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陈
永刚 通讯员 易阳）自1969年
北京地铁1号线开通以来，中
国轨道交通已走过了45年的
历史。5月底，2014城市轨道交
通商务大会在最年轻的地铁
城市———长沙举行，全国地铁
行业代表200多人参加大会。

本届大会由全国城市轨
道交通资源经营协作委员会
主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承办，是中国城市地铁
商业领域首次举办的全国性
盛会。 本次大会发布了《中国
城市轨道交通商业发展报

告》。
《报告》指出，截至2013年

底，中国内地已有北京、上海、
广州等19座城市开通地铁，城
市轨道交通线路达74条，运营
里程超过2300公里，2013年
全国轨道交通日均客流量达
到3041万人次。 截至2013年
底，中国轨道交通商业物业总
体规模已经接近23万平方米，
商业资源总收入达 44.46亿
元。 长沙作为最年轻的地铁城
市，也在“经营地铁”上做出了
积极探索。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
团负责人介绍， 截至2013年

底， 公司实现经
营 性 总 资 产 为
660.29亿元，经营
性净资产 416.43
亿元， 资产负债
率仅为36.93%。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点赞卫生行业先进典型

本报记者 余蓉

“神农故郡，仁者安仁”。
安仁县是神农医药文化的发祥地

之一。 当地春分时节的“赶分社”民间节
会，正是百姓为纪念神农而兴起的中草
药交易集会，已有1000多年历史。

安仁县中医院以中医为主，拥有职
工250余人， 去年门诊量达4.2万多人
次。 5年来，该院没有发生一起重大医疗
事故。 2013年，该院医患矛盾仅5起，都
得到了及时、妥善的处理，群众调查满
意率达98%。 该院荣膺全省“群众满意
的医疗卫生机构”。

让患者看得好病，也看得起病

5月28日， 记者来到安仁县中医院
采访。 院长郑校生介绍，过去有段时间，
医院在患者中的口碑并不好。 2009年，

医院设施设备落后，技术骨干人
才外流，整体医疗水平较低。 这
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导致患者重
复治疗、 久治不愈等问题发生，

医疗纠纷时有出现。
要让患者看得好病，技术骨干力量

至关重要。 郑校生对外流的人才一个一
个登门去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骨伤
科主任周贤科、内一科主任唐征年等多
名骨干医师， 重新燃起了对医院的信
心，回来上班了。此后，医院每年投入30
万元以上，选送骨干医师到上级医院进
修学习，增强后劲。

骨干队伍建设好了，来医院看病的
人多了，医院的收入也增加了。 医院把
钱更多地用在了设施建设上，添置了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DR、 彩色B超等先进
设备，还投入300余万元建设了制剂室。
其研制的“海马健肾液”、“镇咳宁”等药
品，疗效好，价格也比市面上同类药物
便宜。

中医相对于西医，医疗费相对便宜，
患者经济压力减轻。 一位普通的柯雷氏
骨折患者，利用中医手法复位治疗，费
用仅2190元，不到手术治疗费用8900
元的四分之一。基于此，该院大力加强
中医类的重点专科建设。 其中针灸推
拿科成为国家级特色专科， 骨伤科被
授予“湖南省级中医特色骨伤科”，中

风病专科被列为市级重点专科。

多些照顾关心，
同样能减轻病痛

“患者来看病，心情本来就不好，如
果就诊时还遇上态度冷冰冰的医生或护
士，会更加心烦意乱。 所以，我们明确提
出：患者至上。 ”该院副院长张志湘说，医
院出台了具体服务细则要求， 其中包括

“12个一”。
在骨伤科医生办公室，记者见到了

这份细则的详细内容：给患者一张真诚
的笑脸，给患者一声亲切的称呼，说好
第一句话，送上一壶温开水，落实好患
者的第一顿饭，协助患者做好第一次检
查……从细微处着眼，服务患者。

骨伤科住院的患者中，很多是空巢
老人。 行走不便，又无人照顾，不少患者
的吃饭成问题。 80岁的熊元仔老人就是
其中一位。 她的子女在外打工，其独居
在家，因为摔倒骨折，被邻居送进了医
院，无人陪护。 医生刘弘了解情况后，特
意叮嘱护士要多加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还几次自掏腰包为她订餐送饭。

为了丰富患者的生活内容，治疗之
余， 医院还组织形式多样的病友联谊
会。 前几天，医院组织了一场糖尿病患
者联谊会，给他们布置一间房间，发放

宣传手册，还准备了水果。 事情虽小，却
能缓解病友的苦闷， 让他们彼此倾诉，
相互鼓励战胜病魔。 张志湘说：“对患者
多些照顾关心，同样能减轻他的病痛。 ”

满意不满意，患者说了算
在安仁县中医院，每位即将康复出

院的患者都会收到一份《护理工作满意
度调查表》。 调查表包含16项内容，其中
有“在您住院期间护士能否经常巡视病
房并及时接应呼叫铃”、“您对护士中医
操作技术的评价” 等全方位的选项，每
项分“满意”、“一般”、“不满意”。

即将出院的内一科患者邓一满，就
在调查表上“在您即将出院时，护士能
进行详细的出院指导”这一项上，仅给
了“一般”的评价。

“这意味着这位值班护士的月度绩
效考核会被扣分，同时要接受相应的针
对性培训。 ”郑校生向记者介绍，护理部
负责收集《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表》，同
时与绩效考核挂钩，这有效地督促了护
理人员的工作。 医院办公室还会向患者
发放《患者满意度调查表》，其中的数据
也作为对各科室季度考核的重要指标。

郑校生说：“医疗服务需要监督，而
最强的监督就是患者。 患者满意了，我
们的服务就真正到位了，医患矛盾也就
不存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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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彪

日前，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将今年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
议期间及会后收到的1288件
建议目录全部上网公开，公开
目录中包括 “建议标题 、领衔
或单独提出建议代表、主办单
位”等信息。 省人大常委会还
决定，下一步拟向社会公开办
理结果。 这对于民众了解和监
督人大代表履职情况提供了
便捷有效的信息通道。（6月3
日《三湘都市报》）

我国各级两会年年开，公
众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但除
了从电视、报纸上了解部分代
表和委员的建议、 提案外，公
众还没有一个方便可靠的渠
道去了解所有代表和委员提
交的建议或提案。 就此而言，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的举措无
疑具有开创性意义。

从法理上说，人大代表的
建议完全应当向社会公开。 人
大代表的履职行为属于公共
行为：其一是人大代表由选举
产生 ， 其代表权利由公民赋
予；其二是人大代表不仅履行

参政议政责任 ， 更行使表决
权。 基于此，不仅应全部公开
人大代表们的议案，以及参与
讨论全过程，还应该公开人大
代表们具体在怎样行使着表
决权 。 公开其履责的具体行
为，正是为了让人大代表更好
地履职履责。

事实上，公开人大代表议
案的技术条件业已成熟。 在信
息传播技术不够发达的过往，
要公开人大代表的议案确有
一定难度，但随着现代传播技
术的进步普及，公开人大代表
的具体履职言行已不存在任
何技术困难，也所费甚微。

更重要的是 ， 公开代表
建议全文和办理结果 ， 是推
动政府权力运行 、 增强政务
公开的重要举措 ， 是促进代
表建议工作信息化、 公开化、
透明化的重要方式 ， 是提高
建议办结率和落实解决率的
重要途径。

期待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的首创之举能产生 “蝴蝶效
应”，让公开各级两会代表、委
员建议和提案成为我国政治
生活中的一种常态。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责任编辑 朱定
版式编辑 周鑫◎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龙
文泱）今天上午，省委常委、长
沙市委书记易炼红就长沙市
政协提案《关于进一步规范我
市社区职能，优化社区工作的
建议》进行实地调研和领衔现
场办理，这也是长沙市首次由
市委书记领衔办理政协提案。

今年，民建长沙市委在开
展调研时发现，社区普遍存在
工作人员主要精力多用于应
付各类指定任务，为居民服务
的时间和精力受到影响的现
象。易炼红对委员们的提案高
度重视，带着群众反映的问题
来到基层一线。在岳麓区学堂
坡社区，“五老工作室”的几位
退休老人正在商讨疏通居民
楼下水管道的事情。易炼红热
心地询问疏通工程还有什么
困难。 老人孙立明连忙摆手
说：“已经衔接得差不多了，这
些都是小事。 ”易炼红说,“涉
及群众利益的事都是大事，大
家忙活的工作正是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 我们今天
来，就是要一起努力办好这些
事。 ”

从社区出来，易炼红把相
关市直部门的负责人召集到
市委的会议室，现场听取提案
办理的意见，交办落实各项工
作。“不能把社区当做一个筐，
什么都往里面装。 ”易炼红说，
切实加强社区建设是推进基
层民主建设的重要渠道，是创
新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途径，
是提升市民生活品质的现实
载体，各级各相关部门要严把
社区事务“关”，完善社区服务
“网”，进一步创新社区治理机
制，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健全
社区工作队伍， 重点对乱挂
牌、乱检查、乱摊派等现象进
行集中整治，积极探索实施社
区“错时工作制”、“无假日社
区”等工作制度，切实减轻基
层负担，不断提升社区服务能
力。

易炼红强调，政协提案是
时代的声音， 也是群众的期
盼。 长沙市要进一步完善党政
领导领衔办理政协重点提案
制度，并长期坚持，形成常态，
将之转化为践行党的群众路
线的实际行动。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苏
原平）湖南省体育总会今天召
开第五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了省体育总会第五届委员会，
副省长李友志当选名誉主席，
省体育局局长李舜当选主席。
大会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湖
南省体育总会章程》。

李友志充分肯定省体育
总会近几年取得的成绩，要求
新一届省体育总会要牢牢把
握我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充分
发挥体育社会组织在体育强
省中的重要作用，努力提高社
会化、市场化运作水平，不断
增强公共体育服务能力，让人
民群众更好地享受体育事业
发展成果，为实现千万人的中
国梦作出积极贡献。

大会对下阶段工作进行
全面部署。 李舜表示， 省体
育总会下阶段将从实行协会
考核评估、 打造业余赛事体
系、 培育职业体育俱乐部、
完善三级组织网络等多方面
发力， 全面推动全民健身运
动， 努力开创具有湖南特色
的体育社团工作新局面。

省体育总会是全省群众
性体育社会组织，近年来积极
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不
断加强体育社团组织建设，广
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目前，
省体育总会管理40个省级单
项体育协会、27个省级体育俱
乐部，拥有各类体育社团2730
多个， 体育指导站8000多个，
各级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
40000多人。

通讯员 邹平辉 蒯萌
本报记者 余蓉

5月29日上午，湖南省
第30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大二学生杨湖广，在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和老师同学陪
同下，进入长沙湘雅附三医
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

半年前，中华骨髓库工
作人员来了一通电话，通知
杨湖广与一位深圳白血病
患者配型成功。杨湖广也曾
有过犹豫彷徨，但很快就同

意了捐赠造血干细胞。
杨湖广从小家境不好，父母

带着他在深圳打工。“我们租住
在楼顶上的仓库，房东都不忍心
来收租，反而过来给我们家送东
西。 ”3岁多时，杨湖广患上了天
胞疮，浑身溃烂、流脓，这种皮肤
病在当时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疑
难杂症。 为了治好他，父母辗转
带他去许多地方求医。 上天眷
顾，杨湖广后来遇上了一位来自
香港的中医，用秘制的偏方治好
了他的病。 时隔多年，杨湖广仍
然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并且始
终心怀感恩，他说：“我的命是人
家给的，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帮
助别人。 ”

杨湖广的叔叔也专程从深
圳赶来陪着他：“在捐献造血干
细胞这件事上，他妈妈和我全力
支持他。 担心当然有，但我们觉
得，救人是大好事。 ”

“杨湖广已经是湖南科技大
学第9例捐献者了， 前不久朱超
也成功为澳大利亚患儿捐献了
造血干细胞。 科大的学子是乐于
奉献的。 ”中华骨髓库湖南分库
主任何一平介绍，中华骨髓库湖
南分库是从2004年与科大合作
的，志愿捐献体现了科大学生的
社会担当， 希望更多人加入进
来。

莲城必胜

岳阳 、 韶山 、 衡山三地区湖湘文化旅
游资源极为丰富 ， 既包括名湖 、 名山等自
然景观 ， 又富有湖湘文化 、 红色文化和宗
教文化内涵 。 如果将其进行整合 ， 构建
“中国湖湘文化岳韶衡旅游带 ”， 可望成为
全国新的经典旅游线路 ， 也将带动整个湖
南旅游业的发展。 可考虑从以下方面推进：
一是由省政府牵头招商引资 ， 组建 “中国

湖湘文化岳韶衡旅游集团”， 承担 “岳韶衡
旅游带” 旅游事务。 二是以省政府牵头协调
岳阳 、 湘潭、 衡山三地， 加快旅游资源的
开发和旅游环境的改善。 三是政府协助， 大
力宣传， 迅速提高 “中国湖湘文化岳韶衡旅
游带” 的知名度。

（以上稿件由“改革金点子”征集活动办
公 室 提 供 。 投 稿 邮 址 ： 湖 南 日 报
skyjxdll@163.� com；“金点子”征集活动办公
室hnjindianzi@163.com）

期待“代表建议公开”成常态

省体育总会换届选举
李友志当选名誉主席

“希望能有机会帮助别人”
———湖南科技大学学生杨湖广捐献

造血干细胞

易炼红领衔办理长沙市政协重点提案

“涉及群众利益的事都是大事”

2014城市轨道交通商务大会在长举行

全国日均3041万人次
乘坐轨道交通

改革金点子

肖万春

一是建议由上级部门分配资金额度，明
确规定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范围、比例，改条
为块下拨资金，将涉农建设项目的决定权、资
金分配权下放给县（市）级人民政府，“以县为
主”进行涉农资金整合。 二是建议在全省“四
大区域” 各选一个典型县进行种粮补贴制度
改革试点，彻底摒弃分散化小幅递增式“撒胡
椒面”的补贴方式，整合各项种粮补贴，以阶
梯式的直补奖励政策， 按50亩经营规模门槛

和销售粮食的多少对家庭农场、 农业专业合
作组织等农业生产主体进行补贴， 按市场规
模大小、技术先进程度、辐射带动能力对农产
品加工、储存流通龙头企业进行补贴。建议由
上而下，出台操作性强的整合资金办法，对以
规划定项目、以项目整合资金，建议逐步实现
由财政部门统一拨付涉农资金， 从财政部门
一个“漏斗”进出。

（作者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湖南省委党校、 湖南行政学院决策咨询中心
主任，研究中心主任）

构建“中国湖湘文化岳韶衡旅游带”

加快财政支农普惠性补贴制度改革

6月4日， 涟源市桥头河镇大范联校， 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垃圾分类， 了解环保知识，
倡导低碳生活理念。 张扬 摄

———来自安仁县中医院的报道患 者 至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