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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1日讯（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龚卫国 彭辉）近日，芷江
侗族自治县土桥乡岔溪村卫生室医
生陈国章， 来到83岁的村民胡玉秀
家，与老人签订了服务协议。 从此，身
患高血压病的胡玉秀有了自己的“家
庭医生”。

为解决农村群众看病难，今年初，
芷江推行乡村医生签约服务。 村民自
愿签约、自愿选择乡村医生，乡村医生

作为签约服务第一责任人， 免费为签
约村民提供一般常见病、 多发病诊疗
服务。 乡村医生门诊日志由村卫生室
存档，乡镇卫生院每月进行审核，并记
入乡村医生考评档案， 作为对其执业
考核重要依据。目前，全县已有8.1万多
户25.3万多人与乡村医生签约。

为做好签约服务工作，芷江各乡
镇卫生院采取划片包村方式，医院与
村卫生室结成对子，负责对签约乡村

医生进行业务指导。 乡村医生每年对
签约村民进行1次健康状况评估，及
时发现存在的健康危险因素、危害健
康行为等，并根据评估结果，制订个
性化治疗与保健方案。 如遇疑难、急
重症或受条件限制、需转院诊疗的病
例，乡村医生要为其及时提供医院预
约诊疗和双向转诊服务。 乡村医生还
对签约村民提供“点对点”服务，负责
及时将健康教育资料发放到签约村

民家，并送医送药上门。
实施签约服务，乡镇卫生院对村

卫生室的管理更直接、有效，并制订
了具体考核方案，考核结果与村医收
入直接挂钩，促使村医积极自觉完成
所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今年1
至8月， 芷江乡村医生上门为村民看
病送药达3.2万余人次， 并为农村
2895名高血压患者、674名糖尿病患
者建立了档案和保健方案。

本报9月21日讯（记者 戴勤 蒋
剑平 通讯员 张雪珊 赵绍君）近日，
邵阳市双清区组织对拟提拔任用的
46名科级干部，进行了任前廉政知识
考试。 对3名考试成绩低于70分的判
为不合格，予以补考，直至考试合格
才能任职。 进行任前廉政知识考试，
是该区加强干部廉政教育、打造“廉
洁双清”又一重要举措。

近年来，双清区切实加强干部廉
政教育。 一方面抓好正面典型宣传教

育。 去年来，先后开展了“五型”机关、
“五好”干部、基层干部勤廉榜样评选
等活动，以身边的典型激励干部廉洁
从政、勤政为民。 另一方面，抓好反面
警示教育。 今年，组织全区乡镇（街
道）一把手、区直机关单位主要负责
人及区纪委委员，到娄底监狱开展警
示教育。 还对部门单位“一把手”进行
述廉评议，在全省率先开展基层纪委
书记向区纪委常委会述职述廉活动
等。

同时， 双清区立足“经常” 和
“长远”， 建立反腐倡廉宣传教育联
席会议制度、 教育考评制度、 “廉
政套餐” 教育制度等。 组织干部观
看廉政教育片、 阅读廉政书籍、 上
好廉政党课、 撰写廉政心得。
并通过建立“谈话”、 “培
训 ” 、 “警示 ” 、 “普及”、
“提醒” 5种廉政预警机制，
对全区党员干部实行分层级
教育。 在50多个重点项目工

地， 建立廉洁文化进项目宣传栏，
将有关规章制度在办公场所上墙公
示， 方便群众监督。 今年来， 已先
后上廉政教育课124场次， 举办廉政
演讲16次、 廉政书画展23场。

本报9月21日讯（记者 王晗 通
讯员 段萍）作为中部唯一的国家现代
服务业综合试点城市， 长沙市雨花区
“打造中部现代服务业中心”的宏梦正
一步步清晰。 9月18日，长沙市雨花区
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签
署合作协议， 为雨花区建设中部现代
服务业中心进行战略规划设计。

目前，该区拥有航空、高铁、地铁、

轻轨、国道和高速公路汇聚的“六位一
体”交通优势，且经济总量连续13年稳
居中部39个城区前列， 作为中部地区
交通枢纽和优势经济核心区， 为现代
服务业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 经过
反复调研论证，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
合作研究院为雨花区确定了“现代金
融、商贸物流、商务智慧和康乐文体”
四大现代服务业发展产业支点。

本报9月21日讯（记者 贺威 通
讯员 吴清辉 彭琪）最近，双峰民警
赶赴永州将70岁的女犯罪嫌疑人袁
某抓获。 至此，一起沉积30年之久的
故意杀人案成功告破。 在此之前，此
案同犯、 潜逃30年的喻某投案自首，
到案时，喻某已经78岁。

1983年5月16日，双峰县甘棠镇
加祥大队阳吉生产队的李某喝中药
以后不久中毒死亡，双峰县公安局于
案发当日成立专案组立案侦查。经多
方缜密侦查，发现喻某、袁某有重大
作案嫌疑，袁某被抓获，喻某在逃。

经过初审，系单身汉喻某与袁某
通奸，被袁某丈夫李某察觉后，喻某、
袁某将毒药投入李某熬中药的药罐
中，毒死了李某。

袁某被抓获以后，因涉嫌故意杀

人罪被双峰县公安局收审5年， 但因
证据不足， 检察院不予批捕而释放。
为侦破此案，30年来双峰县公安局对
喻某的追逃工作一直未停止，由于犯
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加之当时侦
破条件有限， 此案始终没有告破，在
逃人员喻某被公安部列为部督逃犯。

今年以来，双峰县公安局采取多
种措施开展追逃工作，并重新整理案
卷。 民警连同镇、村干部开展对喻某
家属的投案自首规劝工作，对犯罪嫌
疑人袁某进行追踪，并查询到了袁某
及其直系亲属的活动轨迹。

9月2日，喻某来到公安机关投案
自首。 喻某交代，案发后连夜逃往外
地，没想到这一逃就是30年。 由于没
有户籍、没有身份证，其先后逃匿贵
州、云南、四川等地，以打零工为生。

本报9月21日讯 （郭蓉 李礼壹
杨军） 记者近日从益阳市教育基金
会获悉， 今年该市“千人千万千份
爱·捐资助教圆梦行动” 已筹得资金
1026万元， 共奖励资助师生4156
名。

8月12日， 益阳市委、 市政府发
出开展“千爱” 助学行动的通知，
倡议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
位干部职工积极开展爱心助学助教
活动 。 在社会各界热情参与下 ，
“千爱” 活动很快募集到大笔资金。

本报9月21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龙交春 陆元
龙） 近日， 衡南县湘江湿地保护小区正式建立。 该小区
分布于该县近尾洲、 栗江、 松江、 向阳、 云集、 车江、
咸塘等7个乡镇， 总面积2247.5公顷。

本报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胡域 吴贤臣

龙山县石牌镇是国家农业部授予的百合示范村镇。
近日，记者来到该镇红桥村，采访当地用网络销售百合第
一人———土家族农民张勇。

今年38岁的张勇，手持一部智能手机，不时发出“滴
滴滴”的提示音。

2005年，张勇第一次接触电脑；2009年初学会网购。 一
天，他在网上无意间浏览到兰州百合的销售情况，突发奇想：
何不在网上开店直接销售百合？ 于是，他很快在阿里巴巴注
册旗舰店，又贷款10万元，办起了无硫百合加工厂。把鲜百合
加工成百合干片，解决了百合不易储藏、不易运输的难题。

网店开业伊始， 接连10天没有一笔交易。 直到第11
天，江西的黄先生打来电话，要求寄点样品。 半个月后，订
购了8万元货。

有了第一笔交易，就会有第二笔。 接着，厦门一家食
品公司与张勇建立了长期关系，年购百合干片4吨以上。

交易源源不断， 客商遍布全国12个省市。 网店开张
当年， 张勇通过网络销售百合干片50吨， 销售收入120
多万元。 去年， 销售量已达80吨， 交易额300多万元。
今年来， 已销60多吨， 销售额达230多万元。

短短3年， 张勇还清了贷款， 还投资20万元扩大生
产， 其资产已超过300万元。

如今，石牌镇上出现了10多个百合网络营销户，他们成
了大山里一道别样的风景。

牵手商务部研究院

雨花区打造中部现代服务业中心

78岁疑犯投案 30年命案告破

益阳“千爱”行动资助4000余师生

“最美乡村”
梨邀您赶大集朗

木

本报9月21日讯（记者 陈永刚）浏
阳河畔、临湘山下，千年古寺陶公庙前，
一台独具水乡特色的文艺演出吸引数
千名村民和游客驻足观赏。 9月20日，
第三届“相约长沙最美乡村”活动走进
长沙县 梨街道，拉开了“和美 梨·纳

福水乡”赶大集系列活动大幕。
梨街道是一座有着1500多年

历史的古镇， 也是经济贸易集中的水
乡重镇。 每逢农历正月十三和八月十
七， 梨陶公庙都会举办盛大庙会，时
间长达10天左右。

今年的陶公庙庙会正逢中秋假
期，“相约长沙最美乡村” 活动走进这
里，举办文艺汇演、陶公庙祈福、乡村
赶大集、 省诗词协会现场送墨宝等丰
富多彩的活动， 使各地游客感受到淳
朴的乡村氛围。朗

木

朗
木

朗
木

朗
木

9月20日，“和美 梨·纳福水
乡”第三届 “相约长沙最美乡村 ”
赶大集系列活动， 在长沙县 梨
街道千年古庙陶公庙前精彩上
演。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朗
木

朗
木

百合网上销

衡南建立湘江湿地保护小区

本报9月21日讯（通讯员 李世宇
龚建海 记者 张斌）记者今天从古丈县
获悉，为加强野生鸟类及其栖息地的保
护，该县目前在栖凤湖湿地保护区挂牌
成立了“古丈县候鸟保护站”，并在全县
设立13个监测点和13条踏查线路，切实
加强辖区内候鸟保护工作。

时下正是候鸟迁徙季节。 在古丈县
栖凤湖湿地保护区，每天都有大批北来
南往的牛背鹭、白鹭等省级重点保护野
生鸟类在此栖息觅食。 在候鸟迁徙期

间，“古丈县候鸟保护站”将采取值班制
度和机动巡逻制度，实行24小时轮班值
班，执法巡逻队将不间断对重点地方进
行巡逻检查，防止捕杀候鸟行为发生。

古丈建13个监测站点保护迁飞候鸟

邵阳市 阴转小雨 22℃～31℃
湘潭市 阴转阵雨 25℃～30℃

张家界 多云转阴 24℃～32℃
吉首市 多云 22℃～30℃
岳阳市 阴转阵雨 24℃～31℃

常德市 多云 23℃～31℃
益阳市 多云转阵雨 23℃～31℃

怀化市 多云转阴 22℃～31℃
娄底市 阴转阵雨 23℃～31℃

衡阳市 多云转小雨 25℃～31℃
郴州市 小到中雨转大雨 23℃～30℃

株洲市 小雨 25℃～33℃
永州市 多云转阵雨 23℃～30℃

长沙市
今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
南风 3~4 级 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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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 村民有了“家庭医生”

双清 干部提拔前先“考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