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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半日天晴半日雨，绿荫幽
草胜花时。在娄星区石井镇松江村，贫
困户肖美良近期有件大喜事：通过落实
危房改造政策，她家搬进了黄瓦灰墙的
新房。

6 月 2 日，肖美良坐在自家的新房
里，畅谈对生活的希冀：“我打算在后院
建个鸡舍，再种上几棵果树。现在有新
房了，最希望我儿子可以早点带儿媳妇
回家。”说完，脸上洋溢起幸福的笑容。

农村危房改造是帮助“四类重点对
象”实现安居梦的惠民工程，也是脱贫攻
坚“两不愁三保障”的重中之重。近年
来，娄底市娄星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
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示精神，把
实施好农村危房改造作为全面实现“两
不愁三保障”脱贫目标的有力抓手，创新
工作举措，落实工作责任，精准对象识
别、精心服务指导、精细控制管理，扎实
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2017 年以来，娄星区共完成 1010
户（其中新建472户，修缮538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农村危房改造，完成2282户

（其中新建961户，修缮1321户）五保户
等三类重点家庭的农村危房改造。

危房换新颜
点燃生活新希望

拥有一套房，点燃了贫困群众对生
活的希望。6月1日，走进贫困户曾同华
家中,老房经过维修加固后焕然一新，一
幢洋气的两层新房赫然醒目。墙外粉刷
的是白灰搭配，房里墙面粉刷的是白蓝
相间，就如当下最流行的“民宿”。

“曾同华以前的房子建于 1981 年，
破旧不堪，装的是木门和木窗，漏水严
重，墙体都开裂了，随时都有倒塌的危
险。”娄星区委组织部驻万宝镇槐柳村帮
扶队队长胡志云告诉笔者，他和村干部
在入户走访时，发现曾同华的住房条件
极差，房屋被鉴定为C级。后经申报，将
其纳入了危房改造对象。“在1个多月的

施工期间，我们每天都会到现场进行监
督，保障了房子的安全质量。”

“以前这栋房子严重漏水，一到下雨
天，我就特别愁，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下
小雨，屋子里总是湿漉漉，把墙都浸烂
了，住得我胆战心惊的。”回忆以前，曾同
华有些唏嘘。“现在好了，多亏了党的好
政策，房子经过修缮加固，终于不漏水
了，也明亮了许多，住得很舒心。”曾同华
露出了笑容。

娄星区危改办成立以来组织各乡镇
街道对全区8168户四类重点对象（建档
立卡贫困户6392户）进行了住房危险性
等级鉴定，逐户填写了危房鉴定表，将鉴
定结果张贴到每个农户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信息与扶贫手册核对一致后，存
入扶贫档案之中。

通过排查存量危房，开展住房危险
性鉴定和标识公示，娄星区共鉴定A、B
级安全住房4876户，鉴定为C级危房需
要进行维修加固改造1859户，鉴定为D
级危房需要拆除重建 1433 户。对鉴定
为C、D级的住户，全部纳入农村危房改
造，建立工作台账，实行销号管理，一一
改造到位，确保全区四类重点对象住房
安全有保障。

三审三公示
让困难群众得实惠

6月1日，家住娄星区杉山镇同安村
的付恒，看着自家的新房，脸上露出了满
意的笑容。

“和原来的住房是天壤之别，房子结
实了，心里踏实了，住着也舒服。”付恒说
道，由于贫困一直没有娶妻生子，自己的
老房也早已倒塌，只能借住在弟弟家
里。借住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每当想到

此，付恒的心情就跌入谷底。
正当付恒愁眉不展时，一股暖流注

入了心田——村里正在宣传危房改造好
政策。经过主动申请、审核等程序，今
年，付恒的房子被列入改造对象，实施原
址重建。在4月22日，房屋建成后，付恒
便搬进了亮堂堂的新居。

“前后共花掉5万多元，政策帮我补
贴了一大部分，自己花不了多少钱。”付
恒笑着说，去年年底，他顺利脱贫，现在
自己依靠双手，干起农村红白喜事乐队
演奏，一次可以赚500元左右，日子一天
比一天有盼头，“危房改造的政策福利让
我有了温馨的家，我也要继续努力，经营
好自己的家，让生活越来越好。”

为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及时精准送到
困难群众身边，娄星区农村危房改造工
作开展以来，坚持阳光操作，主动公开补
助对象、补助标准和民主评议结果，全程
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严格实行村级民
主评议、乡级审核、区级联合会审的改造
对象认定程序。确定危改对象后，将先
后在村、镇（政）务公开栏、网上、区政府
门户网及“互联网+监督”平台进行公
示。通过“三审三公示”的农村危房改造
举措，贫困群众实打实、心贴心的享受到
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落实好政策
让住房“转危为安”

柳仲文是杉山镇田坪村的五保户，
过去他长期居无定所，只能租住在50元
一月的杂房里。2020年2月，柳仲文成
功申请了危房改造资金，最终如愿住上
新房。

“以前住的杂房黑暗、潮湿、透风、蚊
虫多。”回忆以前的苦难日子，柳仲文内

心五味杂陈。如今，住在明亮的新房里，
柳仲文激动地说：“真的是感谢政府，让
我住进了新房，煮饭有液化气灶，洗澡有
热水器，住得很舒服，我再也不用担心冬
天寒冷、夏天被蚊子咬了。”

娄星区通过多渠道筹措农村危房改
造资金，提高农村危房改造补助标准，对
新建住房补助标准提高到 2.5 万元/户，
并鼓励修缮加固农村危房，将维修加固
补助标准提高到 1.5 万元/户。同时，娄
星区危改办将分批次逐户竣工验收，对
验收合格的住户，及时公示，将危改补助
资金由区财政打卡到户；对建筑面积严
重超标准，取消补助资格；对设施不完
善、功能不健全、改造不到位的限期整
改，下次重新验收。

“住房安全问题作为‘两不愁三保
障’重要一环，在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中，
区住建局危改办严格把关，精准确定改
造对象，确保应改尽改。同时，主动对接
扶贫等部门，比对改造对象身份，确保房
屋鉴定到位，做到不重一户、不漏一户、
不错一户。”娄星区住建局危改办主任张
玉梅介绍。

危房改造，质量是关键。据悉，为确
保危房改造任务如期完成、问题及时整
改清零，娄星区将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等

“四类重点对象”住房安全开展质量“回
头看”排查，重点包括房屋是否存在漏风
漏雨、墙体裂缝、门窗破损和其他质量缺
陷以及居住环境是否干净整洁等问题，
确保“人不住危房（或使用危房）、危房不
住人”。

2020年，娄星区农村危房改造目标
任务为198户（其中新建127户，维修71
户），目前已主体完工197户，197户达到
入住条件。通过实施农村危房改造，真
正实现了全区“四类重点对象”家庭的安
居梦。

住有所居 居有所安
——娄底市娄星区全力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市州观察11 2020年6月11日 星期四
版式设计 粟丽华

决战决胜看娄星（二）

娄 星 区 蛇 形娄 星 区 蛇 形
山镇泉塘村易地山镇泉塘村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扶贫搬迁安置点。。
（娄星区委宣传部供图）

初夏的澧阳平原，草木繁茂，
生机盎然。悠悠澧水宛若一条玉
带，一路奔流汇入洞庭。千年澧
州古城，如明珠般镶嵌其中。

栗河之畔，摄影爱好者放飞
无人机，随镜头俯瞰，这座城市色
彩斑斓，在各类水体的点缀下，仿
佛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墨画。

这是近年来澧县人大多措并
举，助力落实河（湖）长制、做活水
文章的真实写照，也是人大代表为
人民，回应民生关切的生动实践。

河湖连通
为古城增添活力

置身兰江大桥，眼前的栗河
波光粼粼，美不胜收；岸边垂柳依
依，鸟语花香；新建的吊脚楼错落
有致，倒映水中。休闲栈道上，人
们或悠然漫步，抑或静坐垂钓，时
光仿佛也随之慢了下来。

然而，这里以前却是另一番
模样：居民楼沿河排布，生活污
水、垃圾直排水中；河流两端被堵
截，有人扎下矮围投肥养鱼……
位于古城中央的栗河，成了一条
死水沟，常年水体发黑，臭气熏
天。

面对民生关切，两届县人大
常委会以“1号议案”决议，持续推
进水资源及生态环境保护。2015
年初，澧县在全省率先完成河湖
连通总体规划；2017年，投入7.34
亿元的河湖水网连通生态水利工
程全面开工，一场利在千秋的生
态治水战役就此打响。

该工程通过建闸修渠，西水
东调，从艳洲电站库区引入优质
水源，构建一条连通澧水、澹水、
涔水的主水道，解决澧阳平原水
资源承载能力不足，并连通老城
区生态活水线路 21 公里，打造区
域水生态绿化带，极大提升城乡
环境质量。

今年5月28日，澧县人大常委
会还组织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围
绕澧阳平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
展了集中考察和专题询问。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栗河沿
岸风光带成了澧县居民休闲的好
去处。依水而建的兰江公园里，歌
声、欢笑声，交汇成一首首幸福乐
曲，荡漾在灯火璀璨的古城上空。

黑臭治理
扮靓城区的明珠

城市黑臭水体是群众普遍反
映的水环境问题，不仅有损城市
形象，还会影响居民健康和幸福
感。这一民生问题，得到人大代
表的关注写进建议，并进行重点
督办。

位于县城洞庭街和人民路交
会处的徐家长堰，水面约有 20
亩。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名字，可
它却“名声在外”，因为一提到臭
水沟，大家总会首先想到它。

徐家长堰地处老城区，多年
来，受周边生活垃圾、私房及小区
雨污合流排水等影响，导致晴天
臭气熏天，雨天秽物横流，令人十
分不适。

53 岁的苏章华，在与徐家长
堰仅一街之隔的临街商铺经营粮
油生意。他的店门口，常年挂着
一具塑料门帘。“那气味太重，熏
得头晕，水面上偶尔漂着动物尸
体，看得让人作呕。”

2019 年上半年起，澧县对徐
家长堰等 11 处城市黑臭水体，按
照“清淤、活水、截污、修复”的工
作思路，进行科学系统治理。苏
章华见证了这洼水的蝶变。

如今的徐家长堰，水体清澈，

周边空气清新，绿化工程正在
有序进行，昔日的臭水沟成了
门前景，扮靓城市的同时，也
促使居民的素质得以提升。

码头覆绿
扬尘工地变花园

千年澧州，因水而名，因
水而兴。澧水拥有丰富的砂
石资源，随着城市的发展进
程，遍布沿岸的砂场、堆场，俨
然成为时代的特定符号。然
而，过度采挖造成的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已让母亲河千疮
百孔，令人揪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近年来，在澧县人大强力
监督下，全县上下一心，坚决
贯彻落实河（湖）长制，共取缔
砂场堆场和码头 64 家，规划
新建8家砂石堆场，并对2个
采砂区进行严格管理。

今 年 52 岁 的 马 业 华 ，
2003年创办澧县黄沙湾码头
华达装卸希望工程部，从事采
砂、装卸、船运等业务，规模逐
年扩大，年装卸总量达200万
吨。

“自己一手打拼起来的事
业，说放弃就放弃，还真是难
以接受。”马业华说，当时县人
大农业农村委、县水利局的干
部不厌其烦上门，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终于让他明白了，反
哺母亲河，从我做起，刻不容
缓。2017 年，马业华毅然斩
断采砂、装卸业务，昔日尘土
飞扬、噪音恼人的砂场，很快
被覆之以绿。

在相关部门积极引导下，
他从水里上了岸，成立了马氏
绿色农业专业合作社，在官垸
镇流转土地 3650 亩，种植油
菜、玉米，常年为周边村民提
供稳定就业岗位30多个。今
年，马业华的油菜大丰收，
300 多吨菜籽刚收割就被抢
购一空。

现在，马业华几乎每天都
会去河边散步，看着曾经的河
畔之疮，变成大家的后花园，
碧波荡漾的澧水河，又重回儿
时印象中的样子，心底总会生
出一缕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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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石化岳阳石油公司经
理兼党委书记周文辉带领8名机关党
员，深入扶贫点平江县福寿山镇双义
村，逐一走访7户刚摘去“贫困帽”的贫
困户，启动新一轮的结对帮扶，以实际
行动贯彻落实中央和地方脱贫攻坚部
署，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凝聚力量。

双义村地处偏僻，如今路通了，村
美了，村民收入高了。岳阳石油公司
党员干部走进贫困户家中促膝谈心，
并送去了生活物资和慰问金，让村民
感受到了来自岳阳石油党委的关怀与
温暖。贫困户刘桥朱因女儿患病负
债，一家生活拮据。党员们详细了解
他家的生活、住房情况及困难，对各项
信息进行登记，并引导其发挥自身特

长增收，刘桥朱全家深受鼓舞。
今年来，岳阳石油公司创新“扶

贫+”举措，除在扶贫点参与扶贫攻坚
行动外，已在百余家易捷门店同步开
展扶贫商品爱心义卖，并开设消费扶
贫专区，销售来自贫困地区的大米、蔬
菜、茶叶、冰糖橙等40余种商品，帮助
贫困地区扩大扶贫商品销售规模，助
力脱贫攻坚与“百日攻坚创效”两不
误。

怎么更好助力扶贫攻坚？周文辉
表示，岳阳石油公司将继续通过落实
帮扶措施等方式，帮助帮扶对象拓宽
增收渠道，激发其致富的内生动力，确
保扶贫攻坚工作走深走实。

(典 波 向 娅 周 依)

岳阳石油公司:“扶贫+”催开“致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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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啦，是你们救了我的命!”6
月1日，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成功抢
救的车祸重伤患者罗女士痊愈出院，临
行时，她感激地向医务人员一一道谢。

10 多天前，50 岁的罗女士遭遇车
祸，生命垂危，是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创伤中心团队把她从死神手里拉了回
来。

遭遇车祸 命悬一线
5月17日下午，罗女士的丈夫驾车

带着她和家人从邵阳县长阳铺镇赶往邵
阳市区，在途中发生了车祸，车上5人
均受伤较严重。车祸发生后，罗女士被
送入当地医院救治。

经检查，罗女士初步诊断为胸腹联
合伤、膈疝、左侧多发肋骨骨折、血气
胸、腰椎爆裂性骨折并椎管重度狭窄，
双下肢瘫痪，病情十分严重，危在旦
夕。于是，她被转入邵阳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

接到转诊电话后，邵阳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创伤中心立即启动创伤绿色
通道，急诊科迅速腾出床位，备好胸
腔闭式引流管、颈托；输血科备好 O

型血和 AB 型血浆；B 超备床；由心
胸外科、腹部外科、脊柱外科、重症
医学科组成的 MDT 团队做好救治准
备。

在转运途中，创伤中心负责人及时
与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沟通伤情，指导
他们在救护车上进行相关救治，保持患
者呼吸道通畅及维持生命体征的平稳。

争分夺秒 抢救生命
当天下午5时17分，伴随着救护车

的鸣笛声，患者被送至邵阳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急诊科。早已等候的多学科创伤
中心成员在负责人的协调下，齐心协力
上演了一场与死神赛跑的生命争夺战。

多学科协作团队成员各司其职，评
估患者气道、血压、呼吸，抽血、B超
检查、固定颈椎及胸部……争分夺秒，
紧张有序。

随后，心胸外科、脊柱外科、腹部
外科等相关学科骨干紧急会商，设计好

手术方案及手术先后顺序。短短 42 分
钟后，罗女士被迅速送入手术室。

术中，探查发现患者的胃全部进入
胸腔，膈肌破口约 20 厘米，小肠穿
孔，胸腔血性液体流出。针对探查情
况，腹部外科立即行膈肌破裂修补等手
术。

紧接着，心胸外科为患者行胸腔镜
下探查，清除胸腔积血后，行左侧胸腔
闭式引流术。最后，脊柱外科对患者行
L2 椎体骨折复位椎管扩大减压内固定
术。

联合救治 妙手回春
接连3台手术，历时7 个小时，术

后，罗女士转入 ICU 治疗。病情稳定
后，她转至腹部外科病房继续治疗。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
经过 14 天的精心救治，患者能自行站
立，于6月1日康复出院了。

“由病人等医生转化为医生等病

人，由传统的专科模式取代为多学科协
作诊疗模式，这样的高效救治速度放在
以前不可想象。” 该院急诊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张国彬感慨道。

针对以前救治过程中存在的抢救场
面混乱、效率低下、会诊后推诿、滞留
急诊、围手术期耗时长等问题，邵阳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大胆改革，整合急诊
科、腹部外科、创伤关节科等涉及创伤
的所有学科，集中优质资源成立创伤中
心，以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MDT)提升
创伤救治能力。

2019年10月，该院创伤中心初具
雏形，成为邵阳地区第一家真正意义上
的创伤中心。运行期间，共救治严重创
伤患者近30例，救治成功率达96.7%，
位列全省先进行列。

为进一步改善辖区中小学
校园周边交通环境，预防学生
道路交通事故，提升广大师生
交通安全意识，近日，永州市公
安局金洞分局交警大队坚持治
教并重、巩固思想，深入推进

“护校安园”暨整治校园周边道
路交通安全工作。

工作开展过程中，金洞交
警从接送学生车辆监管入手，
组织民警、交通运管和安监部
门人员联合深入各中小学校、
幼儿园进行安全排查整治，并
根据学校周围的道路交通特
点，每天上学、放学时间合理调

配警力到学校进行交通疏导。
疏导过程中，金洞交警提

醒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文明礼
让，指挥学生家长按照指定地
点停放车辆，对重点路段加强
交通疏导，依法严查乱停乱放、
违法占道、超速行驶、车辆过人
行横道不礼让行人等违法行
为，有效防范交通秩序混乱、拥
堵情况出现。

同时，金洞交警联合辖区
学校通过各种宣传形式，向学
生家长宣传交通安全知识，进
一步落实护学措施，强化“护
校”管理。 （刘福华）

金洞交警：
护校行动织牢校园“安全网”

初夏的岳阳，大街小巷经常看到市
场监管干部进店入户摸底排查。这是
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整治预付
式消费专项行动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成为新兴消费
风潮，但其中金额高、陷阱多、维权难等
问题，极易引发群体性侵权事件，成为
市监工作的难点、痛点和堵点。4 月 1
日起，市监局全面部署，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了为期40天的专项整治行动。

该局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
消费警示，开展各类宣传活动 295 次。
执法人员聚焦商场、超市、餐饮、洗染、
健身、洗车、培训、美容美发等预付消费
现象高发的“八大”行业，“边摸底、边检
查、边监管”，集中力量规范和整治销售

“预付卡”经营者以各种借口不履行法
定义务；办理“预付卡”时设置“霸王条
款”，加重消费者责任、削减消费者权
利、减轻或免除经营者责任；以虚假宣
传、欺骗性销售诱导等方式骗取消费者
预付款；造成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或者
非法出售消费者个人信息；发行“预付
卡”经营者无照经营等“五类”违法行
为。

截至 5 月 10 日，全市市场监管部
门共执法联动 73 次，出动执法人员
3582 人，检查门店 4704 家，发现问题
44个，整改到位39个，提请地方政府介
入 2 个，受理预付式消费投诉 151 起，
为消费者挽回直接损失24.67万元。

（李垂七 周 磊）

岳阳市：专项整治预付式消费乱象

惊心动魄的生死竞速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创伤中心团队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创伤中心团队抢救车祸重伤患者侧记抢救车祸重伤患者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