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10日讯 36户
居民、6层高住宅拆迁完，标
志着芦淞市场群重大火灾隐
患整改第一阶段基本完成。
记者从株洲芦淞消防大队了
解到，被拆除的6层高建筑位
于结谷巷， 住宅楼周边紧挨
着分布有淞达服装市场、芦
淞大市场、淞南服装市场、结
谷门大市场。

芦淞区市场群重大火灾
隐患指挥部负责现场协调工
作的凌培望介绍， 结谷巷36
户住宅楼修建于上世纪80年
代初期， 比芦淞市场群的出
现时间还早。 随着芦淞市场
群的发展， 结谷巷36户住宅
楼影响到了芦淞市场群的火
灾扑救面， 造成个别市场的
人员疏散通道不畅通， 无场
地作为回车场， 对消防车抢
险救灾也造成制约。

据了解， 早在2015年9
月，中央综治办、公安部联合
下发通知， 对包含株洲市芦
淞市场群在内的全国80处区
域性火灾隐患予以书面警
示，并跟踪督办，以推动火灾
隐患整改。

2016年3月10日， 株洲
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决定，
在满足消防技术规范的前提
下对结谷巷36户住宅楼实施
整体拆除部分重建。据了解，
拆除作业从3月6日晚开始，
经过2个夜晚的施工，结谷巷
36户住宅楼被拆除。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杨洋

本报3月10日讯 国家统
计局湖南调查总队今日发布2
月份湖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数据显示，2月份湖南
CPI同比上涨1.2%， 涨幅重返
“1时代”， 尽管高于国家0.8%
的平均水平， 但创下自去年8
月份（同比上涨1.2%）以来的
新低。

从同比来看，八大类商品
价格呈现“七涨一降”，食品烟
酒价格下跌1.9%，其余七类商
品价格出现上涨，其中医疗保
健类、 居住类价格涨幅较大，
分别增长6.3%、3.7%。

记者梳理数据后发现，2
月份，湖南食品价格明显回落，
同比下跌2.9%，影响CPI下跌约
0.65个百分点。较为明显的是，

2月份湖南鲜菜价格出现大幅
回落， 较去年同期下跌22.5%，
与1月份相比也跌了7.2%。

作为在餐桌上与鲜菜“势
均力敌”的猪肉，2月份的价格
表现总体趋于稳定。 数据显
示，2月份全省猪肉价格较去
年同期下跌1.1%， 仅影响CPI
下跌约0.04个百分点， 与1月
份相比， 猪肉价格稍微上涨，
涨幅0.3%。

在鲜菜、猪肉价格回落的
同时，全省鲜瓜果、水产品类
价格继续上涨。数据显示，2月
份全省水产品价格同比上涨
5.6%， 鲜瓜果价格上涨1.6%；
与1月份相比，水产品、鲜瓜果
价格也分别上涨1.6%、3.7%。

■记者 吴虹漫

本报3月10日讯 今天，
省民政厅出台了《全面开展特
困人员照料护理工作意见》。
这意味着，我省将逐步建立适
应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服务
管理和机构建设模式。 其中，
救助供养的重点将往照料护
理工作转变，而机构建设的重
点将向照料护理区和护理床
位建设转变。

分三档安排特困人员的
照料护理资金

特困人员该按什么标准
护理，需先由县乡村共同组织
认定、委托医疗卫生机构鉴定、
第三方专业机构评定等方式，
来做生活自理能力评估。目前，
自理能力主要分为全自理、半
护理、全护理三档，其相对应的
照料护理费用不得低于当地上
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的十分之
一、六分之一、三分之一。

省民政厅近日将会同有
关部门定期公布特困人员照
料护理指导标准。据介绍，照
料护理资金将由县级民政部
门统筹使用， 主要用于统一
为辖区内特困人员购买住院
医疗期间照料护理保险，购

买日常照料护理社会化服
务。 原则上不发放给特困人
员本人，一般直接拨付给供养
服务机构或社会化发放给照
料护理人员。

此外，对于集中供养特困
人员和分散供养中患精神
病、 传染病的生活不能自理
特困人员， 原则上中央和省
级补助的照料护理资金人均
上浮20%。

今年全省特困人员
集中供养率要达30%

为确保到2020年，全省生
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集中供
养率不低于50%的目标，我省
将逐年对护理型床位进行新
增或改造。2017年， 将新增或
改造护理床位6000张以上，集
中供养率达到30%。

对于照料护理区的建设，
将立足于现有机构的改扩建
和设施改造， 降低机构床位
的空置率。 对于有推广价值
的照料护理区建设标准和日
常照料护理服务标准的地
方，省厅将通过“以奖代补”
给予资金支持。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邓文艳

2016年，湘西州累计减少贫
困人口35.0445万人，贫困发生率
降至16.14%，城镇居民和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810元、
7413元，分别增长8%、11.5%。全
州进入了减少贫困人口最多、农
村面貌变化最大、贫困群众增收
最快的时期。3月7日， 本报记者
随“脱贫致富在湖南”湘西行采
访团来到湘西州，探究湘西州在
精准脱贫攻坚战中的好经验好
做法。

精准滴灌 精准定位助力扶贫

“过去三年中，湘西州切实把
精准扶贫落实到基本民生兜底、
扶贫产业发展、 资源整和优化配
置、脱贫机制创新、区域统筹发展
和项目建立上。”湘西州副州长何
益群介绍， 湘西州认真组织两万
多名干部进村入户大规模开展精
准识别工作，全面完成了1200个
贫困村和74.5134万农村贫困人
口的登记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
做到“一家一本台账、一个脱贫计
划、一套帮扶措施”。扶贫路径由
“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
扶贫模式由偏重“输血”向“造血”
转变， 有力推进了全州精准脱贫
攻坚进程。

此外， 为精准发力， 瞄准重
点，湘西州结合各地区实际，全力
组织实施了脱贫攻坚“十项工
程”，并制定完善包括“社会保障
政策、教育扶贫政策、医疗救助政
策、扶贫资源有效配置、就业创业
政策” 在内的脱贫攻坚的政策措

施，确保精准扶贫各项工作落实、
落细、落地。同时，还要做到精准
考核，落实责任，责任清晰，任务
到人， 考核到位， 对脱贫成效显
著的县市、州直单位予以表彰，对
工作落实不力的部门和地方严厉
追责， 对整改不到位的党政主要
负责人约谈问责， 对不作为乱作
为、违规违法的行为严肃查处。

坚定决心 如期脱贫不动摇

何益群介绍， 下一步湘西州
将紧紧围绕“贫困人口脱贫，贫困
村退出，贫困县摘帽”这一目标，
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机制， 切实
把精准扶贫措施落实到每个环节
之中， 提高基层干部扶贫政策的
执行力；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提
高贫困群众对扶贫政策的知晓
度、认可度和满意度，让贫困群众
真正了解政策，激发内生动力。

此外， 全州还将拓宽精准扶
贫投入渠道，进一步加大资金、项
目、人力等要素的整合投入力度，
完善投融资、 项目管理和信息数
据平台，健全帮扶、投入、社会参
与、监督考核等工作机制，让贫困
群众在农业规模化、 集约化发展
中增加经济收入， 在产业发展中
得到更多实惠。

据悉，到2019年，湘西州将稳
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7个国
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摘帽， 腊尔山
片区、吕洞山片区、红土壤片区、
永龙界片区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
区区域性贫困全部消除，1200个
贫困村全部退出， 国家现行标准
下的50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到
2020年，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
全国平均水平。 ■记者 蔡旻旼

我省特困人员可获照料护理服务
分三档向特困人员发放救助资金 今年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要达30%

2月CPI涨幅重返“1时代”
鲜菜价格大幅回落，水产品继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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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州精准帮扶去年35万人脱贫
完善机制，两年后贫困村将全部退出

免费领养
小盆栽

3月10日，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道科大佳园社区开展“绿植认领，助力美化佳园”活
动。社区为居民提供了绿萝、杜鹃、文竹、金边吊兰、薄荷等1000余盆盆栽植物，辖区居民免
费领取回家栽培。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傅佳 摄影报道

株洲芦淞市场群
重大火灾隐患开拆

本报3月10日讯 为做
好今年的汛期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 省国土资源厅今年首
次启动了湖南地质灾害防治
“红背包暖心行动”， 广邀社
会志愿者和媒体代表， 与专
业人员一起走进我省地质灾
害隐患点， 参与地质灾害防
治宣传工作。

“红背包暖心行动” 开设
了“红背包志愿者体验营”，

广邀社会志愿者和媒体代表
与专业人员一起走进全省地
灾隐患点，参与巡查、排查，学
习识灾、防灾、避灾急救知识，
体验一线地质灾害防治生活。
3月9日下午，第一批“红背包”
志愿者跟随2017年全省重要
地质灾害隐患汛前排查小组
深入到汨罗川山坪镇玉池山
村进行巡查体验。

■记者 潘显璇

防治地质灾害首次启动
“红背包暖心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