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问三医院有没有蛇毒血清？ ”9月 16
日深夜，一条紧急求助微信在永州市三医院
医联体专家群里响起。 求助的是杨村甸乡卫
生院的邓仕铁，是被咬伤患者签约的家庭医
生。

“有蝮蛇、银环蛇、五步蛇三种血清，请
问患者是被什么蛇咬伤的？ ”三医院的专家
胡新华赶紧询问情况，经过简单交流，患者
通过绿色通道被送入了三医院的 ICU，得到
了及时的救治。

像杨村甸乡这种转诊的事情，每天都在
冷水滩区发生。 在确定今年民生微实事项目
时，医疗是该区决策者关注的重点。 为了能
推出新举措，做到真正的惠民、便民，该区在
顶层制度上精心设计，凝聚各方智慧，在实
践探索中倡导首创精神。

该区以三医院为中心， 下联 21 家乡镇
卫生院和社区服务中心、286 个村卫生室，
建起了区、乡、村三级医疗联手的“医联体”。
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打通群众基层首
诊、双向转诊渠道。 为形成紧密“医联体”，该
区将市第三人民医院定为分级诊疗转诊的
首选医院，通过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 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及服务平台。
小病在基层就诊，大病、急病转诊到市三医
院，通过绿色通道，免收挂号费，及时到科室
就诊。 便捷高效地转诊流程，使患者真正感
觉到“医联体”带来的好处。 为统筹协调推进
“医联体”改革，该区设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专项资金，调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医保政
策，签约居民在家庭医生处就医和经过家庭
医生转诊至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的，可享受
更多的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倾斜政策。

据悉，该区“医联体”建成以来，乡、村卫
生院、 卫生室门诊人数大幅上升，50%的首
诊病人在基层住院、

治疗，上转病人 500 余人。 重点人群与家庭
医生签约 3.4万余人， 重点人群签约覆盖率
已达 60%。

此外，为了创新服务手段，该区医联体
还推出了远程医疗体系， 市三医院上联湘
雅、永州市中心医院、下面基层医疗机构，将
“互联网 + 医疗”的触手延伸到老百姓家中，
实现了小病不出门、疑难病症线上诊疗。 该
区还利用手机客户端建立多个微信群，提供
医疗健康政策宣传、疑难病症会诊以及患者
转诊等信息交流。 微信群的建立搭建起医患
实时沟通的桥梁，既方便了群众看病，又融
洽了医患关系。

在冷水滩区今年的这些民生微实事项
目中， 改革创新一直贯穿其推进全过程。 7
月，该区以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和美丽乡村建
设为契机，集中时间和力量在全区范围内开
展“五级道路、五项整治”的专项治理活动，
对全区范围内的国道、省道、县道、乡道、村
道沿线，开展治违、治乱、治污、治损、治理行
动。

此次“五道五治”牵涉到发改、交通、环
保、国土、乡镇等多个部门，靠一个或几个部
门牵头，工作难以推进，为此，冷水滩区创新
性地实施了“路长制”。 区委书记任一级路
长，区长、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政协主席及
联系公路交通工作的区级领导任二级
路长。其他区级领导根据联系国道、省

道、县道、乡道、村道任区级道路路长，各乡
镇、街道、工业园区、马坪农业开发区党(工)
委书记分别担任区级道路副路长。 确保每条
道路责任落实到人、任务分解到人、绩效考
核到人。

由于区领导牵头进行沟通，该区“五道
五治”工作形成了部门齐心协力、密切配合、
狠抓工作落实的新格局。 截至 9 月底，已竖
立安全示警桩 5000 余根， 拆除道路沿线违
章建（构）筑物、破旧建筑 315�处、7000 余平
方米，拆除临街门面大棚 286�处、3250 平方
米， 清理乱堆乱放 325 处、 清运沿线垃圾
167 吨、清扫规整道路 58 公里；重新设立交
通标志、标牌、标线 285 块；治理路面破损
53200平方米，完成总投资 8981万元。

通过办好一件件民生微实事，
冷水滩区铸造了一块“诚

信政府”的金字招牌，当地百姓无不拍手称
赞， 上半年全区综治民调取得历史性的突
破，排名全省第六。

伴随着一项项民生项目的落地，“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已扎根在冷水滩区每
个干部的心中，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正与
日俱增。

看着充满魅力的乡村、 活力四射的城
镇，我们的心中回荡着一股股暖流，这是民
生之幸也是人民之愿。

民生“微”实事 温暖冷水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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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最早出现在 《左传·宣公十二年 》
中：“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这里的“民”即“百
姓”。 如今，置于新的话语语境中的“民生”一
词，更渗透着浓浓的大众情怀。

民生唯大，这句话在如今的永州冷水滩区
得到了集中体现，2017 年该区投入 129674.528
万元， 实施民生微实事 20 类， 共计 592 个项
目，覆盖了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经过半年多的奋战，在这个金秋的 10 月，
在无数企盼的目光里， 永州市冷水滩区 20 类
民生微实事工程正在不同的“点”上开花结果，
带给人们幸福的欣喜和舒心的实惠。

如今这里的群众能在家接受医疗服务；家
门口就有可以休闲玩乐的小游园；小孩读书的
学校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

正是这看得见、摸得着、感知得到的一个
个具体的改变， 滋润着千千万万群众的心田。
虽然少有轰轰烈烈，但却见微知著，得到了民
众的认同与拥护。

9 月 26 日，位于冷水滩区九嶷大
道和紫霞路交界处的紫霞廉租房小
区，胡小侠手里拿着新房的钥匙心里
乐开了花：干净的小区，漂亮的房子，
门口的断头路通了，可以直接坐公交
车去火车站；小区对面是即将开工建
设的春江小学，今后小孩读书不用愁
了；家附近就有凤凰社区医院；沿马路
溜达 300 米，有梨子塘小游园，晚上
可以跳广场舞了……

作为单亲妈妈，胡小侠和两个孩
子以前租住在老旧的房子里，条件很
不好。 她以前很难想象能和两个孩子
过上现在这样幸福的日子， 如今申请
到廉租房，“感觉就像生活在画里一
样。”像胡小侠这样的群众在冷水滩区
还有很多， 而这一切都发轫于该区年
初实施的民生微实事工程。

新年伊始，冷水滩区委、区政府就
开始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通过调查，
该区决策者发现，往年的民生实事项
目覆盖面窄，各部门单打独斗，不成规
模，最后取得效果也不是很理想，往往
只能解决群众的部分需求。

民生无小事， 老百姓所想就是党
和政府的行动指南， 老百姓所需就是
党和政府的奋斗目标。 冷水滩区委、区
政府以高度的责任感、 使命感和紧迫

感，着眼全局，科学谋划，整合力量，以高标准、高
质量、高速度抓好民生微实事工作。该区最终确定
了 2017年民生微实事的目标任务，即实施民生微
实事项目 592 个， 年度计划投资 129674.528 万
元，涉及区中小学学位建设、国道、省道、县道、乡
道、村道“五道五治”工程、医联体建设、农村老年
人健康服务三年行动计划、 行政村污水治理和环
境综合整治、标准化农贸市场建设、棚户区改造、
背街小巷改造、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创建国家园林
城市小游园项目、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农村改
厕残疾儿童救治救助工程、 规模化猪场粪污治理
等 20大类。 从“医、学、住、行”到“吃、喝、拉、撒”，
这些项目囊括了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服务直
接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
手，才能找准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点，才能准确
切入民生工程的突破口。 ”冷水滩区委书记何冲
龙讲出了该区抓实抓细民生微实事的初衷。

为了高位推动这些民生微实事项目，该区制
定了《冷水滩区 2017年民生微实事项目实施方
案》， 实行区级领导联系制度、 工作目标倒逼制
度、重点项目专项督查制度，形成了各级领导带
头、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同时，
每个项目明确一名分管领导现场对项目建设进
行指挥、跟踪、分析、协调和服务，确保领导在一
线指挥、干部在一线干事、矛盾在一线化解、问题
在一线解决。

6 月 24、25 日，区委书记何冲龙一行到蔡市
镇、上岭桥镇调研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8 月 1 日，何冲龙一行深入上岭桥镇、岚角
山街道油榨头，就村级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进行调
研；

9 月 30 日， 何冲龙一行到黄阳司镇调研农
贸市场标准化建设、改厕工程；

6月20日， 区长桂砺锋一行到国有工矿棚户区
改造二期、河东市园林局片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现
场办公……

仅 6月以来，冷水滩区就有多名主要领导或
召开办公会或深入民生微实事项目建设现场，进
行调研、办公，为推进项目建设出谋划策、排忧解
难。

正是由于区委、区政府的全力推动，今年的
民生微实事项目建设热火朝天，效果明显，截至
目前，已经完成投资 105268.91 万元，
占年度投资的 81%。

“我的快递到了吗？ 这可是我第一次在
网上买东西。 ”9月 23日， 岚角山街道油榨
头社区（今年由村改社区），今年 53 岁的唐
玉金在该社区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取快递。

“以前村里别说取快递了， 就是买个零
食都要走一个小时的路去镇里。 现在村里什
么都有了，不但有小超市，还有棋牌室，卫生
院，就是我小孩要办个什么证件，也可以不
出村了。 ”谈及现在，唐玉金直夸生活越来越
好了。

而被问及感受最深的变化，她给出了让
人颇觉意外的答案：“以前的旱厕没有了，现
在村里帮我们修了化粪池，厕所再也不是臭
气熏天，蚊虫乱飞了。 ”冷水滩区今年的微实
事项目真正做到了百姓的心坎上。

在冷水滩区今年的民生微实事项目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和农村治理相关的，这一部
分被细分成“八个全覆盖”、171个小项目，即
农村污水处理全覆盖、农村垃圾分类处理全
覆盖、农村改厕全覆盖、农村集贸市场标准
化建设全覆盖、水域保护全覆盖、农村改圈
全覆盖、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全覆盖、农村网
格化全覆盖。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头绪多、 牵涉广、任
务重、难度大。 这些民生工程能否顺利实行，
关键在于有没有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发挥
群众的主体作用， 光靠政府部门单打独斗，
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冷水滩区在乡
镇、村全面实行“五个一”宣传活动，即：建立
一支宣传队、设立一个宣传栏、发放一封倡
议书、悬挂一批宣传标语、开展一次科普讲
座，引导村民积极参与民生微实事建设。 同

时，为了巩固建设成果，该区还制定了环境
卫生村规民约、卫生管理制度，积极开展环
境卫生评比活动，实行每月一检查，一季一
评比。

在微实事项目建设过程中，资金问题考
验着决策者的管理智慧。 冷水滩区充分发挥
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撬动多方社会资源参
与社会建设。 该区创新投入机制，坚持“向上
争一点、财政投一点、社会筹一点、市场引一
点、居民出一点”的多元投入机制，加大资金
投入力度。 全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资金计划

总投入将达到 5.74 亿元，
其中向上争取项目资金、 创新融资
方式财政投入、 整合项目资金投入

2.08 亿元， 引导企业和农民自身投入资金
3.66亿元。 截至目前，已投入资金 2.8亿元。

“这些年来，有一些民生服务事项，工作
没少做，社区居民认同感、参与度却不高。 今
年的民生微实事建设，我们找到了正确的方
向和路径。 既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现实具体
需求，又吸引社会资本和群众在资源上的支
撑，自然激发了群众和社会各界参与的积极
性。 ”冷水滩区发改委的郑定仁表示。

随着全民参与和社会资金的投入，今年
冷水滩区的民生微实事项目取得了看得见
的效果：

投资 1100 万元，按照“集中式污水治理
优先，分散式污水治理为辅”的原则，第一期
在全区 90个行政村实施生活污水治理；

每个乡镇配置 1－2 台垃圾转运车，发
放户用垃圾分类桶 10 万余个， 入户率达到
91%，投放垃圾箱 500余个；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对全区 14 个乡镇
农贸市场全面进行提质改造， 截至目前，所
有乡镇农贸市场全面开工， 已完工 1 个，预
计 2017年内完成 9个，2018年全部完成；

投入资金 500多万元， 完成了 3500 座
旱厕改造，修建农村公共厕所 10座；

投资 2.02亿元，一年内分两批完成全区
165个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截至目前，其
中 30 个即将投入使用， 其余 135 个农村综
合服务平台可望在 11 月底前全部投入使用
……

冷水滩区的“民生微实事”激活了社会
建设的“一池春水”，搭建起一个政府、企业、
社会组织以及居民群众共同参与的社区治
理平台，各类社会资源在此平台上交集。 大
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出智，最大限度
增加了社会和谐因素， 增强了社会发展活
力，提高了社会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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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参与 构建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平台

全程创新 在实践中倡导首创精神

新建成的翠竹园
社区服务中心。

冷水滩区区长桂砺锋（中）调研“五道五治”项目。

冷水滩区区委书记何冲龙调研安置小区建设。

冷水滩区民生“微”实事工程：翠竹园小学科教楼。

冷水滩区夜景

冷 水 滩 区 民 生
“微”实事项目：
紫霞安置小区。

（本版图片由冷水滩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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