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市 小雨 10℃～12℃
湘潭市 中雨 11℃～13℃

张家界 小雨 12℃～14℃
吉首市 小雨 10℃～12℃
岳阳市 小雨转中雨 10℃～12℃

常德市 小雨转中雨 10℃～14℃
益阳市 小雨转中雨 10℃～13℃

怀化市 小雨 11℃～12℃
娄底市 中雨 10℃～12℃

衡阳市 中雨 12℃～13℃
郴州市 中雨 13℃～15℃

本版责编 李茁 版式编辑 李妍 责任校对 胡永龙

市州新闻

株洲市 小雨 11℃～14℃
永州市 中雨 12℃～14℃

13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阴天有大雨
北风 2 级 11℃～12℃

２０12年11月8日 星期四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刘立武 严非平 陈志勇 ）11月1日 ，今
年67岁的华容县东山镇五保老人黄克
桂病愈出院， 医院只要求他在新农合
补偿结算单和民政医疗救助单上签上
名字，一分钱也不用掏。

1个月前 ， 老黄因患多发性脑梗
塞 ， 在县中医院住院治疗花了12926
元 ， 新农合支付了10713元 ， 剩余的
2213元由系统自动转到民政救助解

决。 这是该县为了解决农村五保户看
病难、住不起医院的问题，开通的 “一
站式”医疗救助绿色服务通道。

去年8月， 该县在全县5所县级医
院及22所乡镇卫生院， 开展了农村五
保老人医疗费用补偿 “一站式服务”。
当地乡、 镇为五保老人参加新农合买
单， 新农合报销后不足部分医药费全
额由医疗救助资金解决。 目前，该县所
有五保老人资料都提交到新农合数据

库中，当这类人群就医时，只需提交五
保证、身份证和新农合ＩＣ卡，在乡镇民
政办备案后就可办理住院手续， 医疗
费用由定点医疗机构先行全额垫付 ，
治疗结束后五保户签字即可出
院，费用由定点医疗机构与新农
合和医疗救助管理机构结算。 从
此，该县五保老人看病住院不用
掏钱了，全县5789名五保老人彻
底告别了看病难的历史。

到10月止，今年该县共有1019名五
保老人患病住院治疗， 住院费用共计
282.2万元，新农合补助支出239.8万元，
医疗救助支出42.3万元。

本报记者 熊远帆

“老师们的生活往往比较单
调，基本在教室与家庭之间做‘两
点一线’运动。 这次来灰汤，让我
们有机会走出校门， 享受温泉的
惬意，有利于身心健康。 ”长沙市
“邀省会名家，享灰汤温泉”活动
中， 作为教育界代表的浏阳市一
中教师李建洋在享受完温泉后
说。 10月31日至11月7日，第四届
中国长沙 （灰汤） 温泉节举行的
“邀省会名家，享灰汤温泉”活动，
让省会千名劳动模范、 千名教育
专家、千名医疗专家、千名文化名
人、千名企业家、千名老干部、千
名科技专家和部分市民共近万人
享受到了灰汤的“暖流”。

晚上，灰汤紫龙湖旁奉献了
一台“汤泉神韵”生态实景演出。
赏完文化大餐，再享“国汤”之温
情。 灰汤是中国三大著名高温复

合温泉之一。 近年来，灰汤以打
造中国现代最美温泉城、创建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为目标，完成项
目投入近40亿元，基础设施快速
推进 ，配套服务全面完善 ，整个
旅游产业有了质的提高，兴建了
包括从五星级酒店到普通疗养
院、乡村休闲山庄等在内的度假
设施，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化
旅游度假区。

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陈
润儿在第四届中国长沙 （灰汤）
温泉节开幕式上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作为旅游线路枢纽的灰
汤温泉，以水温奇高、水质奇妙、
水产奇特而声名远播 ，素有 “国
汤 ”之美誉 ，千百年来深受世人
青睐和颂扬。 这次活动是让为国
家和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劳动
者，享受到 “国汤 ”，让他们快乐
工作 ，享受生活 ，这样才能激励
劳动者。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倪正芳 刘烨）10月30日晚， 湖南
人文科技学院体育馆内， 上千名师生聆
听了省金牌义工肖光盛和娄底残疾人爱
心互助会优秀志愿者等人的感人故事 ，
正式开启了“德行潇湘”———道德模范高
校巡讲报告会的第一站。

为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
校园， 娄底市精心组织了来自身边的平凡
人物，讲述不平凡的事迹。 他们中有不计名
利、 痴心不悔，22年如一日投身爱心事业，
影响60多万人传递爱心的娄底首届道德模
范人物肖光盛老人； 有拖着残疾身躯奔赴
汶川地震灾区开展心理救援， 赢得灾区群
众和社会各界高度赞誉的娄底残疾人爱心
互助会成员。

“美容师”扮靓衡山农村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匡玉 通讯员 夏建军 李佳辉）

11月6日一大早， 衡山县福田铺乡云岭村村民王观生开始
忙碌起来。 他一边清扫村里的公共场所，一边逐户到农户
家分类收集垃圾，并帮助农户搞好“门前三包”。 王观生是
村里的专职保洁员，被人称为环境卫生“美容师”。 在衡山
县农村，像王观生这样的“美容师”已有320多人。

今年初，衡山县把农村环境卫生整治作为双文明建设
的重要工作来抓。 目前，全县有200个村近1000个自然村庄
得到美化，村民房前屋后白色垃圾、臭水沟得到彻底整治，
村庄整洁，无暴露垃圾、无乱堆乱放，河道、池塘等水面无
漂浮物。

华容五保老人医疗全免费

让劳动者享受“国汤”

道德模范肖光盛
感动大学生

11月5日，
70岁的杨娭
毑在指导居
民用废旧扑
克牌制作器
皿 。 在长沙
市芙蓉区韭
菜 园 街 道 ，
不少老娭毑
将废旧纸制
作成纸盒等
器皿送给他
人 ， 以此倡
导 环 保 生
活。
本报记者 赵

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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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11 月 7 日 讯 （ 记 者
向国生 廖声田 尹超 通讯员
涂 国平 李燕杰 ） 近日 ， 记者

从国土资源部官方网站获悉 ，
经中国温泉之乡 （城 、 都 ） 和
地热能开发利用示范单位评审

委员会评审 ， 拟命名全国25个
单位为中国温泉之乡 （城）、 地
热能开发利用示范单位称号 ，
目前正在公示 ， 慈利县名列其
中 ， 成为此次我省唯一获批的
温泉之乡 （城、 都）。

慈利县成功申报“中国温泉之乡”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刘跃兵）
11月5日， 道县蚣坝镇养鹅大户
黄鑫平把80羽灰鹅送走，进账1.2
万元。

近年来，道县坚持“政府扶持、
企业引导、农户养殖”发展道州灰
鹅产业。1至10月全县出笼道州灰
鹅79.8万羽，销售收入近1.2亿元。

道县灰鹅产业过亿元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周勇军
张晶 通讯员 陆蓉 ）11月7日下
午，一场特殊的开班仪式在常德
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常德各
地的105名农村演出经纪人将在
这里参加3天业务培训。

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常

德群众文艺演出“百团大赛”刚刚
落下帷幕，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农
村演艺事业，规范农村演出市场，
该市将参加“百团大赛”的“领头
人”———农村演出经纪人进行集
中培训，学习演出艺术、团队管理
等知识。

常德集中培训农村演出经纪人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杨柳青
通讯员 曹灿辉 赵炜 刘江龙）随
着益阳市中心城区迅速扩容，赫
山区原有中小学学位严重不足的
问题突显，“孩子上学难” 一度是
家长们的心病。 为缓解中心城区
学校学位紧张， 促进教育均衡发
展，赫山区教育局去年启动“两扩
六建三步走”工程。 目前，已完成
“两扩一建”， 新增小学学位1620
个、初中学位600个。

“两扩六建三步走”方案，规划
在益阳大道以南扩建海棠学校（初
中）和梓山苑小学，新建海棠小学、

佳宁娜学校、碧桂园学校、科力远
小学、龙洲小学和丁香小学。 2011
年下半年，该区启动了第一步“两
扩两建”工程，即扩建海棠学校和
梓山苑小学，新建海棠小学和佳宁
娜小学。 目前，海棠学校扩建完工
并正式投入使用，扩建后的海棠学
校新增12个班， 规模达36个班，能
容纳学生1800名， 增加初中学位
600个。 海棠小学新建和梓山苑小
学扩建已基本完工，增加小学学位
1620个。佳宁娜学校已办完征地手
续，准备进入拆迁建设阶段，预计
明年下半年投入使用。

赫山区“两扩一建”见实效
新增小学学位1620个、初中学位600个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辛文 李英姿）10月25日，国务
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衡阳综合保税
区。 至此，湖南实现综合保税区“零突
破”。

衡阳综保区既是全省首家综保区，
也是全国为数不多获准参照上海洋山
保税港区政策的综保区。 目前衡阳综合
保税区一期规划用地已完成围网建设，
区内完成了水、电、路、讯、气等基础配套

设施建设， 并已建成标准化厂房18.3万
平方米。 已有富士康、欧姆龙、特变电工
等19家企业拟进入综保区。

近年来衡阳外向型经济加快发
展 ，13家世界 500强及 16家大型央企
“扎堆”衡阳，出口贸易加工短短几年
翻了24倍之多。 随着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全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
点承接地、五定班列、公路口岸、无水
港、 湖南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等

多块“金字招牌”花落衡阳，设立综合
保税区已条件成熟。

综保区功能定位为“保税仓储、出
口加工、转口贸易”。据现行有关政策，
海关对保税区封闭管理， 境外货物进
入保税区实行保税管理， 境内其他地
区货物进入保税区视同出境。外经贸、
外汇管理部门也对保税区实行相对优
惠的政策。

对衡阳乃至湖南而言，综合保税区

都将给外向型企业带来“真金白银”的
效益。 记者了解到，衡阳综合保税区在
通关方面将采用国际最快捷的全新通
关方式，一次申报，一次审单，一次检
查，一次放行，电子数据联网，24小时监
控；并在海关监管、企业税收、区储货品
种时限、关税、外汇管理等方面享受特
殊优惠。 衡阳综保区设立后，将吸引衡
阳及周边市州更多有需求的企业选择
衡阳为出口地，共享“综保利好”。

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衡阳综合保税区

湖南实现综保区“零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