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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谢展南 谢璐

屋外湖光山色，屋内家具家电齐全，楼
下有扶贫车间，离集市300米……寄住在老
丈人家近5年的彭文然做梦都没想到，自己
有一天可以拥有一套这样的房子。

彭文然是双峰县梓门桥镇邓家塘村
人，2012年，他家土砖房倒了后，就带着
患小儿麻痹症的妻子借住在老丈人家，以
打零工为生。去年11月，作为易地扶贫搬
迁对象，彭文然住进了梓门桥镇香铺坳易
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他高兴地说：“党
的政策好，不仅让我有了新房，还把扶贫
车间建到了楼下，我现在下楼就能做工赚
钱养家了。”

在双峰县，像彭文然这样的易地扶贫
搬迁户还有很多。县委负责人介绍，2016
年至2017年， 双峰县易地扶贫搬迁已安
置4120户11843人， 今年还有855户2980
人将得到安置。去年，全县有56个贫困村
出列，19067名贫困人口脱贫， 年度考核

在全省51个扶贫重点县中排名第二，易
地扶贫搬迁并列第一。

2016年， 双峰县脱贫攻坚工作在全
省倒数第三。一年后跃居顺数第二，双峰
“华丽转身”靠的是什么？

“还是体制机制创新，为脱贫攻坚提
供了坚强保障。”县委负责人介绍。

2016年以前， 双峰县脱贫攻坚基本
是“各自为战”，人、才、物分散不说，遇到
需要多个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往往需要
跑上跑下，耗时长、效率低。为了统筹整合
全县资源要素，实现全县“一盘棋”，该县
首创联合调度机制， 去年5月成立县脱贫
攻坚联合办公室，由县委专职副书记担任
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全县脱贫攻坚总调
度、总协调。建立县主要领导高位推动机
制，成立5个高位推动组，分别由县“四大
家”主要负责人和县委专职副书记担任组

长，对工作推进情况开展密集调度，确保
各项工作始终高效推进、快速落实。

同时，打通责任、政策、工作在基层落
实的“最后一公里”，建立联村推动机制，
每个村派驻一个联村工作组， 配备2名以
上干部，由乡镇领导班子成员或中层干部
担任组长，并明确为村级脱贫攻坚第一责
任人。

“联村工作组机制建立，有效推动了
工作重心下移、干部力量下沉。”双峰县青
树坪镇党委书记李国庆告诉记者， 前不
久，青树坪镇栗山新村170多名贫困户就
在联村工作组帮扶下，用扶贫资金入股海
能食品厂， 每年享受入股资金10%的分
红。

双峰县还在娄底市率先实行“凡提必
扶”，提拔重用43名扶贫工作业绩突出的
乡镇领导干部，并将新提拔的12名正、副

科级干部全部安排到脱贫攻坚一线，在全
县形成了以脱贫攻坚看能力、 评业绩、论
英雄的鲜明导向。并深入开展争当致富带
头人和“人穷志不穷、脱贫靠自身”自强自
立行动，有效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5月8
日，青树坪镇陈富贵、沙塘乡阳贤成等7人
被评为娄底市自强自立行动先进个人。

为形成扶贫帮困的合力，双峰县要求
各机关单位、学校、医院对口采购贫困户
农产品，引导52家企业结对帮扶66个村。
通过多渠道引水，去年，全县新增蛋白桑、
黄栀子等种植面积近3万亩， 发展青壳蛋
鸡养殖22万羽，65个村级光伏扶贫电站
并网发电。

“今年，还有3万贫困人口要脱贫、50
个贫困村要出列， 全县脱贫攻坚时间紧、
任务重，必须做到不放松、不停顿、不懈
怠。”双峰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说得响亮，
更要落到实处

刘永涛

保险业日趋成熟，人们对理赔要求越来越高，保险
机构“秒赔”“瞬时达”“极速理赔”等服务的出现，是市场
竞争的必然结果。

但与此同时，保险理赔的“怠慢”仍在发生。日前，笔
者的一位朋友就抱怨，他驾车时发生碰撞事故，拨打保
险公司报案电话， 等了3个小时， 查勘理赔人员才到现
场，且态度一般。朋友买这家大型公司的车险已有多年，
这次理赔经历，让他决定续保时更换新的车险品牌。

类似现象并不少见。 不少消费者保险到期快续费
时，频繁接到销售电话，保险机构宣称的产品优惠、理赔
高效，真正体验之后，落差往往出人意料。保险业务员往
往吃定一个客户后，承诺的余热还在，便把老客户搁置
一边，而忙于开拓新客户。只重业绩，不重服务，一些最
基本服务反倒成了客户的奢求。

保险客户需要的，是与他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可持
续服务。一旦“获得感”缺失，客户的怨气不满，甚至对保
险行业的不理解、不信任，就难免了。

当下，在“保险姓保，回归保障”的价值指引下，保险
业进入深度转型周期，正从追求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向发
展的质量和效益转变。我省的国寿、平安、新华、泰康、太
平人寿等一批保险机构，着眼于“快速、智能、便捷”，从
理赔速度、额度、方式等方面升级，解决理赔行业痛点，
值得点赞。

古语云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
其味。”无论做什么事情，若心思不在其上，即便人到了
事做了，也难达到最佳状态。保险服务尤其如此，说得响
亮，更要落到实处，做到至真至诚至信。

目前，保险在促进经济提质增效、提高人民群众生活
质量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保险市场主体理应
不忘初心，着力推进保险产品供给侧改革，优化保险理赔
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运用保险保障美好生活的需要。

湖南成为
遥感与北斗应用大省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彭小

云）我省近日举行的遥感与北斗产业发展调研座谈会上
透露，湖南是遥感与北斗应用大省，也是能力强省，遥感
技术的应用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最为广泛。 仅今年前4
月，省国土资源厅免费提供地理信息成果数据152批次，
总价值约4.64亿元，总数据量达50.82TB，其中80%为遥
感影像数据。林业、水利、环保、农业、交通等部门正在不
同程度地应用这些数据。

随着我国遥感和卫星导航技术越来越成熟，遥感与北
斗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如城市规划、工程建设时，通过运
用遥感与北斗技术精准定位节约成本；滑坡、泥石流等地
质灾害发生时，精准定位重点施救；身处陌生环境时，打开
手机地图导航，食、住、行、娱、购等各类信息一目了然。

研讨会上，众多行业大咖积极为推动我省遥感与北
斗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湖南航天管理局党委书记唐应伟称，各方要各尽所
能，以用为本；要信息互通，数据共享；要项目牵引，优势
互补；要找准定位，创新模式。

220万元！太平人寿
在湘完成最大理赔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周航 周
沅）5月14日， 太平人寿娄底中心支公司赔付了一起交通
意外事故案件，理赔金额220余万元。该案件是太平人寿
湖南分公司开业以来赔付金额最高的案件。

据悉，客户刘先生自2015年起先后投保了太平综合
意外伤害保险、太平附加百万驾年华意外伤害保险、太平
附加百万驾年华B款意外伤害保险、太平福利健康+终身
寿险（分红型），合计已交保费2.1万多元。今年3月29日，
客户遭遇交通意外事故，致车毁身故。5月8日，客户家属
申请理赔。5月14日， 太平人寿做出理赔决定， 赔付金额
2200739元。

太平人寿是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旗下专业寿险子公
司，2007年入湘展业。截至2017年底，太平人寿湖南分公
司总资产超过6.48亿元， 期末有效保险金额超过1348亿
元，服务客户总量超过125万人次，累计支付理赔款和生
存金总额超过12.3亿元。

此次高额赔付，对身故客户家属是及时抚慰，对普通
民众则是一次提醒。 保险专家建议， 经济能力宽裕的市
民,应购买匹配自身情况的充足保障，在风险来临时才能
最大限度发挥保险的保障功能。

由倒数第三跃居顺数第二，双峰县脱贫攻坚———

“华丽转身”
谈经论市

“甜蜜事业”
5月24日，通道侗族

自治县坪坦乡下盘村胡
蜂养殖专业合作社，村
民在人工驯养野蜂。目
前，该村共有21名“蜂司
令”， 他们痴迷于养蜂，
在胡蜂人工交配、 安全
越冬、 人工控巢等技术
上实现了突破， 做到了
野蜂家养， 带动村民共
创“甜蜜事业”。

刘强 宋祥基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李飞 卢玲娟

“春夏秋冬一季，东西南北两镇”。5月
22日， 记者来到湘鄂交界处石门县南北
镇采访，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当前已
入夏， 可地处石门西北、“一街跨两省”的
南北镇仍寒意颇浓， 当地人还穿着厚外
套、烤着炭火。

近年来，党的扶贫政策的春风吹进了
南北镇每个山村。近日，常德市最偏远、海
拔最高的自然村———南北镇白竹山也通
了土公路。以前，从白竹山去集镇，沿着山
谷河道来回穿行，要过18道弯（也叫“18
道水”），然后翻山越岭，单程就需五六个
小时。现在坐“麻木”车，2小时可到。“麻
木”车是当地人对三轮车的昵称，在险峻
崎岖的“天路”上，小轿车不敢轻易开行，
而坐在三轮车上，人又颠簸到麻木。

目前，白竹山已合并到金河村。全村
平均海拔1200米左右， 有贫困户181户，
占总户数近一半。

22日中午，记者来到金河村部，想去

“天路”实地采访，有村民提出愿驾“麻木”
车做向导。但说话间，白竹山蚂蟥台村民
给县文广新局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张忠
富打来电话， 说新修的土公路发生泥石
流，路断了。事发突然，张忠富连忙叫上几
个村民往事发地赶。

从村部到蚂蟥台，要先到白竹山自
然村原来的集中点毛虎界。这一截毛路
有10多公里长， 蜿蜒在险峰峻岭间，平
均海拔1200多米。经扶贫队整修，毛路
实现通车。小车颠簸其上，犹如穿行在
云雾中。

好不容易到了毛虎界，去蚂蟥台只能
步行。 新修的泥土路面尚未来得及压实，
雨天里变得泥泞不堪。下车后，穿着水鞋
踩上去，沾满的泥土比鞋子还重。大家踉
踉跄跄走着，但张忠富走路极快。

“张队长的干劲我是见识过的，每次
跟着出来，我们提心吊胆。”几个村民在后
面边走边聊。去年6月，有几个村民陪张忠
富首次去蚂蟥台走访，走的是山路，个别
人中途放弃。原因是山路险峻，又有蚂蟥
侵害。那一次，村民毛传斌刚好也在，但他

坚持了下来。他说：“我当时想，扶贫干部
如果能吃这个苦，那修路就有希望了。”

后来，张忠富还分别从“18道水”、取
道邻省等不同线路，都走了一遍，每条线
路走一次就是一天。“每走一次，修这条公
路的决心就越强烈。”张忠富放慢节奏，和
大家聊起来。去年，他去蚂蟥台21次，走
了21天。

村里开会讨论修路时，79岁的村民
覃事法担心没钱请不来挖土机，当场拿出
1万元作为油钱。后来，他又拿出4万元修
路。公路动工后，每家每户主动出钱出力，
还轮流给施工队送饭。

毛虎界到蚂蟥台新修的8公里公路，
是从山顶到山谷再到对面山顶，由几十个
“之”字形组成。雨水、混合着汗水往下流，
不停歇走了1个多小时才来到半山腰。这
时，山谷传来噼里啪啦声，像鞭炮燃放，实
则是泥石流中山石撞击后爆裂的声音。听
说张队长要来，蚂蟥台村民带着锄头和木
板，在泥石流中开出了一条小道。

“张队长，感谢你修路！你看，我家用
上冰箱了。”见张忠富从家门口路过，老人

覃事法将他请进家里。张忠富对老人由衷
敬佩。他说，老人的子女都在城里安了家，
但老人倾囊支持修路。

覃事法却不以为然。他说，蚂蟥台住
有30多户村民，有上千亩土地，只要路通
了，就可造福一方。以前，他背25公斤茶
叶到25公里远的集镇上卖， 一个来回就
是一天。有一次过“18道水”时，他差点被
河水冲走。从外面将物资运进来只能靠人
力背。村里没有稻田，米只能从外面买，镇
上米价每公斤4元， 但请人背到家里，是
每公斤8元，别人还不愿赚这个辛苦钱。他
做了一辈子的修路梦，最终在有生之年修
通了。现在，几百斤重的冰箱都能直接用
车送到家了。

今年52岁的张忠富， 是石门县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去年2月担任
驻金河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后，他带领队员
们，积极争取政策，发动群众集资投劳，已
帮村里新修公路13公里、整修30公里、硬
化3.6公里。现在全村都通了公路，面貌焕
然一新。去年，村里有174户贫困户549人
脱了贫，张忠富也被石门县评为脱贫攻坚
十大功臣。

返回途中， 张忠富的脚步更快了。他
连夜将滑坡情况向县、镇报告，争取尽快
抢险并硬化道路，让“天路”真正畅通无
阻。

路通了，就可造福一方
———跟石门县一位扶贫队长走“天路”

省住建厅:
加强楼市风险隐患排查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记者 陈淦璋）记者昨天从省
住建厅获悉，该厅近日下发《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风险
隐患排查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涉及5个方面事
项，要求各地完善房地产市场风险排查季报制度，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通知》指出，持续整顿规范房地产开发、销售、中介
行为。各地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
肃查处房地产开发企业发布虚假房源信息和广告等9种
违法违规行为，以及房地产中介机构和经纪人员发布虚
假房源信息，造谣、传谣以及炒作不实信息误导消费者
等10种违法违规行为，充分利用书面警示、约谈、通报、
记入信用档案、重点审核资质、取消网签资格、列入失信
联合惩戒名单甚至清出市场等措施，持续整顿房地产开
发、销售、中介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查态势，发动全社
会监督举报，引导形成强大舆论氛围，净化房地产市场
环境，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

《通知》还就全面整治房地产行业非法集资行为、全面
整治“烂尾”楼盘、加大老楼危楼安全隐患排查力度、强化物
业管理安全事故防范等4个方面事项作出了要求。

儿童用品质量
安全知识进校园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记者 邹靖方）今
天，由省质监局以“守护儿童安全，远离产
品伤害” 为主题的儿童用品质量安全知识
进校园活动在长郡雨花外国语学校举行。
这是省质监局联合相关部门， 连续三年为
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而举办的儿童
用品质量安全知识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此次活动， 邀请了课业簿册、 儿童服
装、儿童近视眼镜和儿童墨镜的检测专家，
通过实物讲解和现场互动的方式， 向参加
活动的老师、 学生及学生家长宣传缺陷儿
童用品的危害性，引导学生正确购买、使用
学习用品、玩具和儿童服装等儿童用品，保
护儿童不受缺陷儿童用品的伤害。活动中，
主办方向参与活动的师生和家长代表发放
了产品质量安全科普资料。

精准扶贫在三湘
———脱贫攻坚典型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