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扶贫暖民心，专项督查正作风

从醴陵市区到该市均楚镇中心卫生院 30

余公里，从中心卫生院到周坊村村部约 8 公里，

足足 60 多个弯道。夏日里，公路两边树林阴翳，

鸟鸣声声，一派美丽的湘东山区景色。忽然，

前方传来说笑声，弯道尽头钻出来五六名“红

马甲”，这正是该市健康扶贫志愿服务小分队。

他们手提医学仪器和药物，径直向公路边的农

户家中走去。2018 年，醴陵市卫计局和市红

十字会联合下文，在全市卫计系统招募医护药

技人员当志愿者，为建档立卡贫困患者提供基

本医疗、公卫服务、家庭医生签约和亲情式帮

扶。招募书一发出，应者如云。6 月 12 日，

市健康扶贫志愿活动正式启动，至此，醴陵市

均楚镇、沩山镇、茶山镇、官庄镇等地的扶贫

路上，随处可见志愿者的身影，他们与当地卫

生院医护人员组成了 15 支志愿小分队，积极

开展健康扶贫工作。

据统计，醴陵市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8095 人，其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数有

6700 余人。由于乡镇、村（社区）医务人员少，

该市组建健康扶贫志愿军的模式可谓处于预防

的“上游”，通过面对面向群众宣传健康扶贫

惠民政策和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让慢性病患

者得到正确的用药就医指导，便于患者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更推动了城区医疗机构专家

资源下沉，让农民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

上级医院的专家医疗服务。

为把健康扶贫工作落实好，醴陵市创造性

地推出“一户一册”“一病一单”即一户家庭

一本《健康管理手册》模式，一种病一张单子。

6 月 13 日，醴陵市妇幼保健院 2 名志愿者与

茶山镇卫生院医务人员来到茶山镇石均塘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刘爱云家中，为她免费体检后发

醴陵市卫计局：

现她患有中度贫血，情况较严重。志愿者将刘

爱云的情况登记在册，赠送了一些药品，反复

叮嘱老人一定要按时吃药。又打电话给她儿子

一家，督促尽快带老人治疗。“党的政策好啊，

把健康服务都送到家里来了！”刘爱云感激地

对志愿者说。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我有

所为。”健康扶贫志愿军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与此同时，醴陵市卫计局还组织纪检监察、医

政、公卫等股室，对健康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

项督查开展“回头看”，通过“点对点”“面

对面”，对照扶贫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专项

督查与整改。

7 月份以来，一支由醴陵市卫计局纪检监

察室带队的督查组，来到该市各市直医院和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健康扶贫领域作风问题的

专项督查。通过走村入户上门调查，与贫困户

沟通交流，了解家庭医生对贫困户履约服务、

贫困对象住院实行先诊疗后付费、贫困人口健

康档案管理等方面情况，以督查强化利剑震

慑；督查人员还会对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随机

抽查，保持监督高压，并且深入患病群众家中

宣传与落实健康扶贫政策、就住院报销比例一

站式结算等进行满意度调查，公开监督电话，

自觉接受群众对健康扶贫领域作风问题的监督

举报；并开展了卫计系统健康扶贫领域作风问

题专项治理行动，通过召开动员会、分级培训、

集中观看警示教育宣传片、签订“健康扶贫目

标责任书”等方式，不断加强干部队伍廉政教

育，做到了“文化如水，润物无声”，有效提

高了卫计人的廉政意识，筑牢防腐堤坝。

湖南省卫计委副主任易露茜（中）一行调研醴陵卫计工作。株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胜跃（前排左二），
株洲市卫计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纯良（前排左一），醴陵市委书记胡湘之（前排右二），醴陵市卫
计局党委书记、局长邓少仁（前排右一）陪同

健康扶贫志愿军走村入户为建档立卡户义诊

局纪检监察人员到贫困户家中调查了解，摸清情况，
对健康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督查开展“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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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务实创新，

擦亮攸县“平安农机”示范县招牌

说起攸县农机工作，是该县人民的骄傲与

自豪。2017 年，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

大力支持下，攸县农机化工作紧紧围绕省市下

达的目标考核任务，坚持以发展粮油生产全程

机械化为抓手，走出了一条具有攸县特色的粮

油生产全程机械化新路子，成功获评 2017 年

度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荣获“省农机工

作先进单位”“省水稻育插秧机械化技术推广

先进单位”“省农机综合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等称号。

2017 年，攸县在农机购置补贴方面取得

了新成效，在粮油生产机械水平上迈上了新台

阶，在“平安农机”创建方面获得了新成果，

在农机社会化服务方面实现了新发展。尤其是

在创建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方面，该县是

下了苦功夫的，其中突出安全监管就是重点工

作之一。2017 年，该县加强了源头管控，严

把农机上户、年检、培训“三关”；加强了安

全生产大检查和送检下乡活动，在全县设立

70 个农机宣传专栏，大力宣传农机安全知识。

结合“送检下乡”活动，还扎实开展了安全生

产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和报废、灭失、长期脱

检拖拉机专项清查两项工作。为加强平安创建

活动，继续推进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创建

活动，完善县、乡、村、合作社四级农机安全

监管网络，落实乡镇、村、合作社农机安全员

的监管责任。2017 年成功创建了全国“平安

农机”示范县，创建了“平安农机”示范乡镇

10 个、示范村 36 个、示范合作社 25 个。这

一串串数字的背后，倾注了该县农机工作人员

的大量汗水。

凝心聚力，继续奋进，是该县 2018 年

农机工作的真实写照。2018 年上半年，攸县

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为重心，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和合作社扶

持建设项目引导作用，大力推广水稻机插和

油菜机收技术，顺利完成 2017 年度购机补贴

资金审计、合作社扶持项目资金绩效评估、

2015~2017 年度农机示范推广及服务能力建

设专项资金第三方绩效评价，进一步强化农机

安全生产，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成效。截至目前，

全县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 103.52 万千瓦，农

业机械拥有量达 9.997 万台套，水稻机耕、

机播和机收率分别达到 99.9%、41.36% 和

100%，全程机械化率达 82.37%，全县农机

安全生产形喜人。

2018 年，“平安农机”依然是该县农机

工作的重中之重，该县扎实推进农机安全生产

专项检查工作，完善县、乡、村、合作社四级

农机安全监管网络，落实乡镇、村、合作社农

机安全员的监管责任。压实农机安全生产责

任，与乡镇、村、农机合作社层层签订责任状；

大力开展农机安全生产打非治违“春雷百日行

动”，组织农机安全监理人员深入田间、场院，

对危及人身安全的农业机械进行逐台排查，特

别是对农机合作组织进行深入排查；积极协调

安监、公安交警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严

厉打击拖拉机超载、超速、疲劳和酒后驾驶、

无牌无证、准驾不符、不参加年检等行为，有

效地遏制了重大农机事故的发生，促进了农机

安全生产。

攸县农机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各方面的成

绩，除了中央对“三农”工作始终重视、省市

县对农机化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外，县委县政

府对农机工作的大力支持也是主要因素。比如，

县政府将全面推进农业机械化纳入乡镇（街道）

农业农村工作绩效考核，同时在农业适度规模

经营奖补中持续增加农机专项预算：对新购水

稻插秧机、粮食烘干机和新型植保机械进行累

加补贴，对粮食烘干场地建设、农村机耕道建

设和农机合作社建设等进行资金扶持，“做到

经济上给钱，工作上给力，为全县农机化发展

提供坚强保障”。

株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顾峰（左二）到攸县调研农机工作

农机局工作人员开展农机安全生产检查工作

局机关党支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规范管理，增强服务，开拓进取，继往开来

安仁县国土资源局：

2018 年上半年以来，安仁县国土资源局

认真履行“保护资源、保障发展、保持稳定、

惠及民生”的职责，积极践行群众路线，规范

管理，增强服务，开拓进取，各项工作取得了

较好的成绩。

以党建为抓手，助推中心工作。认真落实

“党支部组织生活规范化建设年”活动实施方

案，定期组织各支部认真执行“三会一课”制

度，推行党员积分管理和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

党日活动。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使

全体干部职工时刻受到警醒教育，做到警钟长

鸣。同时建立健全了反腐倡廉教育、预防、监

督、惩治等一系列制度，从源头上杜绝腐败现

象的发生。

抓好用地保障工作，培育和规范国土资源

市场。全面完成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

作，将新产业、新业态和重点重大项目用地纳

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中，优先保

障用地需求。对产能过剩行业和重复建设的项

目不予安排用地。严把用地预审关，半年来已

开展用地预审项目 31 个，其中完成 27 个农

村综合服务平台用地预审工作和完成新增的 7

个农村综合服务平台选址工作。全县共获得省

政府农转用和土地征收批准审批单 4 个，为县

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建立统

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土地市场体系，充分

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严格执

行土地地价集体会审制度，全面实行经营性用

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土地出让切实做到

公开、公平和公正。

抓好国土资源保护工作，依法查处打击国

土资源违法行为。一是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

加强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全县共划定 10 个基

本农田保护区，21 个基本农田保护片，225

个基本农田保护块。制定了《安仁县永久基本

农田划定方案》，形成了安仁县全域永久基本

农田划定成果，并通过了省厅审查，获得了国

土资源部、农业部的通报表扬。全县新增建设

用地“占一补一”，实现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二是狠抓项目建设，推进土地开发整理复垦。

2018 年上半年土地开发整理在建项目 6 个，

预计新增耕地面积达 18.472 公顷。三是加大

执法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土地、矿产违法行为，

有效遏制了国土资源违法行为蔓延。

推进政务改革，提高办事效率。全面推进

不动产登记和行政审批“一次办结”改革。认

真梳理清理，全局纳入“一次办结”事项 34

个，纳入事项办理时限均在法定时限基础上压

缩了 60%，极大方便了群众办事。半年来该

局共发放不动产权证书 1735 本，不动产登记

证明 2925 份。同时为贯彻省厅部署国土数据

“一张图”系统要求，对原有的“一张图”系

统进行升级，并对已报批项目及已供地项目数

据进行了收集、汇总、整理、建库，将土地利

用现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农田等基础

数据库全部上载到“一张图”系统的服务器上，

国土资源数据实现了信息中心集中、规范管理。

做实扶持举措，助力脱贫攻坚。一是抢抓

机遇，用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创新

开展“拆旧房、围菜园”美丽乡村扶贫行动暨

城乡增减挂钩项目，2017 年项目拆旧区涉及

全县 13 个乡镇 62 个行政村， 2018 年项目

正在摸底阶段。二是全力保障易地扶贫搬迁用

地。参与县易地扶贫联席办对全县易地扶贫户

进行全面的清查摸底；督促评估机构开展易地

搬迁户的地灾评估工作，并对隐患点进行排查。

三是积极推进帮扶工作。该局严格按照县委要

求，认真开展联点督查活动。对其负责督查的

灵官镇官桥、宜河、算背、豪田等四个村进行

每月一次的常态化联点督查，确保扶贫工作务

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

郴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张爱国（左三）
在安仁县调研国土工作

县委书记李小军（左三）调研美丽乡村扶贫行动
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

县长李建军（左二）一行来到安平镇樟桥村
增减挂钩项目点现场观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