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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王玖华 王泉鸿）“你好， 请安排
一名有医护经验的人， 陪老人到医院换
药。”11月13日清晨， 双峰县永丰街道天
青社区居家养老信息平台的热线电话频
频响起，都是来预订陪医、代购、看护等
老年人服务项目的。

双峰是人口大县， 总人口92.3万
人， 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14.3万人，留
守和空巢老人有2万余人。 面对越来越
突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该县提前谋
划，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全县经济

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绩效考核重要内
容，出台加强老龄工作的意见，全力发
展养老服务事业。 先后投入11.8亿元，
建设和改扩建乡镇敬老院15所、民营养
老院6所、农村幸福院235所、医养结合
养老机构3所，形成了居家养老、政策养
老、社会机构养老相结合的“大养老”格
局。

同时， 双峰着力构建立体式养老体
系，在县级层面建设医养中心、养老福利
院、医疗康复中心；在乡镇建设敬老院、
养老服务示范点；在村级建立幸福院、日

间照料中心、 老年人活动室、 五保之家
等，基本实现养老服务全覆盖。按照政府
补贴、企业运营、机构加盟的方式，建立
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老年人足不出户就
能享受生活、医疗、紧急求助等服务。引
导社会养老机构参与， 形成集疗养、就
医、看护、托管、生活于一体的医养融合
机制。

双峰还全力构建养老社会保障体
系，通过建立基本养老服务补贴、高龄
补贴、养老金以及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
等机制，保障老年人日常生活；通过建

立老年人维权工作站、 法律服务站、志
愿者服务站等机构， 保障老年人权益；
通过建立体育运动、书法美术、舞蹈乐
器等老年人活动协会，定期组织和开展
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让老
年人乐享晚年。

以养老服务为重点， 双峰已涌现出
一大批创新服务模式。 如颐养堂老年呵
护中心，将生态农业与健康养老结合，形
成融合养老产业；青树坪镇、花门镇发展
智慧健康养老产业， 被评为全国智慧健
康养老产业试点乡镇。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通讯员 张静
文 李欣钰 记者 李文峰）“目前，醴陵市
4家市级医院与18家乡镇（街道）医院建立
‘紧密型医共体’，实行业务、人事、财务、
绩效、考核一体管理，基本形成了小病不
出乡镇、康复回到基层的就医格局，有效
缓解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近日，省卫
健部门到醴陵市基层医院调研时， 该市
介绍的医改做法受到肯定。

在醴陵市中医院枫林分院接受治疗
的一位患者说，过去，他到醴陵市中医院
治疗，需自付费用3000元左右。现在枫林
镇卫生院与市中医院建立“紧密型医共

体”，改制为市中医院枫林分院。在分院
治疗不仅能享受市中医院的医疗服务，
还按照基层卫生院标准付费， 自付费用
不到400元。枫林分院负责人介绍，小病
可在分院治疗，而对大病患者实行“双向
转诊”，治疗在上级医院，康复回到分院，
让老百姓少花钱、少跑路，享受到优质医
疗服务。

据介绍， 醴陵市现有市级医院6家、
乡镇医院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5家。
为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近年来，
该市按照“公益不变、公产不动、公民不
亏”原则，推动市级医院与乡镇（街道）医

院建立“紧密型医共体”。对“医共体”，要
求做到“四下四上”，即政策要下去、认识
要上来，资源要下去、能力要上来，小病要
下去、大病要上来，考核要下去、效果要上
来。同时，确定“七个一”总任务，即签一份
有实质意义的协议书，每季度至少举行一
次有影响的义诊， 公示下派一批专家团
队， 至少安排一个真正技术下沉的科
室，投入一部分必需资金，投放一部分
必需设备， 实行统一的人财物管理。目
前， 已有4家市级医院与18家乡镇（街
道）医院建成“紧密型医共体”。

建设“紧密型医共体”，改善了基层

医院医疗条件，提高了医疗水平，基本实现
“治得好小病、管得住慢病、看得出大病、转
得了急病”的目标。今年1至10月，醴陵市18
家进入“医共体”的乡镇（街道）医院，共接
待门（急）诊10.6万多人次，收治住院病人
2.8万多人次， 接受康复病人1315人次，同
比分别增长21%、22%、31%。

小病乡镇治 康复回基层

醴陵 “医共体”缓解看病难
江永干部常态化
“下访”解民忧

群众对信访工作满意率达97.6%
� � �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刘跃兵 蒋茜 通讯员 周
绍武 欧永辉）今天，记者从永州市政府获悉，今年，江永县
坚持常年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活动，及时化解信
访问题，广大群众对信访工作满意率达97.6%，受到上级部
门肯定。

去年以来， 该县从县乡两级抽调1000名干部分成
112个工作队，分赴全县112个村（社区）主动了解广大
群众的所诉、所怨、所求、所盼，并对信访问题落实“一
名包案领导、一个工作班子、一套化解方案、一本工作
台账”工作机制，要求每个信访问题由县级领导包案化
解，一律做到亲自与信访人见面、亲自协调处理问题、
亲自做好疏导化解工作，严格实行包掌握情况、包解决
问题、包教育引导、包依法办理、包回访跟踪，让广大群
众切身感受到诉求有人问、有人听、有人管、及时办，解
决了一大批群众反映的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
民生领域的热点问题。前不久，该县粗石江镇城下村村
民周某富反映该村的自来水经常断水， 包案县领导立
即召集有关部门现场办公，组织专业技术员对沉沙池、
水管进行处理，恢复正常供水，并选出3名管理员，建立
长效护水机制。

到目前， 该县干部下访接待群众1343批3395人次，受
理信访问题447件，按期办结率达100%。

桃源郑家驿镇
“加减乘除”为基层减负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林炯 ）
11月15日， 桃源县郑家驿镇党委书记胡强采取不打招
呼、不定路线方式，对部分拟脱贫的贫困户进行了一次
走访。而在以往，类似活动一般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村
干部陪同，导致基层干部工作负担过重。胡强认为，只有
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大家才能集中时间和精力为百
姓干实事。

今年3月以来，郑家驿镇多措并举，为基层干部特别是
村（社区）干部松绑减负。该镇坚持“文山会海”做减法，少开
会、开短会，统筹整合各项村级工作会议，充分利用电话通
知、微信工作群等进行工作部署。为“村账管理”做加法，对
村账管理做出详细规定，使村（社区）干部办公、出差等费用
有明细、有保障。

同时，该镇为“干部担当”做乘法，建立容错纠错机
制，鼓励村（社区）干部积极解决遗留问题，营造出宽松
的谋事干事环境。为“层层加码”做除法，摒除责任书责
任状，全镇通过自查自纠，将年初各站所与村（社区）签
订的5类责任状共计70份进行清除，进一步为村（社区）
干部松绑减负。

“00后”学生
拜师学非遗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欧阳倩

刘琛）行拜师礼，端身聆训，双手接过
非遗导师的“看家工具”……11月14
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100余名学生
来到长沙市雨花非遗馆， 向棕编、瓷
刻、剪字、拓印等非遗传承人拜师学
艺。

这些来自中南林科大外国语学
院的“00后”学生，已在雨花非遗馆
观摩学习了半年。“译员不仅仅是文
字转换者，更应该是文化传播者。”外
国语学院翻译系老师李键介绍，作为
外国语学习者，肩上的任务不仅仅是
转换语言文字， 更多的是传达思想，
表达文字背后的文化内涵。 为此，该
院与雨花非遗馆合作，以棕编等7个
非遗项目为试点， 成立调研小组，拜
非遗传承人为师，了解非遗项目深厚
的文化渊源。

“半年观摩中，我们越来越感受
到非遗的魅力，也更深地体会到非遗
传承的重要性。”翻译系一名学生说，
希望在这次学习中能将非遗与所学
专业更多地结合起来，做非遗的传播
者和发扬人。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见习记
者 黄柳英 通讯员 钟伟锋 何星辉）
11月15日，新田县陶岭镇楼下村郑三
仔在该县纪委监委的帮助下，拿回帮
他人垫付修路款的2万元危房改造补
助金，在信访人意见登记表上写下了
“满意”两字。

2016年5月，郑三仔申请了危房
改造。按照正常的审批流程，在房屋
改造验收后便可领到补助金。可郑三
仔上访表示，3年了仍然没领到这笔

钱。今年8月份，新田县纪委监委信访
室接到交办件后，立即成立联合调查
组， 调出郑三仔银行账户流水信息，
显示钱已于2017年10月20日打入了
他的社保卡。通过电话核实和走访相
关人员，原来，郑三仔4兄弟和叔叔郑
建民住在交通不便的“顶仔山”上，经
协商决定，由郑建民出资2万元，郑家
另外3兄弟各出1万元修路。 由于3兄
弟在外打工， 修路款一直未给郑建
民， 郑建民便在郑三仔同意下取出2

万元“危改金”垫付修路款。“我3兄弟
一直没还那2万元， 于是我上访说没
领到钱，是想通过有关部门把钱要回
来。”日前，在调查组的见证下，3兄弟
将2万元还给了郑三仔。

今年来，该县纪委监委严格落实
信访工作包调查、包处理、包教育转
化、包息访息诉、包稳定的“五包”责
任制， 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66件，已
办结53件，办结率为80.3%，群众满
意度达100%。

创新服务模式 发展养老事业

双峰 “大养老”托起夕阳红

“危改金3年未到位”真相大白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336744
0 6365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74
484
5490

7
11
216

2194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9626
64575

309
1937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11月18日 第2019132期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5 0708 11 22 24 26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1 月 18日

第 2019308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676 1040 17430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199 173 380427

6 27

农闲时节忙翻耕
11月17日， 嘉禾县普满乡， 农民在翻耕田

垄。初冬时节，该县农民抢抓时节进行田土翻耕、
备种屯肥，准备种植冬季农作物。 黄春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