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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近日，省减灾委成员单位有关领导、专家
相聚省民政厅， 会商评估今年全省自然灾害
受灾情况。会议认为，我省2017年灾情具有灾
害时间集中、 受灾范围广、 局部地区受灾严
重、城乡积涝明显等特点。

面对严重灾情，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
下，全省各级各部门众志成城，全力以赴抗灾
救灾，最快速度转移安置群众，最大程度减轻
灾害损失，最高效率展开应急救助，有力保障
了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全省社会稳定，抗灾
救灾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 会议对今年全省
防灾减灾救灾中出现的新做法新变化给予了
高度肯定。

以防为主，备灾减灾
今年严重暴雨洪涝灾害致使全省14市州

1700多万人受灾， 造成严重损失。 洪涝灾害
发生期间，省领导两次到省民政厅、省减灾委
指挥部， 组织省减灾委成员单位召开救灾工
作调度会，对全省救灾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各
成员单位按照部门职责，切实做好预警预报、
应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

全省建立了“省－市－县－乡”四级救灾
物资储备体系。今年，通过争取国家发改委和
省级福彩公益金， 省民政厅帮助19个县开展
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至此4年累计在7个市、
47个县建设了救灾物资储备库。今年2月投入
使用的省备灾减灾中心，总投资8000多万元，
常年储备中央和省级救灾物资价值近6000万
元， 在今年灾害发生期间24小时不间断发运
物资，保证了全省最快1小时、最远8小时将救
灾物资运抵受灾地区集中安置点， 有效保障
了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省减灾委、 省民政厅切实加强灾害避险
宣传演练，在今年汛期来临之前，通过政府购
买社会组织服务方式，组织“三社”力量深入

地质灾害多发频发地区的工厂、社区、学校等
基层单位，集中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演练，公众
参与150万人次。 省减灾委办公室投入资金
600万元， 新创建138个省级综合减灾示范社
区， 推进了社区综合减灾组织体系、 工作机
制、队伍建设、预案制度、宣传教育等各项能
力建设。

怀化市通过日常宣传演练， 提高了防灾
意识， 今年在灾害发生期间紧急转移群众
29.34万人，实现“零伤亡”。

广泛动员，聚爱三湘
长沙绿舟防灾减灾促进中心是一家社会

组织， 通过竞标承接了省民政厅2017年度防
灾减灾救灾宣传演练政府购买项目。一年来，
他们派出8个项目组深入全省14市州进行宣
传演练活动，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90场，把防
灾减灾救灾知识、技能落实到基层群众。

现在，全省像长沙绿舟一样，常年活跃在
防灾减灾救灾一线的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社
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治理， 在今年汛期给人
留下深刻印象。

夏初严重洪涝灾害发生后， 蓝天应急救
援队、人人公益发展中心、长沙绿舟等社会组
织第一时间开展应急救援。 省民政厅联合省
直工委、省慈善总会等，开展“洪水无情 聚爱
三湘·我为灾区献爱心”主题募捐活动，省外
侨办、省驻京办、省工商联、省红十字会、省妇
女儿童基金会等单位积极发动募捐， 受灾地
区政府部门、志愿者组织通过举办晚会、发出
倡议、义卖义演等形式筹集赈灾款物。

在汨罗市，民政部门统筹协调社区、社会
组织、社会工作者积极驰援灾区。爱行天下志
愿者协会为堤垸值守干群送去面包、方便面、
饼干、纯净水等食物；爱心之家18名志愿者在
磊石垸帮瓜农抢收西瓜5000余公斤， 并第一
时间联系销路，降低瓜农损失；不少社工人员
和志愿者，深入灾区开展心理疏导，帮助支持

灾区开展灾后重建工作。
聚爱成钢，众志成城。截至目前，全省各

级慈善机构累计接收现金捐赠5.8亿元， 物资
捐赠价值4.5亿元， 仅省慈善总会就募集赈灾
资金5000多万元。

形成合力，恢复重建
今年我省因灾倒塌房屋1.9万户5.7万间，

严重损坏房屋2.8万户7.2万间，恢复重建工作
任务重。省委、省政府突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思想，恢复重建工作启动早、推进实，确保所
有倒房户春节前入住新居。

7月初，洪水还没完全退却，省委、省政府
就下发《关于加强防汛抗灾和恢复生产生活
工作的紧急通知》，省民政厅连夜制定《湖南
省2017年受灾困难群众生活救助和因灾倒损
农村居民住房恢复重建实施方案》，7月6日召
开了全省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视频会议进行安
排部署。

今年的倒损民房恢复重建工作， 特别注
重打通政策壁垒、形成合力，民政、发改、财
政、国土、住建、扶贫6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
做好2017年全省因灾倒损农房恢复重建工作
的通知》，整合了恢复重建、国土地质灾害避
险搬迁、 住建危房改造、 扶贫易地搬迁等政
策，让农户叠加享受多重政策“红利”，到户补
助资金数量增加，提高了建房积极性。

同时，坚持“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灾民自
救、社会互助”工作原则，及时下拨中央和省
级救灾资金，督促市县落实地方资金投入，目
前中央和省级5.3亿元救灾资金已全部下达，
全省巨灾保险理赔已完成理赔630万元，省财
政已累计拨付巨灾保险保费补贴4312万元，
保证了资金进度。

据统计，截至10月31日，全省倒房需重建
已开工10531户， 已竣工6227户， 开工率为
96.8%， 竣工率为57.2%； 损房需维修已修复
24048户，修复率95.5%。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谢丹）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疾控中
心获悉，湖南省2017—2018年度城市癌症
早诊早治项目启动会近日在长沙召开，标
志着长沙市新一轮免费癌症筛查项目开
始了。该项目针对肺癌、乳腺癌、结直肠
癌、上消化道癌、肝癌等5大类我国高发的
癌症开展筛查。

长沙市是湖南省唯一的城市癌症早
诊早治项目实施城市，该项目自2012年开
展以来，为长沙市22万余城市居民免费进
行了癌症高危评估， 对5万余名高危人群
免费实施了筛查，共发现癌症（疑似癌症）

近400名，发现胃、肠等部位癌前病变4700
余名，让这些患者获得了早期干预和治疗
的机会。

据悉，本年度长沙市共10000名（每个
区2000名）免费筛查名额，筛查对象为年龄
40岁至74岁（以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为准）
的长沙市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
雨花区常住人口（在本地居住3年以上）。市
民可前往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署知
情同意书并填写防癌风险评估问卷，评估为
高危人群者，预约到湖南省肿瘤医院接受相
关癌症筛查。如有疑问，也可拨打项目开展
地的区疾控中心电话咨询。

2017年11月23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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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
员 杨晖）11月21日， 德国Asklepios医院集团
杨茂元博士后工作站授牌仪式在湖南医药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举行。 此举将促进国内外学
术交流合作， 对推动怀化医疗教学科研事业
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杨茂元是湖北荆州人， 德国生物技术和

医学博士后， 在德国最大的私人医院集团
Asklepios从事临床工作， 曾主持我国自然科
学基金和卫生部科研基金项目各一项， 在国
内外首次采用微囊化细胞和转基因细胞移植
方法，开展顽固性疼痛生物治疗，参与了人类
基因组计划德国项目。目前，杨茂元担任中国
中西医结合麻醉学会海外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德转化医学远程医疗协会会长。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根据重点学

科（侗医药研究省重点实验室、重症医学、麻
醉等）建设需求，积极引进国外技术，与海外
专业人才开展合作。从2018年起，杨茂元将每
年来该院，开展围术期、疼痛、重症等医学领
域临床新业务及教学与科研工作， 并将为中
德间远程医疗合作、 临床医护人员海外进修
与考察学习等搭建桥梁。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一切为了群众生活更好
———聚焦民政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亮点

德国医疗机构博士后工作站落户怀化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通讯员 张波
丽 记者 龙文泱 ）紫珍珠、白牡丹、观音
莲……一盆盆美丽多彩的多肉植物，让株
洲市体育路中学初二年级的课堂变得生
动有趣。11月21日， 该校本学期的特色综
合实践课程开课一周， 学生的学习热情不
断高涨。

近年来， 体育路中学开设了一系列特
色课程， 培养学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
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自2015年开始开设的特色综合实践课
程， 每个班级结合本土特色和本班班情，设
置特色主题。“DIY多肉植物拼盘”“《本草潇
湘》———认识家乡的中草药”“航空城， 蓝天

梦”“走进芦淞服装世界”“酿制甜酒”……主
题确定后，老师带领学生实地走访调研、收
集资料，学生亲身体验、动手实践并上台讲
授学习心得， 在愉悦的氛围中掌握了学习
方法，增强了实践能力。

注重品德培养，关注心理健康。该校开
设了德育必修课《青春导航》，针对不同年
龄学生的心理特征和需求， 分3个阶段编
写了《爱心与责任》《和谐与幸福》《理想与
人生》3本教材。教材内容贴近学生生活，及
时答疑解惑。

手绘pop（店前广告）、 基础钢琴、合
唱、羽毛球、网页设计……20多门技能选
修课，则满足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

长沙市新一轮免费癌症筛查项目开始了
40岁至74岁居民可筛查5大高发癌症

株洲市体育路中学：
特色课程提升核心素养

24个省市企业来长揽才
11月22日上午，大学生在应聘。当天，由人社部发起、长沙市人社局主办的第五届全

国大中城市高校毕业生秋季巡回招聘会（长沙站）在长沙人才市场举行，国内24个省市的
240家企业参加，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了5000余个就业岗位。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