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16日讯（通讯员 张红梅
记者 陈淦璋）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动员大会上， 省核工业地质局党组
郑重承诺，以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多为
职工群众办实事。活动开展以来，该局党
组针对群众困难办实事， 不仅及时解决
了绩效工资和生活补贴的缺口问题，还
对遗孀遗属群体进行了重点帮扶。

在开门听取意见环节， 省核工业
地质局职工群众反映绩效工资和补贴
不能及时补发到位。 该局党组对此高

度重视， 在第一时间派出多个工作组
分赴各基层单位， 向职工群众解释财
政资金未能及时到位的客观原因，并
表示将想方设法尽快解决这一难题。

该局党组多方汇报协调， 同省财
政厅、省人社厅积极协调，努力争取财
政资金早日到位。 另一方面主动筹措
资金，在财政专项资金未到位之前，先

行垫付5000余万元，分期分批予以发
放。截至11月5日，生活补贴已全部兑
现。该局党组书记、局长陈书山介绍，
局里今年已挤出3000余万元，用于解
决2010至2013年的绩效工资和补贴
缺口。 今后每年还将自筹1700万元，
用于解决离退休人员生活补贴及部分
在职人员绩效工资的缺口部分。

重点帮扶遗孀遗属群体，省核工业
地质局同样立说立行。活动以来，该局
为遗孀遗属解决了房屋维修和医药费
补贴120万元， 帮助其解决了屋顶漏水
和医疗费用不足等实际问题；该局积极
争取省总工会和省国防工会的支持，为
遗孀遗属申请到了5万元的困难补助，
后续的50万元困难补助也有望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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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聂廷芳 通讯员 杨旭

28票“很满意”
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

碑。”医患关系颇为紧张、“医闹”困扰的医
院，要获得老百姓的好口碑，绝非易事。

1票满意，28票很满意！ 上级纪委
组织各界人士29人， 民主评议医德医
风， 梁铁军领军的宁乡县玉潭镇卫生
院，得了全票满意、高票很满意。

12月15日，星期天，医院一般只开
放急诊。然而，记者在玉潭镇卫生院看
到，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高大宁静的
门诊、住院大楼，层层都有医护人员和
就诊病人。各科室、大厅，挂满了病人和
亲属送的锦旗。院长梁铁军告诉记者，
几年前， 全院每天只有6个人来看病，
现在平均每天100多人次， 双休日、过
年过节，门诊一律开放。

口碑过得硬，“金杯”响当当：前不
久，梁铁军捧回“2013年全国乡镇卫生
院优秀院长”荣誉。

群众疾苦就是命令
宁乡西部是雪峰山余脉，分布着五

里堆、龙田、巷子口、沩山等乡镇，是有

名的贫困山区。梁铁军行医34年，有26
年扎根在这四个边远乡镇。

这里山高路陡， 加上过去交通不
便，农民无法去县城看病，大病小病盼
着卫生院。有个5岁男孩误食老鼠药，抬
到卫生院时昏迷不醒，十分危急，卫生
院当时没有设备， 也没有救治经验，怎
么办？抢救！梁铁军和同事“冒险”救活
了男孩，病人家属喜极而泣。

孕妇难产是常见的险情， 送县城要
颠簸半天，有时根本就找不到车。人命关
天，梁铁军只能放胆一搏，风险再大也不
允许退却。接生、蛇伤、骨折、中毒……来
者不拒，都得治。

山区农民生活贫困， 无钱看病抓
药，小病在家熬成大病，盼着郎中上门。
经常在半夜三更， 病人家属远道来求
医，梁铁军背起药箱就出门，风雨无阻。
月黑风高，山路难行，一次出诊近则几
公里、远则一二十公里。父亲住院、妻子
住院分娩， 梁铁军无奈奔走在出诊农
家、济困救危的山路上……

看病不难，也不贵
26年下来， 梁铁军走遍了四个乡

镇及涟源、 安化的几百个村民小组，练
出一副铁脚板，对民众疾苦感同身受。

在农家， 他看到病人家徒四壁，铺
盖破烂，不忍心收诊疗费，总是以最便
宜的处方医治各种疾病。

龙田镇是宁乡、涟源、安化三县交界
的山区，山高田少石头坡，地瘦民穷疾病
多，很多人不愿意去这个卫生院工作。梁
铁军在这里干了9年，跑遍上百个村民小
组，调查、掌握了常见病、多发病情况，大
力培训乡村医生， 村村建卫生室、 诊疗
点， 最早在全县实现乡村卫生一体化管
理，农民有病能就近、及时治疗。

卫生院只有5张病床、12间土房，
梁铁军四处奔走，寻求资金、医疗设备
资助，新建成的龙田卫生院，有40张病
床、2500平方米诊疗大楼，基本医疗设
施齐全，引进人才，开办远近闻名的骨
伤科，从低收费，成了三县山区群众心
目中的“大医院、好医院”。

梁铁军做了26年乡镇卫生院长，卫
生院和他本人年年被评为先进单位、先
进个人、优秀院长、优秀共产党员。

对病人大发慈悲
接手玉潭镇卫生院，是最难对

付的挑战。
玉潭镇有县级医疗机构7家，

“吸”走了几乎所有患者。玉潭镇卫

生院生存在夹缝里，缺病人、缺房屋、缺
设备、缺良医，负债累累。职工收入少，
人心浮动，领导“很不省心”。

梁铁军对卫生院做大手术：建章立
制抓考核，整顿医德医风，开展业务考
试、技能比赛，培训、引进人才，建设特
色专科、增加医疗用房……原来每年门
诊住院2200人次， 现在达到4万人次；
业务收入由160万元/年， 上升到1000
多万元，还清了360万元欠债，人气大
振，业务欣欣向荣。

梁铁军始终惦记收入不高的基层
群众，在全县率先试点基本药物零差率
销售， 卫生院药房每年让利200多万
元。2010年至2012年，镇卫生院还为就
医群众减免医药费达1020万元， 解决
了看病难、看病贵，成了社区居民信得
过、很满意的好医院。

对病人如此慷慨，他和同事四处奔
走求援、动员7万户参加新农合等等，跑
断了腿，却舍不得买一台公车。

本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勇

【同心故事】
12月5日， 又逢星期四，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妇产科专家门

诊，坐满了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民盟湖南省委常委、湘雅
三医院妇产科主任薛敏忙个不停。

薛敏1983年起在湘雅医院工作10年，后又在湘雅三医院工作
20年。1995年， 薛敏发现宫腹腔镜微创手术特别适用于妇产科常
见病治疗，率先在省内开设腹腔镜与宫腔镜治疗诊疗室，直到今天
都处于领先地位，成为全省最大的宫腹腔镜诊治中心。

微创手术把患者的病痛降到最低，各地患者慕名而至，手术一
台接着一台，但薛敏从不叫苦叫累。

2011年1月18日，长沙下大雪。一位25岁的年轻患者因体内长
了一个直径约20公分的子宫肌瘤，慕名找到薛敏，强烈要求做腹
腔镜微创手术。经检查，患者巨大的子宫肌瘤如篮球一般大，且长
在宫底，卡在盆腹腔，这对大部分医生来说是典型的腹腔镜手术的
禁忌。如果采取传统治疗方法，只能做开腹手术，手术创伤大，术后
易发生多种并发症和后遗症。考虑到患者没有结婚、生育，为了她
的未来幸福，薛敏决定试一试，精心制定了微创手术方案。

一般的腹腔镜手术1小时即可完成，但这台手术持续了4个多
小时，最后终于成功。

今年11月中旬， 一名来自湘西的妇女的胎盘凶险性前置、子
痫前期重度。病人有过两次剖宫产史，此次子宫出血凶猛，手术风
险很大。一般妇科医生做这类子宫切除术需要1到3个小时。薛敏
是有名的“快刀”，手术下来仅用了28分钟，极大减轻了患者的痛
苦。今年1月，薛敏还在全省首开腹腔镜下外阴癌根治术，填补了省
内空白。

湘雅三医院妇产科已由当时开院时的3张床位，发展到今天的
200张床位。薛敏还与著名生殖遗传专家卢光琇教授合作，在省内
率先将宫腹腔镜联合手术应用于不孕症患者，给患者带来福音。

【同心连线】
近年来， 民盟湖南省委创新

思路，不断推动品牌服务拓内涵，
社会服务成功经验被民盟中央誉
为“湖南模式”。在“农村教育烛光
行动 ”中 ，湖南民盟通过赠书 、建
图书室、 捐资等多种形式积极扶
助农村基础教育 。在 “明眸工程 ”
中， 推动温州医学院与怀化市第
三人民医院、 娄底市眼科医院签
约， 为当地贫困眼病患者免费实
施白内障手术，让他们重见光明。

电子邮箱 hndaily@163.com

身边的����好医生

慈悲院长梁铁军
同心 印象

薛敏：妇科微创手术
一把“快刀”

省环境保护厅
问题、意见：项目环评审批时间长。
整改事项：优化项目环评审批流程。
整改措施：
1、抓好《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分段

时效管理制度》落实，将环评审批流程
简化为初审会商、技术评估、许可审批
3个阶段，明确各阶段时限及相关责任
人职责， 力争将环评审批时间缩短
1/4。

2、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实行初次
受理双重告知制度和初审会商制度，
改变原来分步告知、 逐个处室走程序
的做法。

3、 加强对环评中介机构和技术专
家的日常监管和考核，对服务质量不高、
不能达到时效要求的采取惩罚措施。

完成时限：坚持长期抓落实。
责任人：郑粟

监督电话：0731-85698036

省交通运输厅
问题、意见：高速公路服务区存在

“脏、乱、差”现象。
整改事项： 加强高速公路服务区

管理。

整改措施：
1、严格落实《湖南省高速公路服

务区管理工作考核暂行办法》，对排名
后5名且未达标的服务区所在管理处
相关责任人视情况进行通报批评、诫
勉谈话、免职等处分；对服务区经营管
理单位出现失信违约情况的， 视情况
进行经济处罚、停业整顿、终止租赁合
同、收回经营权等处理。

2、聘请省统计局民调中心每两个
月开展1次暗访检查，邀请新闻媒体参
加，推动整改落实到位。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前取得
阶段性成果。

责任人：曹博
监督电话：0731-89757118

省教育厅
问题、意见：教育领域诉求多、渠

道不畅。
整改事项： 建设教育阳光服务平

台。
整改措施：
1、制订出台《关于加强教育阳光

服务平台建设的意见》，明确教育阳光
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框架体系和保障措施。

2、加强窗口服务平台建设，在省、
市(州)、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建立
教育阳光服务中心， 在各级各类学校
建立教育阳光服务站（点）。

3、建设网络服务平台，统筹电子
监察、 领导信箱、 举报热线等信息资
源，加强市(州)、县（市、区）、学校基层
服务网络平台应用， 使教育阳光服务
网络覆盖每一个教育行政部门和每一
所学校。

完成时限：2014年5月前完成省教
育阳光服务中心建设任务并正式运行，
2014年底前基本完成全省教育阳光服
务实体平台和网络平台建设任务。

责任人：王柯敏
监督电话：0731－82204240

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问题、意见：中介机构备选库的机

构数量偏少，部分小额贷款公司、融资
担保公司申报难、成本较高。

整改事项： 调整充实和合理布局
小额贷款公司、 融资担保公司中介机
构备选库。

整改措施：
1、制定《湖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

点中介机构备选库管理办法》、《湖南
省融资担保公司中介机构备选库管理
办法》，增加备选库机构数量，建立备
选库机构动态管理， 构建充分竞争的
市场机制。

2、在全省每个市州选择合格的中
介机构充实备选库， 为拟申请设立的
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担保公司提供便
捷服务。

3、严格基层单位自主选择备选库
机构开展业务合作，严查省、市、县三
级监管部门及工作人员向拟申报设立
的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担保公司推荐
中介机构的行为。

完成时限 ：2014年6月制定出台
管理办法，坚持长期抓落实。

责任人：张立东
监督电话：0731-82214273

� � � �（本报记者 何淼玲 整理）

本报12月16日讯 （记者 张斌 ）
记者今天从省工商联获悉， 省工商联
严格落实出国制度， 将今年党政干部
因公出国人数压缩87.5%，凸显了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现实成果。

今年初， 省工商联召开党组会专
题研究全年组团出国方案， 对没有明
确任务的组团计划一律取消。 省委外

事工作领导小组年初批准省工商联
2013年度厅级党政干部因公出国指标
不超过4人次，组团出访的党政干部总
数控制在16人次以内。

在教育实践活动整改阶段， 省工

商联以领导班子成员及处级以上党员
领导干部为重点， 严格对照中央和省
委要求边学边改， 对出国制度进行了
进一步的严格落实和整改， 将全年因
公出国的厅级干部指标削减为1人次，

比年初计划压缩75%， 将党政干部因
公出国总人数削减为2人，压缩87.5%。
此举不仅大大节约了经费， 也提高了
工商联党员干部服务非公经济发展的
服务意识、规范意识、清廉意识。

传递网络正能量 聚焦湖南两型发展

“美丽湖南·网络名博三湘行”启动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乔伊蕾）今天下午，“美丽湖南·网络

名博三湘行”活动在长沙启动。来自全国各地20多位知名博主和
人民日报、中新网、腾讯等10余家媒体法人微博负责人、编辑齐聚
湖南，见证湖南两型社会建设发展成果。

本次活动由省委网宣办主办， 旨在扩大湖南两型社会建设成
果的对外影响力， 全面展示和推介湖南探索两型社会建设的积
极实践和成效，进一步推动美丽湖南建设进程。从17日至19日，
他们将深入我省两型社会试验区长沙、株洲、湘潭，参观两型社
会展览馆，考察长沙县路口镇、中联重科、中国南车、湘潭九华经
济开发区等，了解湖南两型社会建设最新动态，感受湖南两型社会
发展成就。

“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展现一个真实而充满魅力的湖南。”网络
大V、知名博主陆弃表示，他将让更多网友建立与湖南的友谊，加
深对湖南的感情，吸引更多的人关注湖南的发展，投身湖南建设。

中新网微博编辑杨佩认为，名博、媒体法人微博负责人等都肩
负着传递网络正能量的职责，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促进各级
党委政府积极运用微博等新媒体，听民声、汇民意、聚民智、解民
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整改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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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核工业地质局：立说立行 实事实办

省工商联：党政干部因公出国人数压缩87.5%

第一批活动单位整改措施公布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