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慧云 宋云钊）近日，记者从永州市
公安局收缴整治枪爆物品专项行动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截至11月8日，该市共办理枪爆
行政案件217起， 破获枪爆刑事案件130起，
摧毁非法制贩枪、 非法制造买卖爆炸物窝点
7个，收缴非法枪支2072支、炸药火药800余
公斤。收缴枪支、办理行政案件、破获刑事案

件3项工作均暂居全省第一。
根据省公安厅的安排， 该市收缴整治枪

爆物品专项行动从10月8日开始， 今年12月
31日结束。到目前，全市公安机关接到涉枪
涉爆举报线索16条，查证属实13条，兑现举
报奖励金10万元。10月13日， 该市公安局刑
侦支队根据群众举报线索成功摧毁一个制
枪窝点，次日顶格兑现举报奖励3万元。

永州整治枪爆工作全省领先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铮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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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曹辉 蒋睿 向静）
“谢谢你们的关怀，现在孩子和我的身体状况
都非常好。”11月28日， 韶山市银田镇南村村
周圆满带着正好满月的女儿向该市妇联送上
了一面锦旗。48岁的周圆满在今年年初通过
生殖辅助技术生下女儿，并申请获得了3551.8
元危重孕产妇救助金。 对于失独家庭的周圆
满来说，这笔救助金无疑是雪中送炭。

今年，湘潭市委、市政府将妇女儿童健康
服务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纳入重点民生实
事，安排市、县两级财政700万元专项经费，从
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贫困家庭孕妇免
费产前筛查、 孕产妇孕产期健康知识普及和
发放贫困危重孕产妇救助金四个方面， 不断
扩大覆盖范围，提升救助费用标准，为妇女儿
童健康撑起了保护伞。

在保障城乡贫困危重孕产妇救治方面，
湘潭市人民政府出台了《湘潭市贫困危重孕
产妇救助办法》，对全市贫困危重孕产妇医疗
费用在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救助的基础上，
再按比例给予救助。今年在市、县两级危重孕
产妇急救定点医院救治的贫困危重孕产妇15
人，全部得到救助。今年全市孕产妇死亡率比
去年下降了75%。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记者 陈永刚）
今天下午，2016湖南全民节水校园行暨首
届“节水小记者”选拔活动在长沙市清水塘
第三小学举行， 本次活动以“节约每一滴
水，守护每一片绿”为主题，来自开福区清
水塘第三小学、 枫树山小学等5所学校的
师生代表近千人参加活动。

国家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给
我省划定了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 全省用
水总量到2030年要控制在360亿立方米，
这也是我省水资源管理的“控制红线”；而
2013年我省实际用水总量已达332.48亿

立方米，节水空间巨大。湖南省节约用水办
公室的专家为师生们讲述了我省水情、水
资源现状以及节约保护、 严格管理水资源
的重要性和日常节约用水知识， 并与孩子
们进行了现场互动。活动现场还进行了“节
水小记者”选拔展示和节水文艺表演。

本次活动由省水利厅主办，省节水办、
长沙市水务局、 长沙市教育局、 湖南电台
News938潇湘之声等承办。近年来，省节
水办积极联合媒体走进校园， 面向广大中
小学生开展节水爱水宣传教育， 帮助学生
从小树立水生态文明理念。

通讯员 张武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冬天的寒流，来得格外猛烈。然而，开福
区新河街道陈家湖社区却呈现出另一番景
象:宽敞整洁的街道，绿树成荫；人来车往，秩
序井然；社区自然和谐，广场欢声笑语。

地处银盆岭大桥东侧的陈家湖社区，过
去为城乡结合部，建筑物杂乱无章，违章搭建
房彼此相连； 高大的围墙将整个小区围成11
个老死不相往来的院落……居住在此处的上
千户居民，不堪忍受这样的居住环境，多次联
名要求政府整治。

整治任务相当繁重， 需要拆除186处、
6000多平方米违章建筑，构建两纵两横的道
路格局，需拆除1.9公里围墙，增建停车位300
多个……预计工程在3年以上。由于住户和辖
区单位的大力助推， 陈家湖提质改造一期工
程仅用3个月就全部完工，提质改造二期工程
正在进行中，预计年底完工。

整治工作开始之前，居民林蝶自己动手
主动拆除了35平方米的杂屋；辖区单位湖南
省交通设计院为支持社区提质， 无偿拆除
300米围墙， 主动让出500平方米面积交社
区使用。 如今的陈家湖社区已华丽转身，融
入新的主城区。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记者 张湘河 通
讯员 向晓玲）泸溪县近日为全县147个贫困
村赠订了2017年《湖南日报》等党报党刊。该
县已连续18年为全县贫困村赠订党报党刊。

为了让贫困村的村民及时了解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掌握市场信息及科学技术知识，泸
溪县扶贫开发办从扶贫技术培训费中拿出2万
元为特困村赠订了《湖南日报》。同时，联点扶
贫的省、州、县直单位也挤出3万余元，分别为
94个建整扶贫村各赠订了1份《湖南日报》。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吴豪 曾祥）“县
国税局最务实，精准帮扶真正把贫困村民放
在心上！”近日，新化县洋溪镇集星村村支书
邹定新感慨地说。

新化县国税局自与集星村结对帮扶以
来，与村支两委对扶贫村具体情况进行调查，
识别贫困户71户179人，深入分析贫困原因，
研究制定一户一帮扶措施，做到“因户施策”。

该局将集星村修路作为扶贫工作的重中之
重，加大资金扶持力度。两年来，该局投入帮
扶资金10万元，协调资金超过20万元，修通
了一条长11.6公里的水泥马路， 彻底解决了
村民的出行难题。 该局还协助集星村积极发
展种植项目，与中药材协会联系，为集星村中
药材种植免费提供技术指导。 计划打造300
亩的油茶林基地，引入资金支持。

专项救助 雪中送炭
湘潭为贫困高危孕产妇撑起保护伞

2016湖南全民节水校园行活动
在长举行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邓玲玲）“不久前找到了一份工作，
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我会积极向身边
的朋友劝诫戒毒、‘防艾’ ……”11月30日
上午， 在衡阳市雁峰区雁峰街道社区戒毒
康复中心，一位戒毒康复人员说。当天，他
和其他26名戒毒康复人员一起，当起了艾
滋病同伴教育宣传志愿者。

12月1日是第29个“世界艾滋病日”。
为进一步提高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对预防
艾滋病的认识， 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11
月30日，衡阳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与雁峰街

道、 雁峰区疾控中心携手， 举办了一场以
“携手抗艾、重在预防”为主题的艾滋病防
治宣传教育活动， 数十名社区戒毒康复人
员参加。

目前， 正在雁峰街道接受社区戒毒康
复的113人中，艾滋病患者有27人。在民警
和社区工作人员帮助下， 他们积极接受治
疗， 有的已回归正常社会生活。 这次活动
中， 担任志愿者的27名戒毒康复人员承
诺， 将积极向周围同伴传播预防艾滋病的
知识，动员高危人群主动接受艾滋病检测，
早发现、早治疗、早控制。

衡阳：戒毒康复人员当“防艾”志愿者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刘从武 李腾朝）“我们村通过政策
贷款30万元建设的60千瓦光伏电站，已基
本建成，每年收益达6万元，对我们这种贫
困村集体经济和贫困户都是一个不小的
帮扶。”11月25日，宜章县黄沙镇晓夏街村
党支部书记李孟根高兴地说。

根据国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光伏

扶贫工程试点工作的通知”精神，我省实施
“百点千村万户”光伏扶贫项目计划，并确
定在郴州先行试点。宜章将在省定的84个
贫困村中，试点建设5040千瓦村级光伏电
站,每村将安装60千瓦，可连续收益25年。
目前，该县黄沙镇新坌村、晓夏街村2个光
伏电站已建成，待并网后发电生产；另有6
个村正兴建中，计划于年底前全部完成。

宜章：试点光伏扶贫项目计划

泸溪为贫困村赠订《湖南日报》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杨晖）“从挂号到缴费，操作我只用了
1分钟， 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11月24日，在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怀化市三医
院） 门诊看病的杨芬不禁十分感慨，“以前老
早赶来排队挂号，既费神又费事，现在用微信
在家就能挂号， 来到医院就可以直接就诊看
病，确实方便多了。”

杨芬的赞叹源于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采取“医院内部平台+微信入口”的模式，
患者无需下载安装APP， 直接通过微信公众
号关注“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就能
访问“患者移动服务平台”，从门诊到住院、从
院内到院外、 从医疗到健康的全流程闭环医
疗与健康服务，极大方便了患者就医。在此过
程中，医院对平台实现自主可控，保护患者隐
私。通过“患者移动服务平台”，市民可以进一
步及时接收“挂号成功、缴费提醒和检验检查

结果”等信息，使就医信息更加对称和透明，
医患之间更加相互信任。

该移动互联网平台自今年4月5日起试
运行以来， 已累积用户关注数10000余人，
切实解决了老百姓就医不便等诸多问题。该
院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借助该平台完善诊
前、诊中、诊后的服务，依托“互联网+”的辐
射面，随时随地为患者提供最优质的医疗服
务。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李中满) 东安县教育局近日在部分
中小学校向学生及家长开展教育满意度调
查，并收集学生和家长不满意的典型问题，
进行再调研、核实、整改。目前，已查处违规
收费补课23人次、乱订教辅资料38人次、克
扣学生伙食费及乱发教师福利7人次。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要真正做到学生
满意、家长满意。过去，学校教育好不好，都
是上级领导说了算， 教育教学中不正之风
时有发生。今年来，东安县教育局把学生及
家长评教议教摆上重要位置。 凡学生及家

长举报违规收费补课、体罚学生、不按课程
标准开课、布置超量作业、学生伙食差等问
题，一经查实，都给予严肃处理。

同时， 东安县大力倡导教师改变旧的
教育教学理念，树立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对学生一生幸福负责的思想。 教育部门把
教育教学有关规定及县教育局联校领导
的电话印制成“连心卡”，发到每个学生和
家长手中。每所学校门口，还公示驻校督学
照片和电话，随时接受监督。这一系列举措
赢得社会广泛认可， 促进了教育教学风气
的好转。

东安：教育好不好，家长说了算

11月30日上午， 宁乡
县龙田镇， 老师冒着严寒
下乡家访。当天，宁乡县第
十中学启动了“家校同心
育桃李，百名教师访千家”
家访活动，全校110名教师
将走进1280余名学生家进
行家访， 旨在增强老师责
任感，构建和谐家校关系，
促进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的有效衔接。

崔海 陈伟民 摄影报道

冬日家访

微信挂号 到院就诊
湖医附一“患者移动服务平台”便捷就医

新化县国税局“因户施策”扶贫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丁鹏军 王兵华） 泥土新翻， 葛

根满筐。 11月29日， 新田县新隆镇乐塘
村贫困户谢井元高兴地对记者说： “今
年的葛根可获利50万元。” 今年6月， 他
从申请到拿到贷款仅4天时间， 获得50万
元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发展
葛根规模种植。 近年， 永州市银监分局
引导辖内银行业机构为广大贫困户量身
定制金融产品， 大力助推精准扶贫， 今

年1至10月， 该市扶贫小额信贷投放总量
15.73亿元， 排全省第一， 完成年度任务
的227%。

为引导辖内银行业机构助力精准扶
贫， 该市银监分局将精准扶贫列入监管评
价重要内容， 每月一调度、 每季一督查、
定期专题研究， 并引导主责任银行对贫困
农户建档立卡、 信用评定， 围绕提高贫困
群体信贷服务可获得性， 积极引导银行业
机构创新扶贫专属产品。

永州：量身定制金融产品扶贫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
平 通讯员 伍云彬 成崔巍）“参加法治活动，
我们深受教育，今后一定要自觉抵制各种不
良行为，做一个好学生。”11月22日，新宁县崀
山培英学校高三学生唐涛向记者介绍他参
加“法治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的感受。

据悉， 为帮助广大青少年增强法治意
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今年，新宁县检察院组

织13名精通业务、责任心强的干警，采取
模拟法庭、情景短剧、演讲、征文等青少年
喜欢的形式， 深入全县各中小学校， 开展
“法治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开辟法制教
育“第二课堂”。该院还开设了公众微信号，
为青少年提供法律咨询等。目前，已在全县
中小学开展法制宣讲7次， 发放宣传手册
2.4万余份，青少年受教育人数达3万余人。

新宁：3万青少年受益法治“第二课堂”

陈家湖旧城改造
的华丽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