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民司法改革
率先在法庭设律师调解室

本报11月13日讯 有着10年
党龄的周建是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立案庭负责人，也是基层党支
部的副书记。提起每个月一次的主
题党日活动，她如数家珍。

“在庭里的周例会上， 周姐总
能找到十九大报告精神与业务工
作的结合点，给大家上党课。其中，
提得最多的就是‘司法改革’、‘司法
为民’。”同办公室的杨琴告诉记者。

岳麓区法院是全国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改革示范法院，立案庭
便是这项改革的具体承担者。从
2012年开始， 岳麓区法院先行先
试，率先在全省开展诉前调解分流、
诉中委托调解工作，而今，医疗、物
业、家事、交通事故、知识产权等专
项调解室如雨后春笋般建立。

今年9月， 周建带领团队尝试
将律师调解室设立到人民法庭。谁
知，这与一个月以后，最高人民法
院和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开展
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的精神
不谋而合。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常研 黄旭

本报11月13日讯 连日
来，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党委和
直属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省公安厅
交警总队党委书记、 总队长蒋
建湘强调， 要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指引， 用新精神凝聚新共
识，用新思想开启新征程，全力
预防和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的发
生， 最大限度地为人民群众提
供便民利民措施。

蒋建湘要求， 在年度各项
工作已经进入收官之季的紧要
关头， 全省公安交管部门要全
面落实道路交通管理的人防、
物防、技防的措施，特别要最大
限度地把警力、车辆、装备等摆
上路面，切实提高见警率、管事
率，确保今年“重特大道路交通

事故零发生、 道路交通事故主
要指数下降20%”。

要全力推进依法管理道路
交通的进程，走法治强警之路。
将建设全省交警系统执法监
管平台，将交通执法中的接处
警、受立案、案件审核审批、送
达、案件结果评价等执法环节
全部嵌入监管平台，实现执法
全环节风险预警、 管理和监
督。推动建立民警执法电子档
案管理机制。推行基于执法监
管平台的电子执法档案管理
机制，打造“一人一档，终身追
溯”的“数据化执法档案”，督促
民警追求“执法优作为”。推动
《湖南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立
法工作。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雷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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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健康基础，建设健康中国
开福区青竹湖镇84岁的赵同

春大爷因帕金森综合征及脑梗后
遗症行动不便，卧床几年。2016年8
月份，全科医生杨宇签约赵爷爷家
庭医生后，每月都会下基层家庭病
床为他检查护理，并邀请专家为他
制定了科学的饮食方案和康复治
疗。杨宇介绍，为充分发挥家庭医
生作为居民健康“守门人”的作用，
开福区青竹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以“一名党员一面旗”的服务
模式，5人成立一个团队，建立签约
家庭与全科医生及其团队之间长
期稳定、连续、可及的服务关系，进
一步提高社区居民健康保障水平。
（详见今日本报A04版）

健康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
追求，也是一个国家、民族昌盛和
富强的重要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没有全民

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从实现
民族复兴、增进人民福祉的高度，
把人民健康放在了优先发展的战
略地位。

当前，由于工业化、城镇化、
人口老龄化，由于疾病谱、生态环
境、生活方式不断变化，我们面临
着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卫生与健康
问题。加快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
既是国家发展的要求，也是民众期
待自身健康能得到保障的迫切需
要，因此，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健
康中国”建设让人们满怀期待。

“全科医生” 的培训和发展，
对于基层医疗队伍建设和基层民
众健康保障建设是一个突破口，
它既能够最大程度地优化医疗资
源， 使其得到最合理的分配与利
用，又能给社区居民提供最快速、
最便捷、 最经济的诊疗及医疗保

健服务。 全科医生与家庭签约之
后， 在就诊效率和分解医院门诊
压力这两方面的益处是显而易见
的，更重要的是，它将使像新闻中
赵大爷那样的弱势人群在减少时
间与人力、资金成本的前提下，同
样享受到细致的诊疗和照护。

长沙市去年将“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作为健康“礼包”送给长
沙市民，截止到今年七月，据市卫
计委数据显示， 全市家庭医生签
约 人 数 达 192.04 万 ， 签 约 率
28.14%，其中，老幼、孕产妇以及高
血压、 糖尿病等重点人群签约
115.4万， 重点人群签约覆盖率达
35.29%。 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
一些问题也开始浮现， 目前长沙
市家庭签约医生只有不到 1500
人，而按照国际惯例的服务标准，
一个家庭医生对应服务2000个居

民， 那么长沙市目前至少需要
3500名家庭医生， 因此长沙有着
近六成的家庭医生的缺口。

长沙正在着手建设的全科医
生培训体系， 就意在填补缺口，争
取实现2020年家庭医生全覆盖的
目标。当然，在建设过程中，社区医
生待遇低、职业晋升通道受限等制
约基层医疗发展这些现实难题也
将是政府工作的重心，同时不排除
将更多的民众健康诉求纳入其中，
使全科医疗更加全面和多元。

建设健康中国， 是党对人民
的郑重承诺和重大民心工程，也
是我国履行国际义务、 参与全球
健康治理的重要体现。 唯有进一
步深化改革、 驰而不息地推进全
民健康保障和建设， 才能让民众
共享福祉， 为实现中国梦夯实健
康基础。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11月13日讯 今天
下午，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省
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全省
水环境治理和水利建设、农村
自然村公路建设、贫困地区中
小学校建设、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攻坚等民生工作。

会议指出，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关键要实，要坚持
理论联系实际， 在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上下功
夫， 把最终成果体现在实干、
实绩、实效上。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各项实
际工作中，体现不忘为人民谋
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
根本目的，抓住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既尽
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
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
一年干，久久为功。当前，要准
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的新变化，紧密结合我省
实际，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扎实推进治水、修路、办
学、扶贫、济困等民生工作，以
钉钉子精神，切实解决事关湖
南长远发展和人民普遍关心
的突出问题，带领人民创造美
好生活。

会议原则同意《统筹推进
“一湖四水” 生态环境综合整
治思路建议 (2018-2020年)》
和《湖南省水利薄弱环节治理
三年 行 动计 划 (2018-2020
年)》。会议要求，要着力解决
水环境突出问题，重点抓好洞
庭湖和湘江治理，抓好中央环
保督察组反馈问题的整改，抓
好防汛抗洪减灾救灾能力建
设;大力推进“一湖四水”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 坚持河湖共
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加强
水利薄弱环节治理，加快险工
险段隐患处置，确保明年安全

度汛;整合资源，加大投入，严
格考核，确保相关政策措施落
地见效。

会议原则同意《湖南省脱
贫攻坚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
建设实施方案》。会议要求，压
实责任，明确“省级统筹、市级
组织、县负主责”的建设模式;
保障资金， 确保工程进度；科
学规划，严格技术标准，适应
农村需要；加强监管，保证质
量安全和工程效益，确保2019
年底全面完成脱贫攻坚自然
村公路建设任务。

会议原则同意《湖南省
贫困地区中小学校建设实施
方案》。会议强调，要精心做
好规划设计， 健全工作推进
机制，省里加强统筹指导，县
市履行主体责任， 落实建设
条件和配套资金， 确保项目
顺利实施、如期完成。要加强
管理和指导，选好校长、配强
教师， 注重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 真正发挥教育扶贫济困
作用， 推动贫困地区教育事
业加快发展， 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

会议原则同意《关于支持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
施方案》。会议要求，全省各级
各有关部门要深刻认识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艰巨性
和重要性， 集中力量攻关，确
保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
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
康社会。 要突出脱贫工作重
点， 坚决打好基础设施建设、
易地扶贫搬迁、 产业扶贫、教
育医疗住房三保障等“硬仗”。
要认真落实脱贫措施，做好组
织保障、资金保障、帮扶力量
保障。要对照“三率一度”和中
央考核验收办法， 奋力冲刺，
补齐短板，坚决完成今年的脱
贫攻坚任务。

■记者 唐婷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原则同意“脱贫攻坚自然村通水泥路”等多个实施方案

扎实推进治水修路办学扶贫

法治强警，最大限度便民利民
将建全省交警系统执法监管平台

集中供暖
11月13日， 湖南湘江新区长

沙首个水源热泵能源站———滨江
新城智慧能源中心取水泵房内，技
术人员在进行设备调试。 当天，由
中节能先导城市节能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的滨江新城智慧能源中心
和洋湖生态新城智慧能源中心进
入最后的调试阶段，计划本月下旬
以湘江地表水作为空调系统的冷
热源，为周边片区居民提供集中供
暖，预计今冬供暖面积达到32万平
方米。
记者徐行通讯员 秦源谣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