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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全靠市人民医院和明照乡卫生院
的医联体救了我，不然我真的就没命了……”
1月10日， 株洲市人民医院到帅运礼家回访
时， 帅运礼向挽救他生命的医生们连连道
谢。

帅运礼是株洲市荷塘区仙庾岭帅家塅
村的村民，今年79岁高龄的他一直患有“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大泡、冠心病、脑梗死”
等基础性疾病。2017年12月7日，帅运礼突感
身体不适， 住进了荷塘区明照乡卫生院。随
即，病情突然恶化……

中午，帅运礼四肢抽搐、意识丧失、心跳
呼吸停止。基层医生触不到他的脉搏，束手
无策，情况十分紧急。怎么办？明照乡卫生院
立即将情况向株洲市人民医院派驻该院坐
诊指导的内科专家报告。

在专家指挥下，一场与死神的“赛跑”有
条不紊地进行着。 经过医护人员全力抢救，
已两次呼吸心跳骤停的帅运礼被从死亡线
上拽了回来。

考虑到帅运礼年纪大、 心肺已衰竭，情
况不稳定，随时有可能再次心跳骤停，专家
要求马上转院。于是，请求株洲市人民医院
立即出诊。

在转院过程中，帅运礼又出现了两次呼

吸心跳骤停， 都得到了医护人员的有效抢
救。同时，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也将急查的
心电图实时传回医院，帮助抢救医生更详细
了解帅运礼的病情。

经过医院组织力量及时准确的救治，5
天后， 帅运礼摆脱呼吸机，8天后完全好转，
步行出院。株洲市人民医院“医联体”带领基
层医生为4次心跳骤停的帅大爷， 进行生命
接力，创造了生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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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伟人故里，红色圣地。
近年来，湘潭军分区坚持以党的强军

目标为引领， 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抓班子强队伍、抓备战谋打仗、抓风气树
形象，国防和后备力量建设呈现蓬勃生机
活力，开创了新时代军分区部队建设的崭
新局面，谱写了伟人故里强军兴武的时代
篇章。

坚持党管武装———
把政治建军的旗帜高高举起来

2016年4月， 湘潭市委书记曹炯芳到
任伊始，就接到了省军区党委颁发的《湘
潭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任命书》。 在军分
区党委第一书记任命大会上，曹炯芳感慨
地说：“我接过的不仅是一纸命令，更是一
种政治责任。”

这些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面对驻
潭部队调整改革的艰巨任务， 湘潭市各级党
委切实担当起党管武装的政治责任， 坚持经
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两张蓝图一起绘， 做到通
盘考虑、同步实施、协调推进。

“作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要强化国
防担当，履行国防职责。”“党管武装既要带
着感情管，更要依靠制度管。”……2017年
10月12日，全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党管
武装工作述职大会在军分区举行，5个县
（市、区）委书记、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分别
作党管武装工作述职报告。 像这样的第一
书记述职， 已成为该市党管武装的长期制
度和优良传统坚持下来， 每年都会定期组
织。

近年来， 该市将制度创新作为推进党管
武装工作的重要内容，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
党管武装工作的若干决定》《关于加强民兵预
备役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文件。为当好部
队改革的坚强后盾，实行“随提即议”新做法，
做到一事一议、特事特办，在国防设施建设、
经费保障、 支持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等方
面提供了有力保障，该市连续三届荣膺“全国
双拥模范城”。

聚焦主业主责———
把备战打仗的导向牢牢立起来

面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整体性、 革命
性变革， 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该怎么
抓？去年10月12日，湘潭市委副书记、市长、
市国动委主任谈文胜在议军会上给出了答
案：“武装工作要聚焦改革强军， 国防动员
要着眼备战打仗。”

1月3日上午， 中央军委举行2018年开
训动员大会，军委开训动员大会刚一结束，
湘潭军分区就召集各人武部领导研究部署
落实的措施， 要求各级迅速掀起实战化训
练热潮。

湘潭军分区领导告诉记者，改革后，拓
展了军分区系统“5+2”的职能使命，各级
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 立起备战打仗的鲜
明导向，一切工作向能打仗、保障打胜仗聚
焦。

镜头回放到2017年12月1日， 寒风冷雨
的湘江边，军分区官兵正顶风冒雨进行3000
米考核。连日来，军分区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
组织年终军事训练考核，官兵们掀起大训、大
比、大考的练兵热潮。

严格组织军事训练只是军分区牢固确立
备战打仗导向的举措之一。近年来，军分区各
级深刻理解把握军分区系统作为军事单位和
军事力量的基本属性， 大力加强应急应战能
力建设，在参加全省“湘江”系列演习、高炮实
弹射击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 圆满完成上级
赋予的战备值班系统综合整治试点、 民兵整
组现场会等任务。

积极参建参治———
把服务人民的传统代代传下来

2017年6月底至7月初，受强降雨影响，
湘潭“一江两水”水位普遍上涨，部分房屋
被淹、村民被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
重威胁。

灾情就是命令。 湘潭军分区紧急启动应
急预案， 组织全区官兵和广大民兵， 兵分多
路，持续战斗在抗洪一线。在近半个月的抗洪
救灾中，军分区组织所属5个人武部，共出动
官兵和民兵1000余人，冲锋舟34艘，累计转
移群众2000多人，加固河堤千余米，处置管
涌、滑坡等大小险情20多起，有效维护了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近年来， 军分区各级始终坚持服务人
民、 服务大局， 积极发挥武装工作社会效
应。2017年11月，湘潭市获评第五届全国文
明城市称号， 为助力打赢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这场攻坚战，连续3年来，军分区坚持开
展联点共建、志愿者服务活动，向驻潭部队
发出“军地共创、文明共享”倡议书，号召广
大驻潭官兵积极开展创文明军营、 当文明
军人、开文明军车、树文明形象活动。全市
创建工作表彰大会上， 军分区多个单位和
个人受到表彰。

伟人故里
强军兴武谱新篇
———湘潭军分区推动新时代

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综述

荨荨（上接1版）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兜底保障脱贫攻

坚工作，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脱贫路上一户也不落下。

把兜底保障对象搞精准，从严扣好“第
一粒扣子”。去年5月至8月，省政府部署在全
省开展农村低保和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对象
认定清理整顿工作，精准认定农村低保和兜
底保障对象。

清理整顿中，县级民政部门入户抽查率
均达到30%以上， 各乡镇做到入户调查
100%，民主评议100%，公开公示100%；对
重新申请低保家庭，做到家庭经济收入核查
100%，实现应保尽保、动态管理。

据了解，清理整顿以后，全省共有农村
低保对象126万人。其中，兜底保障对象24.7
万人。

“低保清理整顿搞得好，低保不能当‘唐
僧肉’‘万金油’，”近日，记者在湘潭市雨湖
区姜畲镇新城村采访，73岁的兜底保障对象
李梓林对脱贫攻坚深有感触，认为把不符合
政策的清理出去，政府的政策真正落实到了
最需要关心的困难群众身上，增强了政府公
信力。

记者调研中看到，清理整顿工作还层层
传导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压力，增强了群众在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
和监督权，其重大影响将更为深远。

提高重合率，兜底对象救助金
大幅提升

“去年低保金涨了一倍，现在我和女儿
两个人每月能领到920元低保金。”湘潭市雨
湖区鹤岭镇长安村兜底保障扶贫对象吴玉
刚1月9日向记者说起低保金增长情况，对自
己脱贫底气更足。

2017年，省民政厅联合省扶贫、财政、
残联等部门出台了《湖南省农村低保制度
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工作实施方案》
《湖南省“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脱贫工作实
施方案》《关于将整户低保户录入扶贫开
发信息系统的通知》 等政策文件， 做好顶
层设计， 实现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在
政策、 标准、 对象、 信息等方面的有效衔
接。

过去，我省部分农村低保对象与建档立
卡贫困户两类对象重合率比较低。去年开展
清理整顿工作的同时，在建档立卡、享有扶
贫开发政策的贫困户中，把符合农村低保条
件的纳入低保范围，确保兜底保障家庭人均
收入不低于国家扶贫标准；对享有农村低保
政策的贫困户，符合扶贫开发条件的纳入建
档立卡范围，使之能按扶贫开发政策予以帮
扶。

通过有效衔接，现在全省农村低保对象
与建档立卡贫困户两类对象平均重合率达
77%以上。

2016年，我省有102个县市区（含开发
区、管理区）农村低保标准低于国家扶贫标

准。2017年， 省委常委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
议研究通过农村低保提标方案，省级农村低
保指导标准由2016年的2640元/年提高到
3026元/年，从2017年1月1日起实施。各级财
政部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盘活财政存量资
金，推进资金统筹使用，确保了兜底保障资
金需求和及时足额拨付。

截至去年12月底， 我省农村低保标准
平均已达3581元/年，14个市州农村低保标
准已全部达到省里指导标准，10个市州高
于省级指导标准， 实现了农村低保标准不
低于国家扶贫标准目标， 社会保障兜底对
象月人均补助268元，比上一年增长21.8%。

整合各种“红利”，打捆用在
兜底对象身上

湖南整合各方救助资源，消除政策碎片
化倾向，把政策“红利”打捆到兜底保障对象
身上。

健康扶贫力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全
省市县区将兜底保障对象全部纳入基本医
疗保障、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范围， 资助
参保资金由当地财政和医疗救助基金各负
担50%， 通过提高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标
准， 确保兜底保障对象患病住院医疗费用
经各种保险报销后， 其政策范围内的自付
费用医疗救助比例达到70%。 打通医疗救
助与大病保险制度壁垒， 大病保险对兜底
保障对象等贫困人口补偿起付线降低
50%。

省政府还决定， 从今年1月开始， 在桑
植、麻阳等11个深度贫困县开展新的救助工
作试点，探索建立农村因病致贫返贫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补充医疗救助制度。

加大危房改造力度。 对因灾特别是
2017年洪灾新增的兜底保障家庭， 及时将
其危房纳入农村危房改造范围。 全省在
2019年底前，完成兜底保障家庭危房改造
任务。 教育扶贫做到兜底户孩子不因贫困
而失学。

全省还普遍推开了临时救助、 慈善救
助、“扶贫特惠保”、 社会爱心力量帮扶等制
度，救助能力正一步步增强。

双峰县杏子铺镇高光塅村兜底保障对
象谢娜是一名县七中高三学生，其父过早去
世，母亲精神失常，姐弟俩与年迈的奶奶相
依为命，每月享受保障金536元。县民政局派
干部入户帮扶，整合危房改造、老区建设资
金4.7万元，为这家人维修好老旧住房，让他
们居住无忧。

2017年3月， 谢娜突发病毒性脑膜炎被
送进医院，高光塅村村支两委负责人立即向
县民政局提出救助申请，县民政局按救急程
序为其解决了4万元大病医疗救助金， 同时
协调县慈善志愿者协会、 县七中团委等，组
织专项募捐活动，募集资金10万余元，谢娜
的病得到及时救治。

接下来，县民政局、当地镇村帮助谢娜
申报二次报销和大病保险， 共获得救助金
6000余元。 一场大病没有拖垮谢娜全家，目
前她身体康复，重返校园努力求学。

兜底兜得更牢靠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记者 熊远帆 陈
永刚）今天，中国铁建新型轨道交通装备产
业园在长沙经开区开工。其中，全球设计时
速最高、 国内首条智能化中低速磁浮试验
线———长沙中低速磁浮试验线也在园区同
步动工。

试验线全长5.44公里，最小曲线半径500
米，最大纵坡70‰，桥梁占比96.3％，设计时速

达160公里，预留时速200公里，是全球一次性
建成最长、 国内首条具有全方位展示和体验
磁浮系统功能的试验线。该线将对土建结构、
磁浮轨道、 通信信号设备等磁浮核心系统采
用国内最多的新工艺新方法和最齐全的装备
配备，可实现参数自动传输、车辆运行自动调
节、智能测试各种机型。投入使用后，将成为
优化中低速磁浮自主成套技术、 率先研发最

新磁浮系统的专有平台， 也将成为中低速磁
浮交通运营管理的专业培训基地。

此外，在占地1700亩、总投资100亿元的
中国铁建新型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内，还将
建设包括200公里/小时以下磁浮线、200公
里/小时以上磁浮线、600公里/小时以上高
速磁浮线、磁浮货运线和跨座式单轨、悬挂
式单轨、有轨电车等试验线，以及上述各种交

通制式的道岔、轨排等轨道系统成套装备，形
成车轨一体整体解决方案， 打造新型轨道交
通装备的完整产业链。 产业园配备现代化工
业厂房，按照工业4.0标准建设焊接、加工、组
装、检测和试验自动化流水线，配套磁浮、转
向、电气、液压、控制等附属生产能力及后勤
保障措施。 项目预计2020年12月建成，2022
年底投产，达产后年产值达100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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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岁老人病情危急，株洲“医联体”接力抢救———

4次心跳骤停患者重获健康

1月11日，车辆畅行
在长沙市潇湘北路月亮
岛路段。当天，潇湘北路
北延三汊矶大桥至月亮
岛路段建成通车。 该路
段按海绵城市理念设
计， 采用了透水混凝土
人行道及生态边沟建
设，下雨时吸水、蓄水、
渗水、净水，需要时可将
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
利用。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潇湘北路
北延通车

� � � � 中国铁建新型轨
道交通装备产业园鸟
瞰效果图。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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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王紫伦 刘爽 ）青春兴湘，何必远
方。日前，湖南返乡青年创业就业北京推
进会在北京湖南大厦举行， 该活动通过
“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行动，引导、鼓
励和支持在外务工青年返乡创业就业，
305家公司为返乡湘籍青年提供35922个
就业岗位。

据悉，此次推介会由团省委、省政府驻
京办联合主办，旨在引导更多资本、人才、
技术聚集湖南， 共同为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发展作出青春贡献。北京是第一站，接下
来还将在湖南青年集中的广州、深圳、杭州
和上海等城市展开。 活动现场，“湖南青年
返乡创业就业信息平台”也正式开放使用，
青年可以通过该平台了解最新创业扶持政
策和岗位对接情况， 直接对话家乡园区和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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