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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1 日 18 时，天色已经黑
透。

在芦淞区淞亿小区，孩子们三五
成群的忙起来，他们有的从家往外搬
凳子，有的围着银幕跑来跑去撒欢，
一场露天电影即将放映。住在小区
B栋2单元的雷顺，吃过晚饭匆忙收
拾好碗筷，也拎着一只暖壶出门，给
院子里聊天的老人们倒上一杯自己
沏的黑茶。

“国庆节前夕，我搬回这里老房
子住。每晚在院子里，跟老人们喝喝
茶，逗小孩玩耍，感觉很好。”雷顺说，
仅仅一年前，小区还是破烂不堪的。
现在变了，路灯亮起来了，进出口监

控器装上了，小坡上的护栏安好了，
居民第一次感到住在这里也很安全
幸福。

改造老旧小区，医治城市“心
病”，了却居民“心事”，株洲一直在行
动。

2017年，该市开始实施《旧城提
质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老
旧小区专项整治工程被纳入其中。
今年9月，市住建局又进一步在全市
全面启动老旧小区调查摸底工作。

来自株洲市住建局的数据显示，
自 2017 年开展旧城提质行动以来，
全市共投入资金约 1.51 亿元，对 44
个老旧小区 9442 户居民进行改造，
全面完善了老旧小区的道路、排水设
施、照明等基础设施，增设消防设施，
美化景观环境，以及房屋屋顶防水、
楼道整治、配套用房改善等。

今年，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也在株
洲市全面铺开，全市四区受理申请批
准加装120台，涉及城市四区，49个
居民小区、107个单元，惠及约1470
户家庭，近 5000 居民。明年春节
前，这些加装电梯将全部投入使用。
一大批居民，特别是老年人的“上下
楼难”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

硬件上去了，服务也要跟上。
株洲创新以党组织为核心，以小

区党支部、业主委员会、业主监督委
员会及物业公司为主体，联合辖区内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群团组
织等力量的“1+4+N”小区党建模
式，整合各方资源，组建“小区医生”

“小区教师”“小区律师”等“红色”志
愿服务队，党支部还牵头建立会商制
度，调动大家参与小区治理的积极
性，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

戴 鹏

11月20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京举行，株洲市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复

查，确认继续保留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这是株洲市自2015年荣获、2017年蝉联

全国文明城市以来，第三次摘得桂冠。

连续三次成功蝉联全国文明城市，对株洲市而言，不仅是保留了一项荣誉，

更彰显着城市治理水平。

近年来，株洲市已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动力，大力推进

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实现文明城市共建共治

共享，取得丰硕成果。株洲人民学有优教、劳有

所得、住有宜居、行有畅途、病有良医、老有善

养，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在大力推进社会治理体系

创新的过程中，株洲市委、市政府始终秉

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初心，既有

超前的思维，更有扎实的实践，一切围绕

群众所需所想，不因事大而畏惧，不以事

小而不为，取得了一大批广大群众看得

见、摸得着、评价高的成果。

幸福，是一座城市对文明的追求

幸福，是从“指尖”到“心尖”的服务

幸福，是老年人生活更有保障

幸福，是老旧小区换新颜

幸福，是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家门口

11 月 19 日 9 时 30 分，株洲市牛
形山长者照护之家活动室里音乐准
时响起，在护理人员的协助下，一群
老人伸伸胳膊，扭扭腰，做起了操，动
作虽然有些笨拙，但脸上的笑容却如
孩子般开心。

在株洲城乡，像这样快乐幸福的
老人群体比比皆是。

近年来，作为全国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改革试点城市，株洲市通过政
策创制、互联网+、人才强基等“八大
行动”和养老服务标准化、信息化、专
业化等“六化建设”，打出了一系列漂
亮的组合拳。

2017年，株洲市制定了《老龄事
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2018—
2020 年）》《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
革试点方案》《关于全面开放养老服
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
见》等多项政策文件，为全市老龄事
业指明了发展方向，为养老体系建设
奠定了坚实基础。

去年，该市又出台文件，要求普
遍加大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力
度，新建小区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
0.25 平方米的标准规划设置养老服
务设施，老人住房里须设独立卫生
间，配置空调、中心供氧、24小时热水
供应、紧急呼叫系统等。

为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方面的
养老需求，该市支持公立医院拓展医
养服务，同时积极推广“医养结合”养
老服务新模式，通过引导国有企业医
院转型、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支持公
立医院拓展医养服务等举措，株洲逐
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
发展的医养融合格局，为那些就医不
方便的老人提供了极大便利。

同时，株洲市还启动了市级养老
服务监管平台、12349为老服务热线
以及“株洲养老”手机 APP 平台，这
三个平台三位一体，以后老人只需要
通过手机进入平台或者拨打热线，就
可以选择养老机构、选择居家家政服
务、紧急求助以及对养老机构及其服
务存在的问题进行投诉举报。

目前，株洲市已建成养老机构
165个，四级养老设施覆盖率100%，
养老床位 2.8 万余张，基本建成城区
15分钟、县域30分钟养
老服务圈。老有所养，
老有所“医”，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这一常态，成
为株洲看得见摸得着的
幸福。

今天的株洲，对文明的执着，正在一
天天地提升、美化着这座城市。

在这里，无论是晨曦初露，还是华灯
初上，漫步在城市的小道上，不经意间，
你总能与文明的因子不期而遇：宽敞整
洁的广场、绿树掩映的公园、美丽的湘江
风光带、彬彬有礼的市民……

在这里，文明创建不仅是一项工作，
更是一种行为的自觉。这些年来，株洲
市委、市政府一直在自加压力，始终锚定

“建设更高水平文明城市”的目标，毫不
动摇，坚定作为，力求使最广大的人民群
众收益。

——株洲市级财政公共预算支出的
72%用于民生，老百姓关心的学校学位、
医院床位、小区梯位、停车车位、公厕蹲
位、就业岗位分行得到有效保障。株洲

“厕所革命”成为全国样板，公厕变驿站、
“方便”更方便，“建宁驿站”成为城市新
名片。

——全面推进“民生100工程”。推
进“最多跑一次”改革，九成以上事项办
理“最多跑一次”；打通城市断头路30余
条，提质升级农贸市场19个，获评“全国
2019年餐饮安全治理举措”创新奖。

更重要的是，作为“小英雄”戴碧荣
的故乡，文明创建不仅使株洲城乡面貌
焕然一新，更大幅提振着株洲人的精气

神，催生着层出不穷的时代新人。
目前，株洲已先后有 45 人荣登“中

国好人榜”。此外，还有杨颖、肖雅清 2
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刘朝华、龙秋
华、潘尧生、何遥等6人获省级道德模范
称号，醴陵市的刘天健家庭被评为全国
文明家庭。

文明创建，还使志愿服务成为常
态。如今的株洲，已完成以社区为平台、
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
支撑的“三社联动”项目 249 个，建立镇

（街）社工站 112 个，社会组织 2681 家，
拥有注册志愿者 56.03 万人，实现全市
镇（街）“三社”覆盖率100%。

在该市，天元区通过“党建领航·三
社联动”成功创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
创新实验区”，荷塘区、醴陵市被评为“全
省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在
2019年全省民政工作会议上，株洲市以

《深化“三社联动”创新城乡社区治理》为
题作典型发言，推介相关工作经验。

文明创建，极大提升了株洲市民的
幸福感、获得感。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成
为株洲市民对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最直接
的评价。

“书城对面的夜宵摊上太吵了，影响
休息，能管管吗？”

11 月 18 日 23 时 36 分，幸福芦淞钟
鼓岭社区微信群又来信息了，一位居民在
微信群里投诉噪音污染。1分钟不到，社
区主任就“冒泡”回应了。13 分钟后，居
民再次在群里发言：“现在没有声音了，非
常感谢。”

在株洲，像这样的微信群还有许许多
多。从去年开始，该市已在县、乡、村、组
和群众建立五级微信群组27115 个。微
信群组覆盖所有村（社区），入群人数超过
172万，占全市总人口42.8%，每天有数万
名干部与群众在网上网下交流、沟通。

“@所有人，村民们好！我是白兔潭
镇党委书记肖小武，今天我值班……”11
月19日上午8时，醴陵市汆溪村“醴陵为
民”网上群众路线微信工作群，肖小武准
时“打卡”。

“肖书记，汆溪小学门口的安全问题
怎么解决？”“能设警示牌、警示灯、减速带
吗？”“放学时间可否封路半小时？”……肖
小武的手机震动不停，一一回复：“我们设

立‘护学岗’，轮流由党员当志愿者，疏导
交通，护送学生过马路。”

微信连通千万家，党群众联系更紧
密。群众进了群，民意也就进了群。微信
群，成了排忧解难的“办事厅”。

今年初以来，通过这些微信群组，让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株洲市各级
干部收集群众诉求3.4万余件，已解决3.3
万余件，解决率 99.2%，“指尖服务”获得
老百姓交口称赞。

有了微信群，民众建言更方便，党政
纳谏更直接。许多干部说，有了微信群这
个网络平台，就能够收到更多的“金点
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通过推行“网格化+微信群”，醴陵市
有效整合各方面资源和力量，发挥政策

“宣传窗”、干群“连心桥”、群众“服务器”、
社会“平安港”作用，使服务由被动转向主
动，管理由粗放转向精细。今年，在全国
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颁奖暨经验分享
活动中，该市“全面推行监督与服务微信
群，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获评最佳
案例。

“易叔叔，最近身体感觉怎么
样？咱们先量量血压……”11 月 20
日，天元区泰山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医护人员来到天泰花园小区，
家庭医生吴慧贤了解易汉钦老人的
近况后，麻利地为老人量血压。

“高压168、低压90，高啦！有没
有坚持吃降压药？”吴慧贤边记录资
料、边询问老人用药情况。得知老人
没有按时吃药，她从饮食、用药等方
面事无巨细地“唠叨”了一番。

吴慧贤所在的泰山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及其服务站共有10个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每个团队每周
安排3个半天上门服务。从今年5月
份开始，该中心开始实施有偿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1 年 8 元钱，老百姓在
得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之外，还可以
享受到医联体就诊转诊、居民医保等
优惠政策。

“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折
腾’，群众就医更方便。”吴慧贤说。

像吴慧贤这样的家庭医生，不仅
把老年人和重点慢病患者“管”了起
来，还把孕产妇、儿童、残疾人、贫困
人口和肺结核病等重点人群纳入签
约管理范围。

自2016年全面启动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以来，株洲市已组建745个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常住人口签约
数近128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实现了签约全覆盖。

健康服务送红利，众多患者有
“医靠”。家庭医生的出现，将优质的
医疗服务送到了家门口，受到广大市
民的一致好评。

“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攻坚克
难，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着力补
齐医疗短板。”2013年，株洲市提出，
高位对接引进高水平团队，通过“外
引内提”，提升公立医院医疗水平。

以此为起点，株洲市开始重新布
局区域医疗机构，3 年间建立市、区
(县、市)、街道(乡镇)、社区(村)4 级医
疗服务体系，完成城区 21 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和 141 个卫康室布局和
标准化建设，改扩建 63 个乡镇卫生
院和 1000 多个村级卫生室，构建起
居民步行15分钟健康服务圈。

目前，株洲市县域内就诊率达
88%以上，其中醴陵、攸县达到 90%
以上，同比稳步提升。至此，首诊在
基层、康复回基层的就医格局，在株
洲初步形成。

酿造幸福的日子酿造幸福的日子
————来自来自““株洲株洲··中国动力谷中国动力谷””的系列报道之六的系列报道之六

志愿服务手牵手，文明实践心连心。

文明交通行动——爱心斑马线。

市民在改造后的湘江株洲段河东风光带休闲。 刘震 摄

文明劝导。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株洲市委宣传部提供）株洲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