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通讯员 危春花
王明义 ）“五—”小长假，临澧县纪委监委组织
100名廉政宣传员，分成12支廉洁文化宣传小
分队，身穿红马甲、肩背小书包，同时聘请县

国风剧团配合演出， 在全县城乡将5万余册
《古代清官廉政警句100条》 发放到干部群众
手中，为节日增添了一道廉政文化“大餐”。

100条古代廉政警句中， 包括“身在官

场志守廉” “廉者、 民之表也； 贪者、 民之
贼也” “政以得贤为本， 治以去秽为务”
等， 提醒党员干部努力做到“为官一任、 造
福一方”， 切莫以权谋私、 违纪违法、 害国
害民。 临澧县纪委监委抓好廉政文化教育、
巧借古代廉政警句警钟长鸣的做法， 受到广
泛称赞。

临澧送上廉政文化“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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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艾杰）5月6日，根据该市纠“四风”交叉检查安
排， 岳阳市纪委监委派驻市政协纪检监察组
干部来到市水利局和铁山管理局突击检查，
查阅相关账目，询问办事群众，抽查纠“四风”
工作成效。 据悉，在岳阳市已经取消党风廉政
建设“两个责任”现场考核的情况下，采取这
样的督查考核方式，正在当地成为常态。

“现场考核其实意义并不大，只要平时掌
握了情况， 督促了工作， 就没必要年终的时
候再集中到各县市区和各单位去看资料、 听

汇报了。” 岳阳市纪委常务副书记、 市监委
副主任罗荣介绍， 岳阳市于2018年底先试先
行， 取消了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 现场
考核。

汨罗市纪委监委办主任李四维已从事办
公室工作8年。 他清楚地记得，每年年底为迎
接党风廉政建设考核，整理的资料不下50本，
准备时间不少于一个月， 有时还需要突击彻
夜加班、疲惫不堪。“去年底，我们没有整理任
何资料， 而是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中心工作中
去， 根据平时查处的案件拍出了第一个警示

教育片，反响很好。 ”李四维感慨。
有同感的， 还有平江县纪委监委办公室

主任江治：“我们把解放出来的精力， 拍了一
个本地反腐大片， 在年初的全县纪委全会上
放映，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党员干部。 会上，
200多名领导干部一起受教育的效果，可以用
震撼来形容。 ”

取消年终现场考核， 并不意味着放松考
核或不考核， 而是更加注重平时的督查暗访
和民意调查，更加看重效果。 据了解，去年以
来，岳阳市纪委监委就采取“四不两直”的方
式， 通过县与县交叉、 市县之间交叉开展纠
“四风”工作，共查处问题353个、处理354人，
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17人。“哪里抓得好，
哪里存在问题，平时就一清二楚。 ”该市纪委
监委有关负责人说。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周花艳 杨善君

4月下旬，18岁的小黎因为车祸被送
进了江华瑶族自治县白芒营镇中心卫生
院。

“开始以为要去县医院做手术，但医生
告诉我们， 这个手术乡镇卫生院也能做
了。 ”小黎的家人说。

车祸第二天，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和白芒营镇中心卫生院的医生共同为小黎
完成了“锁骨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手术。

白芒营镇中心卫生院是江华建院较早
的乡镇卫生院，但由于种种原因，医疗业务
连年下滑，医疗设备老化陈旧，医务人员流
失严重，日均门诊量仅10余人次。

如今， 该卫生院不仅能够开展核磁共
振、CT等检查， 还能开展如颅骨钻孔减压
引流术等手术，每天门诊量超过200人次，
一年门诊量达到10万人次。

变化缘于变革。江华地处山区，地域广
阔，群众就医不便。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在
深化医改中，采取了嵌入式发展、资源性共
享、利益上共赢的战略，推进县域内紧密型
医共体建设， 重构了县域内的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

根据县域医院现状，结合其地理位置、
功能定位和服务能力等， 江华组建了县人
民医院和县中医院2个医共体集团，分别和
5个中心卫生院，组建医共体团队，实行“一
院一策”，将县级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

县医院和乡镇卫生院， 原本是独立松
散的两级医院，如何“连体”又“连心”？江华
首先把机制搞活，实现了利益共享。

据悉， 江华每年安排医共体资金72万
元，按每个医共体团队每月1万元的标准拨
付工作经费，实行按月考核。牵头医共体单
位相应配套安排工作经费用于专家团队驻
点帮扶， 乡镇卫生院也将专家帮扶的业务
开展情况纳入绩效考核分配， 提高帮扶专
家的积极性。

同时， 江华建立和完善了医师多机构
执业备案、晋升职称、绩效分配激励、业务
指导和培训等制度，激发医共体“活力”。

县医院“牵手”乡镇卫生院，“病人跑”
变成“医生跑”。 牵头的县级医院选派科室
业务骨干到乡镇卫生院长期驻点， 并遴选
其中一名挂职成员担任中心卫生院副院
长，既当“专家”又当“管家”，参与乡镇卫生
院管理，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据统计，2018年， 江华瑶族自治县人
民医院下派到白芒营镇中心卫生院的医务
人员共210余人次，开展培训21场次，参与
和指导手术57次。

乡镇卫生院的面貌也焕然一新。 2017
年以来，县财政安排资金2500万元用于支
持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项
目。 去年白芒营镇中心卫生院的新综合大
楼投入使用，配备了核磁共振、彩超、CT等
大型医疗设备，大大改善了医疗条件。

在白芒营镇中心卫生院医生王本红看
来，通过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卫生院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仅能够开展很多新技
术，服务管理和人员思想都在悄然改变。当
遇到复杂病情时， 他们还能通过远程会诊
或邀请县医院的专家来院指导。

医共体把县级优质医疗资源“植入”基
层，提升了基层医疗能力，越来越多患者选
择在家门口就医。 记者拿到了一组数据。
2018年，江华瑶族自治县乡镇卫生院门急
诊人次38.8万人次， 比2017年同期增长
37.3%； 乡镇卫生院出院病人1.95万人次，
较2017年同期增长51.2%。 乡镇卫生院医
务人员绩效工资也有所增加， 如白芒营镇
中心卫生院通过绩效考核， 医务人员绩效
工资月均增加300元。

“过去， 不少患者跑到外地就医， 住
宿 、 交通等也是看病花销的‘间接成
本’。” 江华瑶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
记、 局长唐正亚介绍， 实施医共体改革以
来， 不仅患者“少跑路， 少付费”， 还为
医保基金“减负”，取得了“一升二降”的成
效。“一升” 即县域内住院就诊率提升，
2018年县域内住院就诊率达到91%，比
2017年提升7.8%。“二降”，即县外医保基
金支出比例下降 5.8% 、 医共体牵头医
院———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医疗费用
同比增长幅度下降6.82%。

�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易禹琳）作为
我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七大活动之一，“唱
响70年·我喜爱的湖南金曲” 推选活动今天正式
拉开帷幕。即日起，新湖南、红网（时刻新闻）、芒果
TV设立推荐通道，由网友自由推荐优秀歌曲。 7
月底，将推选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民群众喜闻
乐见、耳熟能详的湖南金曲20首，“十一”前后举
办“唱响70年·我喜爱的湖南金曲”国庆专场音乐
会，并出版发行图书和CD。 推选活动由省委宣传
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湖南广播电视台、湖

南省演艺集团联合主办。
湖南是音乐大省， 曾孕育出田汉、 贺绿

汀、吕骥等一批共和国音乐奠基人，产生了白
诚仁、何纪光、李谷一、谭盾、宋祖英、雷佳等
一批享誉国内外的音乐家，创作出《浏阳河》
《挑担茶叶上北京》《洞庭鱼米乡》《小背篓》等
一大批耳熟能详的音乐经典。 据介绍，我省开
展此次推选活动，除了用歌曲、歌声来展示湖
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和成功经验，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外， 也是为了宣传推介

湖湘音乐，凝聚力量，助推文化强省建设。
凡是在1949年10月至2019年4月期间创作，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礼赞社会
主义、礼赞改革开放、礼赞新时代、礼赞美好生活
并在省级及省级以上电台、电视台播出的优秀歌
曲，以及歌唱湖南、词曲作者在湘工作和生活期
间创作的歌曲，网友均可推荐。新湖南、红网（时刻
新闻）、芒果TV三大平台中，每个平台每位网友
限推一首歌曲，填写歌曲名称即可，也可以陈述
推荐理由，讲述与歌曲相关的感人故事。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余江玲 纪锐森）5月8日，中国殡葬职业教育
集团2019年年会在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
院召开，集团内职业院校、企事业单位、科
研院所、 行业协会等近150家会员单位以
及来自全国殡葬领域专家齐聚一堂， 围绕
加强政企行校的多元协同合作、 加大人才
培养与企业需求对接、 推进产教深度融合
进行了探讨。

我省殡葬行业正从传统型向殡葬互
联网+、信息化、智能化转型，人文殡葬、绿色
殡葬、公益殡葬、阳光殡葬等目标实践，急需一
大批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

学院校长李斌表示，学校将依托集团化办学平
台，积极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教学，推动人才
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过程、行业指导、校
企合作等方面的衔接。会议还举行了国际尊体
科学研究中心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和中国殡葬
协会培训教育基地揭牌仪式。

据悉，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已为殡葬
行业输送近6000名高素质专业人才，是国
内开办时间最早、培养规模最大、培养方向
最全的殡葬教育学院， 毕业生遍布全国各
省市，部分毕业生就职于马来西亚、香港、
澳门等国家和地区， 其中大部分已成为单
位的技术骨干和管理者。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王晖 徐敏） 为了激发学生学习技能热情，
引导学生磨砺“工匠精神”，树立“劳模精
神”， 5月7日，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邀
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全国技术能
手、 全国高铁工匠、 中车首席技能专家文
照辉为该校200多名师生代表举行专题讲
座。

文照辉讲述了从一名普通的机床操作
工成长为数控加工行业的高级专家、“中国
速度” 背后的技术强兵的经历。 他告诉学
生，要想成为“大国工匠”，不但要有绝技绝

活，还要大胆采用新技术、新工艺进行技术
提升。高度的责任心、敢于挑战、勇于担当、
精益求精，正是“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的
内涵。

2018年，文照辉在湖南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成立“文照辉大师工作室”。 该工作室
先后参与YQ300KM动力分散型电机等31
种车型共计100余项产品配件（含改图）的
生产试制，有2项技术攻关为企业大大提高
工作效率；并在数控技术、机械设计与制造
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推动学校培养
出更多“双师型”教师。

取消年终现场考核 更加看重平时效果

岳阳让干部“轻装上阵”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聚焦湖南医改

既当“专家”，又当“管家”———

把县级优质医疗资源
“植入”基层

“唱响70年·我喜爱的湖南金曲”
推选活动开始

新湖南、红网（时刻新闻）、芒果TV设立推荐通道

为殡葬行业培养高素质人才

红十字健康教育
进社区

5月8日，长沙市天心区新开
铺街道木莲社区，医务人员指导
育龄妇女正确的哺乳姿势。当天
是世界红十字日，湖南省红十字
妇幼医院联合该社区开展“红十
字关爱在行动”暨健康教育宣讲
活动，向居民普及常见病预防与
保健以及应急救护等知识，并为
他们发放健康关爱礼包。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飞 丁海文）“邵阳县五峰铺镇城建办主任蒋
某没有认真审核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申报资料，
未实地察看， 导致重复发放危房改造资金1万
元，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5月6日，邵阳县纪委监
委通报了一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案件。

据了解，今年来，为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邵阳县纪委监委突出“四抓”，以作风
攻坚推进脱贫攻坚。 首先， 抓制度建设严作
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严明脱贫攻坚工作纪
律的通知》《脱贫攻坚工作责任追究办法》等
文件，为集中整治工作作风不扎实、考核监督
不够严等方面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提
供了纪律约束和制度保障。 同时，抓领导带头

转作风、抓“四不两直”（即“不发通知、不打招
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和接待，直奔基层、直
插现场”）查作风、抓快查严办整作风，以上率
下，开展实时考勤，严格进行监督。

邵阳县纪委监委还推行“一二一”办案模
式，即受理举报后，在一天内按程序批办至县
纪委监委纪检监察室，两天内启动初核调查，
一般案件一周内完成初核并处理到位。 并由
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带队，对全县21个乡镇、
399个村、15个扶贫行业单位脱贫攻坚工作开
展常态化“体检”。 今年1至4月，通过督导，整
改问题209个，移送问题线索38条，化解信访
积案18件，调处矛盾纠纷101起。

技术能手进校园解读“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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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邵阳县突出“四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