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工作， 对全
面提升我省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工作
水平、 不断推进社会管理和创新提出
了具体要求。 民政部副部长姜力， 省
领导黄建国、 于来山、 谢勇、 谭仲池
出席会议。

姜力对我省社区建设取得的成就
给予高度评价。 她指出， 湖南社区建
设工作在体制创新、 队伍建设、 基础
设施建设和社区服务等方面抓出了成

效， 抓出了特色， 在全国民政战线具
有一定影响。 她强调， 社区服务设施
是社区组织开展工作、 社区居民开展
活动的首要条件， 要加大对社区服务
设施建设和维护的经费投入， 整合政
府各部门面向社区的管理职能和服务
资源， 构建规范、 高效、 便民的服务
平台， 真正把社区服务场所办成居民
之家、 幸福之家。 要加强社区组织和
人才队伍建设， 不断提升为民服务的
能力和水平。 要加强社区居民自治制
度建设， 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能
力和社区管理的民主化水平。 要加强

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不断满足社区居
民的多样化生活需求。 要加强社区信
息化建设， 提高社区管理服务的现代
信息技术支撑能力。

黄建国指出， 近年来， 我省街道
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面貌发生了可喜
变化， 街道社区党组织在城市基层的
领导核心作用明显增强。 各地要继续
推进街道社区党建 “四有一化” 建设
（有人管事 、 有钱办事 、 有处议事 、
有章理事 ， 构建区域化党建格局 ），
不断夯实街道社区党建的工作基础和
发展平台。

于来山强调， 社区虽小， 关系重
大。 目前， 全省社区没有办公服务用
房的占46%。 各地要下决心保障社区
工作条件， 要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 、
争取上级和社会支持为辅的多元化社
区建设投入机制。 要加强社区队伍建
设， 把在群众中有威信、 善于做群众
工作、 公道正派的人选到社区工作。

会上表彰了一批社区党建和社区
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 民政部
有关负责人宣读了浏阳市和临澧县被
命名为 “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全覆盖示
范单位” 的决定。

� � � �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李茁
通讯员 颜英华）今天上午，湖南省
公安系统首届散打擂台赛在湖南
警察学院开幕。 副省长李友志出席
了开幕式。

据介绍 ， 散打运动是中国武
术徒手相搏的实用体现 ， 是中国
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 散打运动
需要精湛的技术 、 多变的战术 、
充沛的体力 、 强健的体魄以及良

好的意志品质 ， 是提高公安民警
攻防实战能力和一招制敌的重要
训练科目 。 来自全省公安系统的
17支代表队140余名运动员， 将在
赛场上进行8个级别的激烈角逐 ，
11月4日将进行总决赛。

近年来 ， 我省公安机关组织
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 、 内容丰
富的大练兵活动 ， 有效提升了广
大公安民警维稳保安能力和克敌

制胜本领 。 这次散打擂台赛 ， 是
省公安厅继今年举办全省公安系
统警用手枪射击比赛 、 首届警务
实战技能比武后 ， 举行的又一项
大型警务技能竞赛活动 ， 是全省
公安机关 “三练两赛一进 ”活动的
重要内容，必将有力推动全省公安
民警警务实战技能训练的深入开
展 ，掀起新一轮全省公安队伍 “大
练兵”、“大比武”热潮。

把社区服务场所办成居民之家
全省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 � �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刘
也 鲁宝） 豆角、 芹菜、 韭菜、 白菜……长
沙市民每天吃的这些蔬菜， 质量安全是否过
关？ 今天， 副省长、 “三湘农产品质量安全
行” 组委会副主任徐明华带队， 在长沙开展
2011年度蔬菜质量安全专项视察活动。

“三湘农产品质量安全行” 活动由省人
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组织实施， 今年关注的
重点是蔬菜质量安全。 今天上午， 徐明华一
行先后视察了马王堆蔬菜批发市场、 湖南怡
清源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明园蜂业股份有限
公司、 长沙县宇田蔬菜生产基地和长沙龙华
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下午， 听取了长沙市
政府的情况汇报。

“今年以来， 省农业厅例行监测长沙市
蔬菜平均合格率为96%， 连续8年保持稳定，
未发生因蔬菜质量问题而引起的农产品质量
安全事故。” 据长沙市政府汇报， 前三季度，
长沙市蔬菜播种面积160万亩， 总产量32亿
公斤， 总产值近50亿元。 2011年， 长沙市蔬
菜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按照 “三湘农产品质量
安全行” 活动要求， 通过加快推进蔬菜标准
化生产， 加强质量安全监管， 蔬菜质量安全
整体水平得到有效保障。

徐明华要求长沙市政府要继续重视蔬
菜标准化基地建设 ， 形成规模经营 ， 提高
农产品质量 。 完善农产品的安全监管检测
执法体系建设 ， 重点加强生产加工自我检
测和基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检测 。 要加强农
产品的流动性管理 ， 建立完善农产品消费
市场的准入制度。

长沙市蔬菜平均
合格率为96%

“三湘农产品质量安全
行”开展专项视察

� � �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范谦 许靖） 今天上午， 全省上万名适龄青
年走进各征兵体检站体检， 由此标志着今冬
征兵工作进入体检阶段。 省军区副司令员张
中湘在常德、 益阳检查了征兵体检情况。

为确保征集高素质兵员， 我省今年出台
了一系列关于鼓励大学生入伍的优惠保障政
策， 因此大学生应征热情高涨。 在设在湖南
航天医院的长沙市岳麓区征兵体检站， 一大
早便聚集800多名适龄青年等待体检， 其中
在校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占了7成以上。 湖
南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四年级学生李毅表示，
部队纪律严明， 训练艰苦， 对于年轻人来说
是磨练意志品质的好机会， 将有助于今后的
学习和成长。

为使应征青年以良好的状态参加体检，
省征兵办负责人提醒广大应征青年， 体检前
两天不要喝酒、 喝咖啡、 做剧烈运动， 要多
喝水， 注意休息， 防止感冒。

据了解， 体检工作将持续至本月10日左
右， 随后进入政治审查阶段， 12月10日起运
送新兵入伍。

今冬征兵
进入体检阶段

体检前应注意休息防止感冒

� � � �本报11月1日讯（记者 胡宇芬）记者今天
从省科技厅获悉， 在我省实施的企业类省级
重点实验室建设中， 首批14家已顺利通过专
家论证，正式启动建设。 据悉，14家企业类重
点实验室分布在长沙、株洲、常德市，涉及高
端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资源
环保、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今年3月省科技厅启动了企业类省级重
点实验室建设工作， 批准组建15家重点实验
室。 这些重点实验室以我省重大科技创新需
求为落脚点， 建立优势型和特色型的发展格
局，力争打造成为我省应用基础研究基地、高
层次创新人才团队培养高地和产学研结合
创新的桥梁。

论证会上， 专家组对实验室建设计划的
可行性进行了论证。 通过论证的14家实验室
将进一步凝练发展目标，推动产学研结合，开
展行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究， 带动行
业整体技术进步。

首批企业类省级
重点实验室建设启动

文白石

日前，湖南省委、省政府主要
领导在与“三问”活动参与者面对
面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和
对策，强调要认真借鉴“三问”活
动的成功经验， 探索建立长效机
制，使民意通达的渠道永远畅通。
（10月29日《湖南日报》）

欲谋社会善治，当先求民意
通达。 当今社会呼唤善治，而善
治的过程，就是实现政府与公民
社会的良好互动与合作的过程，
这样的过程，须臾离不开政府与
广大民众之间的充分对话。 正如
胡锦涛总书记 “七一 ”讲话中所
强调的那样，每一个共产党员都
要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
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
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 如果离
开人民的主体地位，“善治”将成
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在倾听民众诉求中改善治
理 ， 在回应舆论质疑中寻求进
步，实现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
互动 ， 这是现代行政的基本理
念。 事实上，在社会转型、改革攻

坚的关键时期， 有矛盾暴露，有
冲突产生 ，有分歧出现 ，都是很
正常的社会现象。 这些存在着的
矛盾 、分歧 ，需要在相互对话与
良好互动中得以化解、消弭。

在百姓眼里， 从善如流、知
错即改，远比“一贯正确”更加可
信、可敬、可亲。 纵观这些年来各
地的情况，大凡能及时回应公众
质疑、 正确对待社情民意的，往
往能在良性互动中提升政府公
信力。 只有真正“敞开大门”，让
民意“畅通无阻”，认真关注民意
的温度和风向，以公开透明化解
公众疑虑，以闻过则喜树立政府
公信，才能在良性互动中促进社
会共识、完善公共治理。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湖
南省委开展“三问”求民智，主要
领导直面群众听民意，保持民意
通达渠道，有利于“底层民意”真
正进入 “高层决策 ”，在接通 “地
气”中增强执政的“底气”。 惟愿
不断“畅通”“互动”，并在回应民
意时“深挖一锹”，拿出解决问题
的根本办法。 如若如此，赢得群
众、臻于善治也就成功在望。

民意通达方臻善治
� � � �保持民意通达渠道，有利于“底层民意”真正进入
“高层决策”，在接通“地气”中增强执政的“底气”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 � � �本报11月1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黄怡） 农民在本地看病的
越来越多，省卫生厅医政处处长高
纪平今天透露， 农民看病费用4成
在县医院，较前一年增长10%。 我
省将开展县级公立医院医疗费用
支付方式改革， 探索按病种付费、
按人头付费 、 总额拨付等付费方
式， 省卫生厅年内将下发文件，对
县级医院5个单病种实行最高费用
限额，控制医疗费用。

据新农合基金流向统计，我省
2010年留在县及县以下医疗机构
基金达 64.7% ， 其中留在县级占
40.4%。 高纪平介绍，按照新农合基
金流向统计估算， 农民看病费用4

成在县医院，县级医院是群众看病
的主要场所，也是解决“看病难”问
题的突破口。 我省已在县医院逐步
推行临床路径管理 ， 累计病种达
200种， 根据各医院临床路径实施
情况，接下来将与省物价局联合对
5个病种实行最高费用限额， 目前
病种和费用还在研究中，将于年内
出台，届时，全省县级医院5个单病
种将实行“统一价”。

据透露，我省将结合新农合单
病种付费方式，适时增加一些常见
病、多发病的病种，在县医院，甚至
大医院 ，实行分层次 、分级别的最
高费用限额，规范医疗机构诊疗行
为，减轻老百姓看病负担。

改革县级医院付费方式
对5个单病种实行最高费用限额

� � � �本报11月1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黄怡）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
全省县级医院改革发展经验交流
会上了解，我省将开展对县医院的
抗菌药物专项整治，县级医院抗菌
药物品种原则上不超过35种，结合
医师职称 、经验能力 ，授予医师相
应级别的处方权，年底将对县医院
进行检查。

针对抗菌药物在临床上被大量
不合理使用的现象， 省卫生厅要求
县医院根据抗菌药物的特点、 临床

疗效、不良反应、本机构疾病谱、细
菌耐药监测情况， 以及当地社会经
济状况、药品价格等因素，将本院使
用的抗菌药物分为非限制使用、限
制使用与特殊使用三类， 进行分级
管理，结合医师职称、经验能力等级
别，限制其滥用抗菌药物。

另外 ，省卫生厅表示 ，将加强
县级医院微生物室建设，加强其对
细菌培养、检测、检验能力，提高县
医院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率，避免医
生盲目用药。

县医院使用抗菌药不超过35种

医师按级别限制处方权

� � � �本报11月1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黄怡）今天，全省县级医院改革
发展经验交流会在宁乡召开，会议透
露，我省将启动县医院临床重点专科
建设，同时，将逐步放宽部分特殊技
术的准入，为部分条件成熟的县医院
准入心血管介入技术。 这意味着以后
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介入手术，
老百姓不再需要长途奔波，在当地有
资质的县医院就可以完成了。

据省卫生厅党组副书记、副厅
长陈小春介绍， 今年底明年初，我
省将启动县医院临床重点专科建
设，重点加强医院急诊科 、感染性
疾病科、重症医学科、儿科等建设，
针对严重危害当地群众健康的疾
病遴选几个临床专科，进行重点建

设。 另外，县医院的新生儿科、血液
透析室、消毒供应中心等“短板”学
科也将得到重点扶植培养，全面提
升县医院的综合诊疗水平。

为保障医疗安全，一些介入手
术、开颅手术 、器官移植手术等先
进的高科技医疗技术，有着严格的
准入制度。 陈小春透露，综合考虑
一些疾病的抢救时效性、县医院区
域优势，以及农村地区心血管疾病
急救等实际情况，逐步放宽部分特
殊技术的准入。 今年11月份起，省
卫生厅将按照卫生部《心血管疾病
介入诊疗技术管理规范（2011版）》
要求， 组织对条件成熟的县医院，
进行心血管疾病介入技术准入，方
便老百姓就近就医。

县医院将启动临床重点专科建设

我省放宽部分特殊技术准入

� � �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李国
斌 ） 在今天第三届 “三湘读书
月” 启动仪式上， 省 “三湘读书
月 ” 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
统计局联合发布了全省城市阅
读指数调研报告 。 结果表明 ，
湖南省的 “城市阅读指数 ” 为
62.92 （百分制）， 居民平均阅读
现状较好 ， 但整体阅读水平仍
有提升的空间。

在第三届 “三湘读书月” 筹
备阶段， 省 “三湘读书月” 活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省统计局

共同开展了 “2011年湖南省14个
市州城市阅读指数” 调查项目。
“城市阅读指数” 从公众的角度
出发 ， 考察了城市居民的阅读
量、 阅读频率、 阅读意识、 阅读
类型 、 阅读活动参与状况等因
素 ， 综合形成了 “城市阅读指
数”， 系统地反应了城市居民的
阅读现状。

本次调查发现 ， 湖南省的
“城市阅读指数” 为62.92 （百分
制 ）， 居民平均阅读现状较好 ，
阅读的意识比较强烈， 但整体阅
读水平仍有提升的潜力。 各市州
之间的阅读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阅读指数分别为： 长沙市70.21、
衡阳市65.02、 常德市 65、 永州

市64.99、 湘潭市64.39、 郴州市
63.46、 株 洲 市 63.24、 吉 首 市
62.8、 张家 界 市 60.46、 娄 底 市
60.37、 岳 阳 市 60.27、 益 阳 市
59.89、 邵 阳 市 58.98、 怀 化 市
55.73。

调查特别发现， 上网、 电子
阅读成为居民重要的阅读方式，
青少年群体 （本研究中15-18岁
人群） 的阅读表现最好。 在一项
“城市居民对阅读活动的预期 ”
调查中 ， 30.85%的居民选择了
“加强对本市图书馆的投入 ” ，
24.61%的居民选择 “加强对本市
社区书屋的投入”， 改善公共阅
读场所的设施， 成为居民最期待
的事。

城市阅读指数发布
半数居民期待加大对公共阅读场所投入

三湘读书月三湘读书月

� � � � 11月1日， 全省第三届 “三湘读书月” 活动在长沙贺龙体育馆东广场启动。 图为市民在活动现场选
购各类书籍。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 � � � 11月1日， 通道侗族自治县坪阳乡中心校的学生在搬运县城投公司
捐赠的100套新课桌椅。 该县从2009年建立定点帮扶学校机制， 已有120
余个单位和企业给31所中小学校捐赠教学设备5000余件， 资助贫困学
生800余名， 资金达8000余万元。 杨祖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