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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点听民声

■创新在基层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本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刘飞

“社区环境卫生有了明显改善，过
境的废弃高压线拆除了，炎山岭上的住
户也看到有线电视了，大家很满意。 ”6
月16日， 邵阳县委书记蒋伟再次来到
其联系点塘渡口镇大岭社区回访，居民
蒋时菊快言快语，一见面就说起了社区
的新变化。

大岭社区位于城乡结合部。 4月18
日，蒋伟带领县有关部门负责人来社区
调研，居民们当面提出了水利建设、用
电安全、网吧整治、卫生管护、路网改造
等5个方面的11个问题。 如今，两个月
过去， 居民们提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
决， 包括社区最偏远的7个组173户收
看上了有线电视，背街小巷70盏路灯、
90个垃圾回收箱安装到位， 跨境1050
米废弃高压线路、 基杆被拆除，2家问
题网吧被关停等。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建议，请敞开

心扉讲。 ”6月16日，蒋伟又来到大岭社
区贺生塘组，与当地居民围坐在一起拉
家常、问情况。蒋伟表示，上次来社区定
下的事，还没做好的会接着做，一定做
好。

“环城路修建、 238省道改造， 占

了 我 们 的
地， 政府要
多为大家的
生计考虑。”
党员唐自强
抢先说， 我
们 靠 山 吃
山， 希望政
府把社区失
地居民的生
活保障与拆
迁户安置问
题 早 落 实
好， 让他们
吃 上 定 心
丸。

“上次提了意见， 一些陈年
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但就怕坚持
不长久。” 社区居民李复庆说出了
自己的担忧。 他建议社区卫生管
理建立长效机制， 避免活动一阵
子、 过后老样子。

“豪塔井排洪渠关系社区1.1万多
居民的安全， 请求水利部门加快建
设。” 社区党支部书记蒋连喜希望把社
区的水利设施搞好， 彻底消除社区多
年来的隐忧。

社区居民你一言我一语， 提出了
一连串意见、 建议与要求， 蒋伟边听
边记， 并不时插话， 商讨解决办法。
他告诉大家， 县里统筹安排了75万元
维修资金， 豪塔井水渠7月底一定完
工。

“给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 必须
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做到善始善终。”
蒋伟说， 事有轻重缓急， 但关系百姓
切身利益的事等不得， 一定要立言立
行， 尽量做到让百姓满意。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张
景武 黎明 姚宇杰）“过去到乡里办事费时
费力不说，事还常常办不下来，现在有了便
民服务中心，几分钟就把事办好了。 ”近日，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太阳坪乡太阳坪村村
民黄元军办完事，高兴地说。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靖州
抓住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立行立改，重点
加强便民服务与基层组织建设、整治城乡环
境卫生、加大产业富民工作力度、维护农民
合法权益等。 通过规范政务中心工作，开展
“一站式” 便民服务试点。 清理“在编不在
岗”，杜绝“吃空响”。 选优配强村级班子，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对损害农民利益行为进行
专项整治，并大力整治农村环境卫生、开展

城市建设管理提质3年行动等。 扶持特色产
业发展，真心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同时，
深入开展“三联三帮”（党政机关干部联基
层、联群众、联项目，帮办实事、帮解难题、帮
达目标）活动，实现干部和群众感情在一线
增强， 干部做群众工作能力在一线提升，帮
助群众致富奔小康举措在一线落实。

目前，靖州已有15个单位进驻县政务中
心，可“一站式”办理114项事项。16个乡镇建
立了便民服务中心，194个村（社区）建立村
民事务代办制。 清理乡镇“在编不在岗”人员
192人，清理林业、国土、农办、教育等违规收
费110余万元，并投资6800余万元实施城市
改造提质、农村环卫整治，新造杨梅林4794
亩、核桃林4456亩，种植茯苓225万窖。

“给群众办实事,必须善始善终”

靖州：立足民生立行立改

前5月规模工业增加值
增幅全国第7

� � � �
� � �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谭兵农）据省统计局
今天发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我省工业生产总体平稳，1至5月，全
省规模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11.4%，增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7个百分点，居全国第7位，中部六省第4位。

1至5月，全省规模39个大类行业中，有35个大类行业保持增
长，约占大类行业总数的九成。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3.5%。但是以石油加工、专用设备等为
代表的资源型和投资依赖型行业增长乏力， 其中煤炭开采和洗
选业增加值同比下降了0.2%。

企业效益保持增长，利润增幅下行。1至4月，我省规模工业
企业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0%； 盈亏相抵后实现
利润414.67亿元，增长6.7%。虽然1至4月企业利润总体仍保持了
一定幅度增长，但增幅偏低且走势持续下行。1至4月全省规模工
业利润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3.3个百分点。

首批农民合作社理事长
赴台培训

全省5年培训1000人
本报6月19日讯（实习生 汤晓旭）今天，省政府农办组织的全

省首批农民合作社理事长赴台湾培训班在长沙举行开班仪式。
省委、省政府决定，从今年开始，由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组织农民

合作社理事长赴台湾培训，5年培训1000人，其中今年培训4期200人。
据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吉芳介绍， 组织农民合作社理事长赴

台湾培训， 其目的是学习借鉴台湾现代化农业特别是农会发展
的经验，开阔农民合作社领头人的视野，提高农民合作社的创新
发展水平，增强农民合作社带领农民群众闯市场奔小康的能力。
台湾农业现代化水平高，“三农”问题解决得好，其中一条很重要
的经验就是积极引导农会发展， 充分发挥农会在推动农业现代
化、解决农村诸多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强降雨造成T171
次列车车厢脱线
部分经停长沙的

列车晚点
本报6月1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彭贵阳）6月19日5时左右，受持
续强降雨影响，京广线广东省清远市英
德以北约20公里处高桥至沙口段之间，
突发山体塌方，造成由南昌开往广州东
的T171次列车机后第12节车厢脱线，5
名旅客轻微擦伤。受此影响，经停长沙
火车站的T201次（北京西-三亚），
K769次（汉中-广州）列车晚点两小时。

据广铁集团介绍， 事故发生后，
铁路部门展开紧急抢修救援。19日10
时33分， 山体塌方险情基本排除，脱
轨车辆已经起复，京广线列车运行秩
序逐步恢复。

另据介绍，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
19日凌晨开始，渝怀铁路、焦柳铁路
在湘西北地区的部分区段发生局部
溜坍和泥石流现象。经过上述线路的
列车均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
先后停运24趟旅客列车，并对28趟旅
客列车实行迂回运输，同时全力组织
旅客免费退票工作。

铁路部门提醒，由于极端恶劣天气
对铁路干线运输秩序影响比较严重，广
大旅客请密切关注12306网站、“广州
铁路”官方微博和车站广播、电子显示
屏的列车资讯，妥善安排行程。

涉嫌严重违纪
永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原总经理尹小青被立案调查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乔伊蕾）今天，省纪委通过官方网站

三湘风纪网发布消息， 永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原总
经理尹小青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被永州市纪委立案调查。

尹小青，男，1968年1月出生，汉族，零陵区人，大学文化。
199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零陵地
区建委办公室副主任、永州市建委办公室主任、永州市规划建设
局城市开发科科长。2003年6月至2010年1月任永州市规划建设
局纪检组长、 党组成员，2010年1月至2014年1月任永州市城市
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蒋伟（中）在联系点大岭社区回访。 邓望明 摄

6月16日，吉首市马颈坳小学，小朋友领到了心仪的玩具，开心不已。当天，志愿者将5000件玩具赠送给了吉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
的留守儿童。 “用家中闲置的一份玩具，换留守儿童一个微笑。 ”“六一”前后的9天时间里，三湘华声发起的“转手爱”公益行动，为我省
贫困山区的10000名孩子募集到了10000份礼物。 从当天起，礼物将分批送到孩子们手中。 本报记者 唐俊 摄

本报记者 左丹 陈惠芳 何力柱
通讯员 邓进

收治1741例、重症372例、危重52
例、死亡1例 ……

这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救治手足口病患儿的一组数据。 时间为今
年3月中旬至5月底。 这组数据显示，52例危
重患者仅1例死亡。 如此低的死亡率的背
后，是一场持续了2个多月的大救治。

90张病床，
却来了237名患者

每年3月至7月， 是手足口病流行
期。 患者多为5岁以下的儿童。

自治州人民医院作为自治州重症
手足口病救治的唯一定点医院，每年都
会与手足口病展开一番生死较量。而今
年的这场“袭击”比往年来得更早，更为
凶猛。

从4月10日开始， 该医院儿科手足
口病患儿人数激增。 病房只有90张床
位，需要住院的患儿却达到200多人，最
高峰达237人，人数比去年翻了一番；儿
一科医生12人、护士38人，自3月中下旬
以来，全部取消了休假，加班加点工作，
但依旧人手不够。

“这种紧张状况一直持续到了5月

初。 儿科医护人员为了抢救病人，有的
通宵没睡觉，腿都站肿了；有的一个星
期都没回家，吃住全在科室。 ”自治州人
民医院副院长罗勇向记者介绍。

全院动员，
一切为了患儿的生命

“为了每一位患儿的生命，我们一
定要全力抢救。 ”面对儿科的紧急状况，
自治州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彭剑涛、院长
周明欢坚定地表示。

医院未雨绸缪， 年初投入了200多
万元， 增加了7台呼吸机、1台血气分析
仪、20台心电监护仪， 并专设了针对手
足口病的核酸检查室。“核酸检查室设
立后，当天就可以给收治的患儿进行分
类，及时抢救危重患者。 今年最危险的
病毒是EV71病毒， 它的重症死亡率达
到了90%，而我们检测出的316例EV71
病毒感染者中，仅1例死亡。这得益于早
发现，早诊断。 ”湘西自治州人民医院儿
一科主任石敏说。

病床不够， 医院将儿科输液站、候
诊大厅全部改造成临时病房，满足患儿
的需要。

人手不够， 医院党委全院动员，开
展“牵手爱心，牵手儿科”活动，招募护
士志愿者到儿科支援。

很快，140多名护士志愿者充实到
了儿科， 自治州卫生局又调配了3名儿
科医生前来支援。医院主管护理的副院
长傅腊莲来到儿科，为患者服务。

医院还投入10多万元， 在儿科开
设了降钙素原、 脑钠肽两项床旁检验，
早期筛选重症患儿，及时进行救治。 与
此同时，对儿科医护人员进行手足口病
治疗规范培训。

医院药剂科也早早行动，年初就在
全国采购丙种球蛋白，为击退手足口病
病毒提供了药物保障。

精心救治，
苗族患儿转危为安

在自治州人民医院儿一科病房，自
今年3月以来， 已收到了手足口病患儿
家属送来的10多面锦旗。每一面锦旗后
面，都有一个感人的生命故事。

4月26日下午5时许，一名从凤凰转
来的手足口病患儿被紧急送到了儿一
科。 患儿小石头（化名）年仅1岁多，苗
族，父母在外地打工，由爷爷奶奶抚养。
小石头转到自治州人民医院时，已呈危
重症状况，肺出血，休克，心肺功能衰
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必须马上住院抢救！而送患儿进院
的爷爷奶奶没带一分钱。 怎么办？

“孩子生命要紧，先抢救再说！ ”
随后， 石敏马上给患儿上呼吸机，

进行抗休克、脱水等治疗。患儿病情重，
需要一边补液，一边脱水，石敏就守在
患儿床边，给患儿推药，补液、脱水，纠
正休克……经过6个多小时的紧张奋
战，当天深夜11时许，终于把小石头从
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今年3月中旬，手足口病袭击湘西大地，一场持续了2个多
月的大救治在自治州人民医院铺开———

当手足口病袭来之时

维护消费者利益 规范市场秩序

商业预付卡启用统一
信用标识

全国零售行业预售卡销售规模9068亿元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刘勇）今天，商务部和中国商业联合

会在长沙举行2014第五届中国商业预付卡行业峰会，会议宣布
在全国范围内启用统一的商业预付卡“信用标识”，以维护消费
者利益，规范预付卡市场秩序。

如今，预付卡消费在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常见。随便去一家小
店子理发，老板都可能游说你“办一张卡”，预存几百元，以后拿卡
消费“可打折”。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全国零售行业的预售卡销
售规模就达9068亿元。但是，由于部分企业用不正当竞争方式吸
引消费者购卡办卡，后期又无法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些
老板甚至恶意携款“跑路”，既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也严重搅乱了
市场秩序。这些现象，在美容、健身、餐饮等行业尤其突出。

今天，备案标识向全社会正式公布。标识由3个重叠的卡样
和“对勾”元素组成，卡样体现出商业预付卡的内在关联特质，

“对勾”代表发卡企业已在商务部门完成备案，简洁明了。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凡是已经在商务部门备案的预付

卡发卡企业都可以使用该标识， 在其发行的预付卡正面显著位
置印制备案标识。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国已有4210
家预付卡发卡企业完成备案。

10类消费品质量
抽查结果公布

●纸尿裤与卫生巾合格率连续4年达到
100%;眼镜架问题较严重，一半童鞋不合格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秦慧英 通讯员 王诚）“眼镜片基本没
有发现有质量问题，但眼镜架的问题则比较严重。”今天上午，湖南
省质监局发布2014部分消费品质量监督抽查情况，抽查结果显示，
虽然抽查的童鞋、眼镜架等部分产品内在质量不容乐观，但整体抽
查结果的合格率有所提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4%。

今年3至5月，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在我省部署开展了生
活用纸、小型家电、验配眼镜、服装鞋类、液化石油气等10类消费
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共抽查产品1319批次，发现问题产品112
批次，问题产品发现率为8.5%。

“眼镜架的利润要远远高于镜片。”省质监局副局长徐新楚
表示，“抗汗腐蚀”和“耐疲劳”是眼镜架的重要质量指标，这两项
指标不达标，眼镜架在使用中会出现镀层脱落、生锈、变形等现
象，从而降低眼睛舒适度，甚至影响视力健康。而在本次抽查中，
这两项指标不合格率分别高达87.5%和75%。

此外，此次抽查质量问题较为集中的消费品还有童鞋与高跟鞋
等。在长沙市部分超市、商场和专卖店抽查的16批次童鞋、24批次高
跟鞋中，问题产品发现率分别为50%和29.2%，主要是由于偷工减料、
涂胶不匀或使用劣质原材料导致的“耐折性能”达不到要求。

徐新楚介绍，从十类消费品监督抽查结果看，我省消费品整
体合格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部分产品保持了较高的质量水
平。如纸尿裤与卫生巾，自2011年实施监督抽查以来，产品合格
率已连续4年达到100%。同时，学生服装、液化石油气的抽查合
格率也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本报6月19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徐璐 李立） “每名党员
根据个人特长， 为群众至少办一
件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事， 让人
民群众感受到党员和党组织在他
们身边， 为他们服务。” 今天，
岳阳市委常委、 秘书长樊进军在
市直机关党员开展“我为群众当
义工” 活动动员会上提出要求。
这也是该市深化党的群众教育实
践活动， 进一步推动“党员进社
区、 竞赛当‘五员’”、 “百个部
门联社区、 万名干部进家庭” 活
动的一支插曲。

今年来， 岳阳市组织开展

“党员进社区、 竞赛当‘五员’”、
“百个部门联社区、 万名干部进
家庭” 活动。 109个市直单位共
有5347名党员进社区报到， 认领
服务岗位8300多个， 结对联系
群众近万名。 有213名省、 市党
代表开展接待日活动415次， 接
待居民1079人； 市直部门共投入
资金513.06万元， 承办实事314
件。 目前， 市直机关在职党员既
组织开展义务劳动、 爱心捐助、
扶贫帮困的集中服务； 也面向群
众征集合理可行、 易于实现的
“微心愿”， 组成“义工小组”，
开展圆梦服务。

岳阳：发动党员“为群众当义工”

（紧接1版）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彭国甫
主持召开防汛会商会， 部署防汛抗灾
工作，要求全力救援被困群众，采取超
常规、超强度的办法，抢修道路、电力
等基础设施， 以最快速度把救灾物资
送到灾区，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并
认真开展隐患排查，对水库责任到人，
确保不垮一坝一堤。会商会结束后，彭
国甫赶往鹤城凉亭坳和黄金坳等受灾
乡镇指导抗洪抢险， 其他市领导也分
赴各受灾地区现场指挥抗灾。 市防指
还派出工作组，分赴受灾县区，指导抗
灾救灾。 驻怀部队、公安民警、民兵应
急救援队赶赴受灾乡镇、村组，转移解
救被困群众6238人。 水利、 国土等部
门组织技术人员，分赴各病险水库、重
点工程及地质灾害隐患地段， 指导排
险避灾。 对全市1232处地质灾害隐患
点，派出干部日夜值守。交通、通讯、电
力、广播等部门组织抢修队伍，正抓紧
抢修水毁公路、铁路及通讯、供水、供
电、广播等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