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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扶贫 枝叶关情暖民心

因病致贫返贫是脱贫攻坚路上最大

的“拦路虎”。自 2015 年脱贫攻坚战打

响之后，渌口区严格按照“大病集中救治

一批、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重病兜底

保障一批”的“三个一批”的标准，精准识

别、精准分类、精准救治，实现了救治一

例、销号一例，恢复一户劳动力的攻坚目

标，该区老百姓至今未出现一例因病返

贫现象。

“八字不好政策好，扶贫政策比崽

好。”一提起自己的命运，林利华便忍不

住连声感叹。林利华是南洲镇将军村的

贫困户。家中灾祸连连，上门女婿患癌

症早逝，家里顶梁柱倒了；2011 年本人

又患脑梗瘫痪卧床不起，由于家境并不

宽裕都不敢入院治疗，一病就是卧床 6

年，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得益于渌口区出台的健康扶贫好政

策，林利华多次到区第一人民医院住院

冶疗，现已基本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林

利华住院总费用 130243.73 元，综合报

销120779.98元。

“卧床那几年，生不如死，家里凄凉

的很，左邻右舍都不敢来串门，享了健康

扶贫政策的福，我现在病好了，邻居常来

我家陪我打麻将，家里热闹起来了，女儿

也能安心出去打工赚钱了，时不时还有

家庭医生上门为我服务，日子越来越好

了，我要好好过好每一天。”林利华眉飞

色舞地感慨。

近年来，渌口区坚持以让贫困人口

“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看得上病”、

“少生病”为目标。全面落实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全面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额代缴参保，扩大

特殊门诊报销病种至43种，扩大大病专

项救治病种至33种，开通了贫困人口住

院绿色通道，持续实施基本医疗、大病保

险、扶贫特惠保、民政救助、医院减免、政

府兜底“六重保障”和“一站式”结算、“先

诊疗后付费”等政策，全区 2 家二级医

院，1 家精神病专科医院，130 个行政村

（社区）村卫生室全覆盖。

今年 1 月以来，渌口区将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与健康扶贫工作紧密结合，充

分利用疫情防控摸排，为 348 名务工返

乡的流动贫困人口进行了健康体检，疫

情至今区内无建档立卡贫困人员感染。

对全区健康扶贫对象进行了全面走访，

至目前已履约服务6736余人次。

2018年8月1日-2020年9月29日，

全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住院25520人次，

总医疗费用21858.09万元，医保基金补偿

费用12242.11万元；大病保险补偿5865

人次，补偿2161.33万元；扶贫特惠保报销

1271 人次，报销 171.44 万元；医院减免

279 人次，减免 29.43 万元；医疗救助

13369人次，救助684.11万元；政府兜底

9543人次，兜底金额585.21万元，坚决保

障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区域内住院综

合保障后实际报销比例达到85%的目标。

教育扶贫 成就寒门大学梦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近年来，

渌口区坚持把教育当作最好的民生实事

来抓，用真心真情帮扶，托起了寒门学子

的上学梦。

“非常感谢学校和老师对我的关心

与扶持，我将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来回报社

会报效国家。”谈起在校的点滴时光，已走

上工作岗位的吉泽旺，仍是非常激动。

吉泽旺家住龙船镇迎春村思古组，

全家六口人，奶奶患病、残疾，行动不便，

爷爷眼睛失明，姐姐2010年患病花去巨

额医药费。吉泽旺本人先天性脊椎畸

形，大型手术做过3次以上，医疗费高达

数十万，家里债台高筑，是村里有名的贫

困户。靠着政府的救济、社会的资助，亲

戚邻居、好心人的帮助，幸运的吉泽旺和

姐姐能安安心心在校学习。

2014年吉泽旺初中毕业，因为家庭

和身体原因，原不打算继续升学。出乎意

料的是，渌口区职业中专学校向他伸出了

“橄榄枝”，不仅读书不要钱，还享受了每

期1000元的贫困补助，学校优先安排了

勤工俭学岗位、还安排了“一对一”帮扶老

师对他进行学习、心理、生活上的帮扶。

在学校，吉泽旺被授予“十佳学生”

“技能标兵”“励志榜样”等多项荣誉称

号。2017年12月，吉泽旺代表学校参加

全市职业技能大赛，荣获市一等奖。其

实，像吉泽旺这样通过“爱心”帮扶，最终

实现自己梦想的学生，在渌口区不胜枚

举。

渌口区每年组织动员千余名教师对

贫困学生实施“一对一”帮扶，建立了“一

人一册一本一档”入户制度。教师们挤

出休息时间，走访贫困学生家庭，辅导孩

子学业，实施心理疏导，全方位帮助贫困

学生成长。

五年来，渌口区资助建档立卡贫困

户 子 女 2508 人 ，发 放 助 、免 、补 资 金

1100万元。

五年来，渌口区让 961 名建档立卡

学生升入了高中学校学习，帮助 383 名

贫困学生顺利步入大学。

渌口区教育扶贫赢得了贫困家庭的

无限感激，更获得了社会的无数点赞。

就业扶贫 授人以渔体民情

“感谢政府的关怀，给了我在家门口

就业的机会。”一见面，正在村门口地面

进行保洁的肖发科就把内心的感激，一

五一十地道来。

肖发科家住朱亭镇金福村，父母年

事已高没有劳动能力，自己有轻微的肢

体残疾，无法外出务工，两个女儿还在上

学，家庭压力大，2017 年被列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

2018年，金福村为肖发科申请了公益

性岗位，在金福村进行保洁员工作。镇人

民政府及时与区人社局进行沟通对接，并

与肖发科签订了劳动合同，每月工资1430

元，2019年10月上调至每月1540元。

肖发科十分珍惜现在的工作，在保

洁员岗位上尽心尽责，地面也打扫得非

常干净。2018年，肖发科家庭人均收入

超5000元，顺利脱贫。

近年来，渌口区针对“无法离乡、无

业可扶、无力脱贫”的贫困劳动力，开发

就业扶贫专岗，实施就业帮扶兜底安置。

2018年，率先在乡村开发出乡村保洁员

等扶贫公益性岗位，全面解决贫困劳动

力就近就业问题，惠及了与肖发科家境

相同的上千名建档立卡贫困户。

2020 年，渌口区安排资金 2000 余

万元，开发护林员、保洁员、护路员、护水

员、护理员等各类扶贫公益性岗位 1085

个，确保每村（社区）兜底安置 8-9 个贫

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2020年3月24日，渌口区新年首场

就业扶贫专项招聘会，在朱亭镇龙凤村

拉开大幕。本次招聘会，朱亭镇和龙潭

镇政府共组织了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力

575 人，其中贫困劳动力共 160 人，在现

场与企业进行面对面的双向选择。

“因为疫情，在家待了好长时间了，原

以为自己复工的时间遥遥无期，没想到现

在又能就近打工挣钱了。”朱亭镇龙凤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曾柏其笑得合不拢嘴。

本次招聘会共组织了市、区两级企

业共 68 家，提供岗位 8783 个，现场共达

成就业意向 218 人次，其中贫困劳动力

达成就业意向53人次。

今年来，渌口区为解决贫困劳动力

就业问题，共举办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

34场。举办线下招聘 14场，覆盖全区 8

镇 139 个村（社区），达成就业意向 1481

人次，帮助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截至目前，渌口区共有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力 3455 人，登记就业 3052 人，

2623人实现稳定就业，贫困劳动力整体

就业率高达88.3%。

所有贫困村2017年已全部出列，贫

困发生率由原来的3.1%下降至0.4%，剩

余556户1248人将于今年全部脱贫。

所有过往，皆为序章。随着一幅幅

脱贫攻坚的生动画卷徐徐展开，渌口区

决胜年度脱贫攻坚任务，首胜可期，宏伟

小康梦，即将由理想照进现实。

渌水青山带笑颜渌水青山带笑颜
——株洲市渌口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纪实

张建平张建平 张张 咪咪 殷殷 绘绘 熊熊 伟伟

渌口渌口，，是一方神奇的热土是一方神奇的热土。。这里这里，，开展开展““脱贫立脱贫立

志志、、星级创建星级创建””的的““渌口经验渌口经验””成为全国样本成为全国样本；；这里这里，，积积

攒了整个夏季的雨水攒了整个夏季的雨水，，通过湘渌两江通过湘渌两江，，汇集成脱贫攻坚决汇集成脱贫攻坚决

战决胜的浪潮奔涌战决胜的浪潮奔涌。。

深秋的渌口深秋的渌口，，气象万千气象万千。。一栋栋新居整洁亮丽一栋栋新居整洁亮丽、、一条条一条条

道路宽阔平坦道路宽阔平坦、、一片片油茶郁郁葱葱一片片油茶郁郁葱葱、、一张张笑脸幸福洋溢一张张笑脸幸福洋溢

…………

近年来近年来，，3535万勤劳的渌口儿女万勤劳的渌口儿女，，上下一条心上下一条心，，铆足一股劲铆足一股劲，，下足做实下足做实

““绣花绣花””功功，，在在10531053平方公里青山绿水间平方公里青山绿水间，，写下决胜脱贫攻坚的壮丽诗篇写下决胜脱贫攻坚的壮丽诗篇。。

渌 口 区
扶 贫 干 部 和
乡 村 教 师 走
访贫困学生。

陈书 摄

渌口区美丽乡村。 咏洲 摄

曾 林 彭 坚 陈 新

长沙县辖区内有国家经开区、综保
区、临空经济示范区等园区，县区共有
市场主体 13.4 万多家，产业工人超 30
万，是湖南省产业基础最雄厚、商务活
动最频繁区域。

经济总量大，经营主体多，各类生
产活动活跃，涉及安全事项错综复杂，
防范事故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每一家企业就是一个点位，单靠
监管部门点对点地去盯，是不可能的。
只有扭住‘牛鼻子’，建立起全方位的监
管体系，激发企业的自主性，压实企业
主体责任，才能为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托
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
障。”长沙县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

一手拿经济报表，一手拿平安报
表。近年来，长沙县积极破解监管难
题，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提升信息化监
管水平，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摸清底数“把脉”开方

长沙县将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作为

安全生产的中心工作，安排相关部门和
镇街摸清企业底数，邀请专家“把脉问
诊”，按照“一企一档一清单”建立重点
企业的监管档案；开展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落实情况评估，通过行业分类、风险
定档方式，划分红、橙、黄、绿对各企业
进行分类分级管控。

根据对企业的摸底情况，长沙县把
评估达不到60分的企业列入重大隐患
清单，实施“四制”管理；评估发现隐患
问题严重且未按期整改到位的企业，一
律由县安委会实施挂牌督办，以“分类
别、分层级、全对接”模式，明确监管单
位和人员，一盯到底。

此外，长沙县综合施策，将安全联
审“合格”作为县级财政对企业资金扶
持的前置条件，层层把关，让失信企业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以此倒逼企业主
体责任落实。

据统计，该县先后对全县 4825 家
（次）企业实施安全联审，共有 97 家企
业因非法生产经营、安全生产违法受到
行政处罚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等情形被

“一票否决”。
摸清底数，发现问题，开出良方

解决问题是关键。长沙县开展夯实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主题活动，设
立示范企业专项奖励资金和“以奖代
投”补助资金，组织安全生产管理负
责人现场观摩先进企业安全生产模
式与管理方法，营造“赶超比学”的浓
厚氛围。

此外，建立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
度，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对企业“主责年”
工作实施“一对一”的帮促，帮助企业安
全管理走向规范化。

中介助力“托管”帮扶

安全生产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
线”、不可碰触的“高压线”，这一理念已
深深刻入企业负责人的脑海。这是可
喜的变化。不过，让行动跟上思想的转
变，却不是一蹴而就。

切实发挥中介机构作用，助推安全
管理持续升级是抓手。

一方面，长沙县稳固监管队伍，提

高业务水平，通过中介机构为 18 个镇
街 、26 个 县 直 部 门 实 施 技 术 帮 扶 ，
5000 余家次企业“把脉会诊”，弥补监
管短板、提升监管效能。黄兴镇通过
企业、政府购买服务引入安全“托管”
模式，泉塘街道针对“园中园”企业推
进多种形式的技术服务，安沙镇对企
业安全隐患开展全方位排查，湘龙街
道探索开展区域性风险评估，均取得
了明显的效果。

另一方面，长沙县鼓励力量不足的
中小企业、园区（园中园）企业、物流企
业实施中介机构“帮扶”或“外包”，开展
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加强安全生产模
块化管理体系建设，提升本质安全水
平。

“通过帮扶服务，不仅完善了安全
管理体系资料，而且生产作业现场的安
全隐患大大减少，员工的安全意识得到
了大大增强。”长沙县许多企业负责人
深有感触。

目前，长沙县已有 500 多家企业
引入安全生产“托管”服务，第三方机

构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务，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仍由企业负责，部分中小企
业、园中园企业、物流企业“无人管、不
会管、各管各”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
决，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能力水平显
著提高。

“当前有90名安全专家常驻，提供
24小时服务，相当于每个镇街增配5名
专业水准的安全工程师，已成为加强安
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补充力量。”长沙县
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

科技引领“智慧”监管

长沙县应急管理局一楼，一面墙壁
的“超大”综合显示屏格外醒目，从班前
会记录、体检记录、隐患提报、整改验
收……各种最新数据清楚地呈现在值
班人员面前，让安全生产多了“科技
范”。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长沙县在全省率先开发“一会
三卡”（安全班前会，体检卡、动工卡、应
急处置卡）智慧综合管理系统，将安全

班前会和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应
急救援三项工作可视化、数字化，实现
了班前会在线留痕、隐患排查适时预
警、危险作业流程可控、应急处置专业
快捷。

当前，长沙县已有528家工贸企业
全面使用智慧综合管理平台，实现一键
扫码、移动办公，提报“班前会、动工卡、
体检卡、应急卡”。

不仅仅是企业，相关单位也加入
“智慧监管”大家庭中。

长沙县交通运输局借力第三方技
术建设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平台，构建起
了安全生产风险管理和隐患治理双重
防控机制；朗

木梨街道以政府购买服务形
式打造安全生产分级、隐患排查治理双
控平台，实现了隐患的精准排查、实时
提醒、立即处置的联动反应；黄兴镇依
托安全生产网格化分级管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平台，实现了多点汇入，检查、整
改、复查形成了“回路”。

下一步，长沙县应急管理局将协同
软件开发机构，进一步深化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设计算法，通
过数据挖掘和建模，实现企业安全风险
评估和精准风险预测，为安全生产工作
提供更加科学有力的技术保障。同时，
推动“一会三卡”智慧平台向其他行业
领域和小微企业推广应用，扩大其覆盖
面，实现企业自查、中介帮扶、政府监管
的有机联动。

“严”字当头卡点位“实”字托底探路径
——长沙县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工作纪实

日前，邵阳县纪委监委根据扶贫
领域信访“清零”“四个一批”活动安
排和各单位存在的实际问题，对白仓
镇、塘田市镇、县教育局、县自然资源
局等 4 个责任主体单位的一把手与
派驻纪检组长进行约谈，并启动县域
多次越级重复信访举报件实行县级
领导包案化解责任制，强力推进扶贫
领域信访“清零”提速增效。

今年3月以来，邵阳县纪委监委
将深入开展“四个一批”与“带着板
凳进村”等活动作为化解扶贫领域
信访突出问题的有效抓手，突出“三
个严抓”，即抓主体责任落实、领导
责任落实、监督责任落实。严格督
促乡镇党委、县直机关党组严格落
实“管地区管行业信访主体责任”，
单位党委（党组）负责人要亲自部
署，亲自调度，亲自参与信访事项处

理，完善齐抓共管的领导体制和工
作机制。乡镇纪委、派驻纪检组严
格落实“谁接待谁登记、谁分流谁跟
踪、谁办理谁负责”的首办责任制，
把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宣传、警示教
育、日常监督结合起来，时常给监督
对象拧拧螺丝、敲敲警钟。同时，紧
紧抓住提升群众满意度这个重点，
坚持处置与息访“两条腿走路”，加
强与举报人的沟通和结果反馈，切
实将矛盾和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
在萌芽阶段。

目前，该县 51 件扶贫领域信访
积案全部办结，党纪政务立案31人，
组织处理 38 人，追缴违纪资金 50.3
万余元。全县纪检监察信访举报总
量同比下降46%，其中，中央纪委、省
纪委越级信访同比下降18%。

（刘 飞 李忠平）

安全生产看星沙

10 月 13 至 14 日，常德市皮肤
病性病防治所全体党员先后来到湘
西剿匪烈士纪念园和十八洞村，开
展以“加强廉洁自律意识，筑牢拒腐
防变防线”为主题的党风廉政警示
教育活动。

湘西剿匪烈士纪念园是为了纪
念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
根除湘西百年匪患的不朽功绩，缅
怀在剿匪斗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而
建立。在园内一座 16 米高的纪念
塔下，全体党员接受了红色精神的
洗礼，纷纷表示要学习先烈不怕牺
牲、英勇战斗的精神，在工作和生活
中要坚定理想信念，经受“四大考
验”、克服“四种危险”，保持清正廉
洁的政治本色。

在“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
村，大家一边参观一边感受，一边学
习一边交流，了解十八洞村基层党
建、产业开发、扶贫工作等开展情
况，深切感受着精准扶贫给该村带
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通过学
习红色精神，牢记共产党员的政治
责任和历史使命，激励大家尽忠职
守，爱岗敬业，在思想上筑起抵御腐
败违法犯罪的牢固防线。”该所纪检
员唐汇准深有感触地说。

（周艺帆）

常德市皮肤病性病防治所：

保持政治本色 筑牢廉洁防线

找准方法 带好班级

邵阳县：强力推进扶贫领域信访“清零”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周小蓉
老师自 2018 年担任班主任以来，将
接手时的学生散漫、纪律混乱的“头
痛班级”通过“五二二”工作方式（即
五项目标、两个信任、两个意识）转变
成班级纪律严明、学生文明守纪、学
习风气浓厚的优秀班级。

她结合实际制定出班级的“五
项目标”，即参加一项院级比赛、一
项校级比赛，获得一项院级荣誉、一
项校级荣誉，培养一名国家奖学金
获得者。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充
分发挥学生积极性，增强集体荣誉
感和责任感。

为了取得学生和家长的信任，她
从学生的家庭情况、性格、爱好等方
面去尊重、理解、关心学生，从而建立

良好师生关系；她还建立了家长微信
联系群，及时反馈学生信息，宣传学
校政策，家校联合育人，与家长建立
了良好家校关系。

为了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和劳
动意识，她利用节日开展感恩活动，
如在父亲节时邀请家长参与班会，让
学生以“亮温馨照、算亲情账、讲亲情
故事、写感恩信”形式向父母表达感
恩之心；她带头做好寝室和公共区卫
生，通过这种身体力行的宣传，培养
学生的劳动意识。

周小蓉老师从教以来，工作严谨
求实、勤奋刻苦，作为湖南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优秀班主任代表，回顾走过
的路，她一直在努力奋斗。

（夏莉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