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2月20日讯（记者 张
斌 通讯员 蒋伟）记者今天从省纪
委省监委获悉， 郴州市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刘志伟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省监委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

刘志伟，男，汉族，1965年4月

出生，湖南永兴人，1983年7月参加
工作，198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函授本科文化。2000年1月至2001
年8月，任资兴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2001年8月至2015年8月，历任
郴州市城管办主任，市人民政府副
秘书长，市政府办党组成员、副主

任，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市
城市建设投资管理中心党组书记、
主任， 郴州出口加工区党工委书
记、 管委会主任；2015年 8月至
2016年9月， 任郴州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2016年9月至今，任郴州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

南极梦寻

湖南日报2月20日讯（记者 彭
雅惠）今天，省安委办发布《湖南省
危险化学品重点县三年专家指导
服务工作方案》， 明确组建10个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专家小组，自
2019年年初至2021年12月,深入全
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重点县
(市、区)开展为期3年的指导服务，
摸清风险，提升企业和基层监管部
门危化品安全管理水平。

危险化学品， 是指具有毒害、
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
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
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湖南是危化
品生产、使用大省。近年我国危化

品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教训表明，
提升危化品企业管控风险的专业
水平，提高基层部门对危化品的安
全监管能力，是防范和杜绝化工重
大事故的关键环节。

根据方案要求，我省新组建的
10个危化品安全生产专家小组，主
要从省安委会安全生产专家库及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介服务机
构、 中央在湘和省属企业中选取，
每个专家小组依据所指导服务的
重点县(市、区)危化品特点,分别配
置安全(含应急)、工艺、设备、仪表
等专业专家。

今后3年，专家小组将为对应重

点县(市、区)提供7个方面的指导服
务：摸清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重
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源底数， 对相关企业分
类分级；复核县(市、区)内危化品企
业“安全体检”情况；从6个方面80项
内容逐一检查,�查找企业存在的安
全生产问题及重大风险； 指导企业
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提升安
全生产科学化水平； 开展危化品生
产、监管安全教育培训，提升县(市、
区)安全监管人员及企业安全管理人
员能力；重点辅导、培育一批安全生
产标杆企业和安全监管示范县；进
一步淘汰危化品不安全落后产能。

危化品专家深入重点县开展服务
组建10个专家小组，提供7个方面的指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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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20日讯（记者 黄利
飞 通讯员 彭小云） 省自然资源厅今
天召开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座谈会，拉
响全省地质灾害风险警报。

会议分析 ，2018年 12月 1日至
2019年2月18日， 全省平均降雨量
160.5mm，较常年同期偏多18%；根据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省内大部分
地区仍阴雨持续。长时间的连绵阴雨，
岩土体饱和重度增加、 结构面抗剪强
度下降，极易发生崩塌、滑坡和地面塌
陷等地质灾害。

根据省地质灾害应急中心与省气
象台会商， 预测2月20日至23日湘东
南局部山地丘陵地区发生突发性地质
灾害风险较高， 尤其是永州南部阳明
山地区、衡阳南部红层地区、郴州花岗
岩地区及矿业活动集中区等， 需密切
关注雨情、落实防灾责任。

省地质灾害应急中心专职副主任陈
平表示，接下来，我省即将进入汛期，进入
地质灾害的高发频发期， 更要扎扎实实做
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准备。

2019年，为及时掌握我省地质灾

害隐患发展变化情况， 最大限度避免
因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 省自然资源系统将全面摸清地质
灾害隐患情况， 逐点明确监测预警措
施，科学制定综合防治方案，不断提升
防灾救灾能力。

今天的座谈会透露，2018年，全
省范围内没有出现长时间的连续强降
雨，“天帮忙、人努力”，全省因地质灾
害死亡失踪人数同比减少24人，直接
经济损失同比减少14.7亿元， 取得了
近20年以来的最好防灾效果。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巍峨洁白的雪山、 郁郁青青
的山坡、 波光粼粼的水道、 五彩
缤纷的建筑， 构成一幅天涯海角
的绝美水彩。 阿根廷时间2月19
日13时许， 来自全球各地的200
多名科考和探险队员、 游客，飞
抵阿根廷享有“世界尽头” 之称
的小城乌斯怀亚。

乌斯怀亚是地球最南端的城
市，是火地岛地区的首府、行政中
心。特有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通
往南极洲的门户。

在当地土著部落亚马纳语中，
乌斯怀亚即“美丽的海湾”。

乌斯怀亚距阿根廷首都布宜
诺斯艾利斯达3200公里，距南极洲
却不足1000公里。 中国南极探险
队员崔巍告诉记者， 从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地乘船往南极洲，至少需
要一周时间； 而由乌斯怀亚起航，
越过德雷克海峡，两天便可到达。

毋庸置疑，前往南极洲探险和

考察，乌斯怀亚是一个理想的起航
和补给基地，堪称世界上最南的居
民点。包括中国“雪龙号”极地科考
船在内的各国南极考察船队，都在
此停泊过。

乌斯怀亚依山面海而建，街道
不宽， 但十分洁净。 市内建筑、街
道、广场、博物馆和图书馆多以圣
马丁的名字命名，以缅怀这位为阿
根廷独立解放作出重大贡献的英
雄。

当然，乌斯怀亚人没有忘记贝
隆夫人。她与丈夫———阿根廷前总
统胡安·贝隆一起推行“贝隆主
义”，创办并建立了阿根廷“第一夫
人”基金会与穷人救助中心，为阿
根廷妇女赢得了投票权等一系列
权利，被尊为阿根廷“国母”、阿根
廷永不凋谢的玫瑰。人们为她做的
铜像就安放在市政厅前的绿地上。

与贝隆夫人铜像毗邻的，是一
尊信天翁雕塑。 崔巍告诉记者，这
尊雕塑是为了纪念第一批到达乌
斯怀亚的拓荒者、建设者。

街头巷尾，全是在童话里才会
出现的、那种属于白雪公主的可爱
小木屋。木屋本已五颜六色，当地
艺术家却在其上制作了不少彩绘。
房前屋后，鲜花开得正艳。来自江
苏徐州的张钢先生、浙江台州的王
萍女士为在此发现了鲁冰花而兴
奋不已。

此时此刻，正是乌斯怀亚的夏
天。但清冷的空气和白雪皑皑的山
峰，又让人恍然提前感受到南极的
气息。

徜徉在乌斯怀亚，不能错过这
家“世界尽头”的小邮局。特殊的地
理位置决定了它的独一无二，每天
都有无数游客专程前来。邮局里出
售印有“世界尽头邮政”字样的明
信片，可以现场填写后邮寄到世界
各地。

平静的码头上，海鸟在旁若无
人地觅食。

22时，邮船缓缓航经壮观的比
格尔水道，向地球最南端的大陆前
进……

湖南日报2月20日讯（记者 刘银
艳 通讯员 骆力军 张林）“我们村开
办了就业扶贫车间后， 县人社局将我
们夫妻俩介绍到车间干活， 生活有保
障了！”昨天，宁远县禾亭镇富村贫困
户唐运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近年来，宁远县按照“一人就业全
家脱贫，两人就业全家致富”的思路，
打出就业扶贫“组合拳”，到目前为止，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实现稳定就
业3.52万人， 通过系列就业扶贫举措

累计脱贫5.73万人。
该县主动与广东、福建、浙江等地

的商会联系，建立长期劳务合作关系，
并把发放交通补贴作为鼓励贫困劳动
力实现转移就业的重要措施。据介绍，
2017年以来， 该县共为5万余名外出
务 工 贫 困 劳 动 力 发 放 交 通 补 贴
2982.64万元。

该县鼓励企业和打工能人创建就
业扶贫车间，全面落实厂房建设补贴、
设备补贴、搬迁补贴、水电费补贴等惠

企政策。目前，该县已建成就业扶贫车
间216个，覆盖20个乡镇（街道）和22
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帮助
2623名贫困劳动力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人均年增收可达1.8万元。

近年来， 宁远全力打造就业扶贫
基地， 鼓励园区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
就业，并给予企业一次性岗位补贴、社
保补贴、培训补贴等扶持。目前，全县
有国家级就业扶贫基地1家、省级就业
扶贫基地2家、市级就业扶贫基地6家、
县级就业扶贫基地6家， 吸纳近1000
名贫困劳动力就业。

该县还完善服务机制， 建立农村
劳务经纪人制度， 为贫困劳动力开展
政策咨询、职业介绍等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邱德帅

2月13日， 在桑植县官地坪镇梯
市村易地扶贫搬迁聚居点， 火红的窗
花、火红的对联、火红的灯笼，还能让
人感觉到这里浓浓的年味。 搬迁入住
不久的18户贫困农户，喜气洋洋地在
新家过了第一个农历新年。

“没想到，咱这辈子能从深山沟里
搬出来，住上宽敞明亮的新房子，吃上
干净卫生的自来水！”搬迁户郑先军激
动地说。

郑先军说的“深山沟”，指的是海

拔700多米的郑家坡， 下山只有一条
蜿蜒小道，出行极不方便。郑先军一家
四口，喝水要到山下沟里挑，每天要挑
3担水，来回一趟一个多小时。

梯市村是张家界市纪委监委对口帮
扶村。2017年，帮扶工作队驻村后，全力推
进易地扶贫搬迁，郑先军因此实现了从山
上搬下来的愿望。“建这个新房子，自己出
钱不到1万元，其余由政府资助。”郑先军
的新家是面积100平方米的砖瓦阳光房，
铺着雪白的地板砖，摆着新家具，电视机、
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一应俱全，窗户上
贴着喜庆对联和大红“福”字。

“靠近乡镇公路，到村部和新落成

的华雅小学都不到500米。”张家界市
纪委监委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张冲介
绍，易地扶贫搬迁点配套建了菜园子、
小广场，自来水管道已铺设进村，即将
彻底解决全村饮水问题。

搬进新居，还要住得安稳。在驻村
帮扶工作队帮助下， 梯市村发展莓茶
种植450多亩，还引进黑猪养殖，确保
搬迁户及其他贫困户稳定增收。

搬下山来， 郑先军一家养了两头
猪，种了5亩莓茶。

官地坪镇党委书记张锐说， 张家
界市纪委监委驻村帮扶后， 已先后投
入项目资金2300多万元， 修公路、建
学校、 接通自来水， 实施易地扶贫搬
迁，成立莓茶专业合作社，发展黑猪养
殖，将来还会发展乡村旅游。

阴雨连绵，极易发生崩塌、滑坡和地面塌陷

我省拉响地质灾害风险警报
尤其是永州南部阳明山地区、衡阳南部红层地区、郴州

花岗岩地区及矿业活动集中区等，需密切关注雨情、落实
防灾责任

搬出深山幸福来

湖南日报2月20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阳新 廖兵斌 邓云帆）“住院没
交押金， 今天出院就搞定报销啦。”2月
13日，在衡南县人民医院一楼缴费窗口
前，鸡笼镇赤堰村贫困户龙美玉用不到
10分钟，就把住院费用结清。

住院患者是龙美玉的母亲曾荣
梅，今年76岁，老人由于冠心病并发症
发作， 于1月26日住进衡南县人民医
院。记者看到，医院打出的结算单上显

示： 总费用 4217.04元 ， 医保报销
3179.4元，民政救助699.8元，报销比
例达92%， 最终个人仅需支付337.84
元。龙美玉说，县里出台“先看病，后付
费”的健康扶贫政策，加之“一站式”结
算报销服务，很方便。

去年7月10日零时，衡南县健康扶
贫“一站式”结算平台正式在全县所有
公立医疗机构运行实施。平台综合协调
了现有的多重医疗保障政策，实现“城

乡居民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扶贫特惠
保险+民政医疗救助+医院减免+财政
兜底”的新型结算模式。截至今年2月上
旬，该县“一站式”结算保障范围覆盖全
县农村贫困人口，包括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等。

该县由人社部门牵头， 落实各项
保障措施： 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
各类减免优惠服务。 积极申请各类资
金， 为无能力负担医疗费用的特困群
众提供应急急救费用支付。 贫困人口
在县内各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诊，免
收挂号费、门诊诊疗费，住院治疗的，
给予相关费用减免。

据悉，“一站式”结算平台启动半
年多来，县内定点医疗机构办理“一站
式” 住院结算12199人次， 住院总费用
4953.76万元 ，“一站式 ” 报销金额
4656.23万元，实际报销比例达91.98%。

衡南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全部参加医保

“一站式”结算平台启动半年多来，已惠及
1.2万多人次

精准扶贫在三湘

宁远打出就业扶贫“组合拳”
助力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3.52万人

“世界尽头”的童话小城

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
2月20日，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乘用车总装车间，工人在组装新能源汽车。随着消费观念的改变、国家激励政策

的实施，新能源汽车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去年，比亚迪长沙基地全年产销乘用车13.58万辆，同比增长158%；产销电动大
巴车3809辆，同比增长48.51%。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熊其雨 摄影报道

郴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志伟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