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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李伟锋）在今天
召开的全省投资暨重点建设工作会上， 省发改
委发布了今年首批230个省级重点建设项目名
单， 总投资达2.9万亿元， 其中今年计划投资
4868亿元。

230个项目中，重大基础设施及综合交通枢
纽体系项目71个，新型城镇化体系项目10个，现
代产业体系项目97个， 科技文化创新体系项目
23个，生态民生项目29个。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 将确保长株潭城际
铁路西延线、益阳至娄底高速、涔天河水库扩建
等工程在2017年竣工， 同时新开工建设怀化至
柳州铁路电气化改造、郴州北湖机场、湘西里耶
机场、黄盖湖防洪治理、五强溪水电站扩机等，

启动郴州、张家界、株洲等市磁浮线前期工作。
新型城镇化体系重在推进基础设施连接成

网、生态环保统一布局、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包
括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供排水防涝、长沙市南北
横线、洞庭湖环湖路、市级城市大气环境改善、
园区环境治理、城区公共汽车停车场建设等。

现代产业体系主要包括高端装备制造，新
材料，电子信息，装配式建筑，节能环保，有色石
化，消费品产业，现代物流，全域旅游，健康养
老， 现代金融等12个方面。 将新建湖南金融中
心、五矿铜铅锌产业基地、广汽三菱发动机、蓝
思3D曲面智能手机玻璃面板、海信电器宁乡综
合生产基地等项目。

科技文化创新体系重点依托长沙麓谷创新

谷、 湘潭智造谷、 株洲中国动力谷等创新聚集
区，加快关键共性技术突破，实施一批重大科技
专项；新开工建设“最忆韶山冲”文化旅游综合
体、 马栏山创意聚集区等项目。

生态民生项目将重点推进洞庭湖和湘资沅
澧四水综合治理， 加大对三仙湖、 五强溪、 东
江湖等重要湖泊水库生态保护， 加大易地扶贫
搬迁、 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 城区老工业区及
独立工矿区搬迁改造等工程建设力度。

�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李伟锋）记者从
今天召开的全省投资暨重点建设工作会获悉，
经省有关部门组织对2016年度省重点建设项目
工作进行考核并报省政府同意，有6个重点建设
项目单位被定为“不合格”等次。

由省政府办公厅发出的《关于2016年度全
省重点建设项目考核情况的通报》显示，对各市
州政府的考核中，长沙市政府、株洲市政府、益
阳市政府、郴州市政府均被定为“优秀”等次，其
余10个市州均为“合格”等次。

对省重点建设项目单位的考核中，有涔天河
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等
62个单位被定为“优秀”等次，6个单位被定为“不
合格”等次，其余均为“合格”等次。

被定为“不合格”等次的6个单位分别是：湖南
省长岳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岳阳—望城
高速公路）、株洲时代电气绝缘材料有限公司（时
代绝缘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产业化项目一期）、神
华集团国华电力分公司（神华国华岳阳电厂）、湖
南安慈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安乡—慈利

高速公路）、 中航湖南通用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
（通用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加工中心）、 中航动力株
洲航空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中航动力新科研生
产园区建设项目一期）。

据省重点办介绍，这6个单位被定为“不合
格”等次，主要是因为项目进度慢。其中，岳阳—
望城高速公路项目，原计划2016年10月竣工通
车，但时至今日，仍未实现竣工通车，且一度停
工；其他5个项目，按计划是2016年应该开工建
设，但实际上并未开工。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奉永成
实习生 陈玲丽 ） 今天，“12333全国统
一咨询日暨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宣传月” 活动在长沙市举行。 截至
2016年12月底，全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参保人数（含享受待遇人数）达3320.46
万人。 全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率和社
会化发放率达100%。

12333，是全国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利用电话咨询服务系统，向社会
和人民群众宣传、解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政策的公益性服务平台。 我省于2014
年成立12333电话咨询服务工作室，2016
年累计接听来电111万个； 今年我省拟采
取“集中建设，远程坐席”的模式，启动

12333电话咨询服务平台系统建设，搭建
分级管理、覆盖全省的信息化工作平台。

近几年来，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工作成效显著。从2009年起分批启
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
2011年开始分批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试点工作。 目前，“社会统筹与个
人账户相结合，个人缴费、集体补助与
政府补贴相结合，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
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制度框架已基本形成。

今年3月30日到4月30日是全省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宣传月，宣传月的
主题为：让更多的人享有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

�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 （记者 陈淦
璋）记者今天从省住建厅获悉，国务院
刚刚下发了《关于发布第九批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名单的通知》，我省九嶷山-舜
帝陵、里耶-乌龙山2处风景名胜区榜上
有名。 至此，我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
数增至22处，与浙江省并列全国第一。

自1982年起，国务院发布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名单。我省另外20处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是：韶山、岳阳楼-洞庭湖、武
陵源、崀山、岳麓山、衡山、猛洞河、桃花
源、德夯、万佛山-侗寨、紫鹊界梯田-梅

山龙宫、虎形山-花瑶、南山、东江湖、苏
仙岭-万华岩、福寿山-汨罗江、凤凰、沩
山、炎帝陵、白水洞。 其中，武陵源、崀山
2处风景名胜区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省住建厅介绍，全省目前共有风景
名胜区71处，包括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2
处、省级风景名胜区49处。 我省将按照
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
用的原则，切实做好风景名胜资源的保
护和管理工作，促进风景名胜区可持续
发展。

廖声田 宁奎

6时起床， 打扫店面卫生， 照顾丈夫起
居……3月30日，在慈利县城一间彩票店，迎着
晨曦，黄美娥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 而不幸的家庭
各有各的不幸。 17年来，黄美娥用瘦弱肩膀、
浓浓爱心，让其不幸的家庭一步步走向幸福。
“累并快乐着。 ”她满脸笑容地说。

17年前，25岁的黄美娥与常德小伙鄢国
舫喜结连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婚后几年，
不幸接二连三，公公患绝症离世，丈夫工地坠
楼致半身不遂瘫痪在床， 婆婆楼梯滚落摔伤
致死，还有独身残疾小叔、襁褓中的孩子需要
照顾，重担如巨石般压来。

黄美娥说，当时许多人劝她一走了之，可
她选择了留下。

“如果没有她，这个家早就散了。 ”走进他
们的房间，虽简陋但整洁，躺在床上的丈夫鄢
国舫向记者娓娓道来。

刚成家那年，做木工的鄢国舫因手艺好，
在城里承包业务， 收入不错。 妻子心灵手巧，
小日子过得幸福。 随后，接踵而来的不幸降临
这个家庭，春去秋来，多亏黄美娥独自承担。

黄美娥怀孕的那年夏天， 她顶着烈日，背
着喷雾器在田里忙着农活。多少次跌坐在泥水
里，药水洒满全身。

孩子两岁时一个晚上， 突然两腿抽搐、高
烧不止。黄美娥拿上手电，披上外衣，抱着孩子
往离家四五里的诊所跑。 漆黑的夜晚，山路坎
坷难行，她咬牙坚持着。因治疗及时，孩子最后
平安无事。

2012年冬，鄢国舫下肢冰凉，黄美娥买了
热水袋驱寒，鄢国舫不慎被烫伤感染溃烂。 医
生说需要植皮，要1万多元钱。鄢国舫坚决不同
意治疗。平时舍不得花一分钱的黄美娥没有丝

毫犹豫，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她安慰丈夫：“只
要人在，就有一个完整的家在。 ”

黄美娥的坚守， 感动了婆家高岭山村村
民。“她是我们村最好的媳妇。 ”70多岁的冯大
爷夸赞道。

“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鄢国舫动情地
说，10多年来，妻子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几乎
没有添新衣，经常胃疼，整夜睡不着，却从不肯
去医院检查。

2013年，孩子上了初中，家庭负担更大了。
在娘家亲戚帮助下，黄美娥将孩子转到慈利上
学，带上丈夫，到慈利县城经营福利彩票。

在妻子影响下， 鄢国舫也从未放弃努力，

凭着超人的毅力，不断创造奇迹，如今可以依
靠轮椅活动，生活基本能自理。

两人的孩子也很争气，初中毕业以高分考入
了慈利一中就读。对未来，黄美娥充满幸福憧憬，
她说， 等将来孩子大学毕业了， 日子就好过了。
2014年，他们家获得慈利县“最美家庭”奖。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刘昆 黄淼） 记者今天从省民族宗
教事务委员会获悉，经省人民政府同意，
《湖南省“十三五”少数民族事业发展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印发。 这是建
国以来我省编制的第一个少数民族事业
发展规划， 开启了我省以专项规划引领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先河， 在我省
民族工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规划》提出了当前及今后几年我省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12大任务：
一是加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
推进全省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三是
推进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发展， 四是推进
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 五是加大民
族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力度， 六是加大散
居少数民族工作力度， 七是大力促进民
族关系和谐融洽， 八是推进民族地区对
外开放力度， 九是加强少数民族干部人
才队伍建设， 十是加强民族理论政策体
系建设，十一是加强民族法制体系建设，
十二是提高依法管理民族事务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提出了包括
财税政策、投资政策、金融政策 、土地
政策 、产业政策、生态补偿政策、对口
支援政策等7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比如，
在财政政策方面，《规划》提出：“加大省
级财政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力度，在计
算均衡性转移支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
补资金时，给予倾斜和照顾。 安排专项
经费时，提高因素分配法中少数民族和
民族地区因素的比重。 加大财政对扶贫
开发的投入，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
重点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倾斜。 ”
在民族地区比较关心的配套资金方面，
《规划》 明确：“对民族地区公益性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取消县以下和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市州级配套资金。 ”这些政策
既在顶层设计上充分考虑我省民族地
区的实际，又在扶贫攻坚、推动区域发
展、 改善民生方面明确了政府职责，充
分体现了“十三五”时期我省支持少数
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取向。

�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李晓鹏） 省保险行业协会今天
发布了最新制定的《湖南省保险行业机
动车辆保险理赔服务规范(试行)》和《湖
南省保险行业机动车辆保险承保服务
规范(试行)》，明确保险公司应当为消费
者提供全天24小时、 全年365天无间断
报案受理、理赔咨询、查勘定损服务。

理赔服务规范对理赔时效作了详细
规定，包括保险公司理赔查勘人员应当在
接到调度指令后的5分钟内与报案人取得
联系，核对报案信息，核实查勘地点，告知
理赔流程和索赔须知； 车辆损失金额
2000元以下的要求现场及时核定， 客户
理赔资料收集告知要求最长不超过3日，
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案件要求核定之后3
日内发出拒赔通知书，赔款要求在与客户
达成赔偿协议之后， 最长不超过3日内支
付。理赔服务规范要求保险公司与合作车

辆维修厂不得出现抬高维修价格、以次充
好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

承保服务规范从规范保险公司服务
行为入手，引导保险公司理性竞争；规范
保险公司、 保险中介代理的销售行为，防
止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误导投保的行
为；要求保险公司严格执行报保监会审批
或备案的保险条款和费率，不得擅自变更
保险条款、 任意扩展或缩小保险责任；不
得给予或承诺给予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
合同约定之外的任何利益， 如返还现金、
赠送有价证券、实物礼品等，不得向业务
单位输送不当利益及商业贿赂等。

省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曹瑞华介
绍，“两个规范”旨在规范市场行为，维护
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我
省财产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 今年前2个
月，全省保费收入达到400亿元，我省保
险行业今年有望跻身千亿产业行列。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谭萍）3月在春雨中走入尾声，4月
开始，阳光接手掌管天气舞台。 气象预报
称，31日省内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
雨，清明假期期间湖南天气较好，对祭祖
踏青出行有利，祭扫时请注意防范火灾。

即将到来的4月，南方有望结束“非阴
即雨”的“魔咒”，迎来一段连续的晴朗
天气。 省气象台预计，31日省内阴天
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株洲、
衡阳、永州、郴州部分大雨、局部地区
暴雨。 4月1日，多云。 4月2日到3日，多
云间晴天，最高气温升至25摄氏度以
上。4月4日，张家界、吉首、怀化、邵阳、
岳阳、益阳、常德阴天，部分地区有小

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
气象部门提醒，清明期间祭祀、上坟

等现象增多， 加之清明假期天气较好，气
温回升快，极易引发火灾事故，请公众在
点烛、燃香烧纸、燃放鞭炮时，注意清理周
围可燃物，并进行现场守护，防止灰烬复
燃或飞火引发火灾。

今年首批230个省级重点项目发布

2016年度全省重点建设项目考核结果公布

6个项目单位被定为“不合格”等次

“她是我们村最好的媳妇”
———记慈利“最美家庭”奖获得者黄美娥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 （记者 张斌） 3月
29日，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出消息， 中
央纪委日前公开曝光了8起扶贫领域腐败问
题典型案例。 其中， 湖南城步就有一起扶
贫领域腐败案例被曝光。

这起曝光的典型案例， 是城步苗族自
治县丹口镇白水洞村党支部原书记李德平
等人违规获取扶贫工程项目并骗取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问题。 2014年， 该县招投标办
对丹口镇旺溪至洞头山砂石公路以工代赈
国债项目进行招投标。 李德平与斜头山村
村委会主任陈志开组织了三家公司围标并
威胁、 阻挠其他公司参与竞标， 最终以串
通投标方式获取项目合同。 李德平等人偷
工减料、 虚报工程量， 骗取中央财政扶贫
资金108.88万元。

据通报， 李德平、 陈志开受到开除党
籍处分， 司法机关已依法追究2人刑事责
任。 有关领导干部被问责， 丹口镇党委书
记、 工程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彭树柳，

县交通局党组书记、 局长王哲明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该县县委副书记、 原常务
副县长、 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杨映林，
县民政局党组书记、 局长、 县审计局原党
组书记、 局长肖益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该消息指出，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严
肃查处扶贫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把虚报冒领、 截留私分、 挥霍浪费扶贫资
金， 在扶贫工作中吃拿卡要， 以及脱贫攻
坚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不实不
准、 弄虚作假等问题作为查处的重点， 对
问题典型、 情节恶劣的， 省级纪委要直接
调查核实。 县、 乡纪委要进村入户， 在最
基层、 第一线直接了解情况， 掌握问题线
索， 以“精准” 监督促“精准” 扶贫。 要加
大问责力度， 以责任追究激发责任意识，
对扶贫领域腐败问题频发的， 要严肃追究
有关党委、 纪委的责任； 职能部门不履行
监管职责， 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 发现
问题后不报告不处置的， 也要严肃问责。

我省养老金全部按时足额发放
截至去年底， 参保人数达3320.46万人

我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增至22处
九嶷山-舜帝陵、 里耶-乌龙山新晋榜单，
总量居全国第一

城步一起扶贫领域腐败案例
被中央纪委通报曝光

机动车保险承保和理赔服务规范出台
险企需24小时、365天提供无间断报案受理、
理赔咨询、查勘定损服务

月桂聊天

清明假期天气较好
利于祭祖踏青出行，请注意防范火灾

■点评

面对接二连三的人生不幸，农村妇女黄美
娥毅然面对，独自扛起所有困苦；面对一道道
生活难题，她从容解答，撑起家庭的希望。问世
间最可贵的是什么？ 是困苦夺不走的真情，是
永不言弃的努力。

我省首个少数民族事业发展规划印发
明确财税、 金融等7个方面的政策支持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 � � � 3月30日， 居民在黄美娥店里购买饮用水。 黄美娥经营小店， 勤俭持家， 营造幸福家庭。
李森林 摄

●涵盖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现代产业体系、生态民生等领域
●总投资2.9万亿元，其中今年计划投资4868亿元

荨荨（紧接1版①） 要向市场要效益， 不能让好的创新
成果躺在研究机构里睡大觉，拓展创新成果应用的市
场领域和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
成本，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加快改革步伐，积
极、有序、稳妥地推进公司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等
各项工作，完善鼓励员工干事创业的激励机制，把企
业活力、创造力和市场竞争力激发出来。

许达哲表示，省委、省政府将创造更加优越的
环境，继续支持包括湖南航天在内的广大军工企业
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荨荨（紧接1版②） 要坚持严格规范程序， 合理安排换
届“时间表” ，依法依规编制“流程图”， 开展法制教育

“大行动”，确保选举依规合法有效。 要坚持加强党的
领导，加强党员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党员群众参与率，
保障党员群众民主权利。 要下大气力排查化解可能出
现的矛盾和问题，坚持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
小，切实维护换届秩序和农村稳定。 要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五个统筹”， 强化督促指导，严明换届纪律，把这
件大事办实办好，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王少峰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
识抓好这次村（居）“两委”换届的重大意义，突出深
化思想认识抓落实、 突出选优配强换好抓落实、突
出严格依法依规抓落实、 突出从严正风肃纪抓落
实、突出压紧压实责任抓落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抓好换届各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