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易巧君 刘运良） 记者今天
从省医保局获悉， 为贯彻落实今年5
月1日起施行的《湖南省基本医疗保
险监督管理办法》， 在今年年初确定
2018年为“强化医保监管年”的基础
上，省医保局已于近日正式制定并发
布《“2018强化医保监管年” 工作要
点》， 在全省医保经办系统全面启动

相关工作。
首先是从省本级做起， 建立完

善医保监管相关规程， 包括建立医
疗费用审核结算规程、 建立新增协
议机构评估规程、 规范协议履行实
地稽查规程和健全投诉和举报奖励
规程。

如健全信息化智能审核、 病例
回访审核和联动精准病历审核三种

方式相结合的复合审核机制， 对有
争议的不合理医疗费用实行专家评
审；进一步整合全省稽查力量，开展
专项稽查行动， 推行跨地区交叉稽
查。

探索建立跨地区调动监管力量
的机制， 充分利用各市州现有的监
管队伍、 医疗专家等资源， 逐步建
立全省动态管理、 统筹协调、 相互

支援机制， 开展异地稽查、 异地评
审。

探索建立“社会监督员”制度，
面向社会各界选聘医保监督员，对
协议医疗机构、 药店进行暗访或明
查， 参与医保经办机构的常规决策
听证或现场稽查行动。

逐步将医疗规则、 医保规则的
智能审核功能前移，在事前、事中提
醒、警示，从源头预防不合理医疗费
用的发生。 逐步建立健全大数据分
析系统，加强大数据分析监测，提高
事后费用审核准确率。

� � � � 湖南日报 4月 14日讯 （通讯员
周琪 记者 刘文韬）4月13日下午，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柯敏率队赴省
卫生计生委督办关于加强基层医疗
服务能力建设类别的代表建议。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省
人大代表共提出建议1311件，涉及教
科文卫方面的202件。 袁运长等代表
提出的关于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建设类别的9件建议被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会议确定为2018年重点处
理建议。

省卫生计生委汇报了建议办理
情况，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教育厅
等部门汇报了会办情况。省人大教科

文卫委还对吴飞驰代表提出的促进中
药事业发展的建议进行了督办。

王柯敏指出， 各承办单位要进一
步统一思想认识， 提高政治站位， 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高
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 要切实履
行好责任， 加强部门间的协调配合，
主办单位和会办单位各负其责， 确保
建议办理办出实效。 省人大教科文卫
委要严格督办各承办单位的代表建议
办理工作， 代表提出的问题， 凡是有
条件解决的， 抓紧解决； 承诺解决的，
制定计划、 明确时限逐步解决； 确因
客观条件无法解决的， 实事求是地说
明情况和原因，取得代表的理解和支持。

加强协调配合
确保办理实效

王柯敏率队督办重点处理建议

我省强化医保监管
推行异地交叉稽查，选聘医保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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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王湘华） 记者从今天开讲的
2018稻渔综合种养南县高峰论坛获悉，
我省2017年稻田水产养殖产量达19.02
万吨，同比增长93.69%，增幅惊人。

春暖人勤。在湘北洞庭湖区，稻
田养殖的小龙虾已经开始上市；在
湘南丘陵地区，农民正四处张罗“稻
花鱼”苗，等着插秧时投放。

省畜牧水产局副局长曹剑平介

绍，经过最近5年的探索发展，湖南
稻渔综合种养风生水起。 截至2017
年底， 全省稻渔综合种养面积已达
332.25万亩，比上年增长21.76%。根
据当前发展势头预测， 今年全省的
种养面积将继续大幅增长。

事实上， 从2017年全省水产养
殖的总体情况来看， 养殖总面积相
对稳定， 养殖水产品总量增长幅度
在5%以内。农民为何对稻渔综合种

养情有独钟、干劲十足？
在今天的南县高峰论坛上， 上海

海洋大学教授成永旭引用全国知名渔
业科技专家王武的“公式”进行了解答：
水稻+水产=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
安全+农民增收+企业增效。“1+1=5”
的逻辑在于： 种一季水稻再配合养虾、
蟹、蛙、龟、鳖等，粮食基本不减产，农药
基本不使用，化肥大量减少投入，同时
可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南县青树嘴镇稻虾种养大户陈
明亮告诉记者，平均每亩田可产小龙
虾150公斤、产优质稻500公斤，按目
前的市场行情，综合年产值在7500元
以上，纯利超过3500元。

省畜牧水产局规划，接下来用2
到3年的时间，在全省打造10个稻渔
综合种养示范县， 促进全省稻渔综
合种养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助
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王湘华）省水产学会、省渔业
协会今天透露，2017年全省小龙虾
总产值达到115亿元， 其中， 养殖业
45亿元、加工业10亿元、餐饮等服务
业60亿元。为促进小龙虾产业抱团发
展、科学发展，省渔业协会13日晚在
南县成立小龙虾分会。

2017年， 全省小龙虾养殖产量为
13.57万吨，居全国第三位。其中洞庭湖
区的益阳、岳阳、常德三市为主要产区，
占到小龙虾产量的96.7%。南县、华容、
临湘、君山、沅江等12个县市区养殖年
产量在1000吨以上。2017年8月，“南县
小龙虾” 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全省小龙虾养殖面积约120万亩，其中

稻虾种养100万亩，池塘、莲（苇）田养
殖20万亩。

目前， 全省从事小龙虾加工的企业
只有6家，年加工量约3.5万吨。其中，南县
的“顺祥食品”公司年加工量为2.18万吨，
成为全省当之无愧的“龙头”。

据初步统计，2017年全省小龙
虾的消费量约为20万吨， 其中最大

的消费市场是省会长沙。 消费缺口
大多从湖北等地调入。

省渔业协会小龙虾分会首任会
长周顺祥说， 分会将着重加强信息
沟通， 把消费端的市场信息及时传
递到生产端， 以此指导生产， 避免
“一窝蜂”盲目投入，实现科学、有序
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天气清明，山林越发丰满，几乎
找不到枯索的枝头了，每一根枝丫都
在长叶或开花。

此时的绿特别好看，绿意里还有
最后一点点浅黄。尤其是雨后，新绿
盈盈，衬着蓝天，每一帧画面都闪着
莹洁的光，这一时节，已经可以期待
彩虹的出现了。

山林丰满，一城樟香
紫色的鸢尾花大片大片出现在林

下、水边。这种花无论怎样也是不能用
灿烂形容的，她那种浅淡的紫，开在阔
大的绿色叶片中， 似有无法释怀的愁
绪。

白色的油桐花开了，花心带着一
丝丝赭红，挂在高大的树梢上，安静
肃穆。

金樱子花爬过丰盈的灌木丛，朵
朵纯白，笑脸迎人，像那些洁白的少
年，一无心事。

映山红却不是这种安静属性的
花，一旦绽放，便有点燃青山的气势。

山里到处是胡颓子属灌木花开
的香气，细闻又觉得是臭味，惹得一
堆蝇子蜂子嗡嗡嘤嘤。有种胡颓子植
物的果实已经接近成熟，在长沙乡下
称作“牛奶子”，此时果实从青色渐变
到红色，味道略酸涩，只需再稍过几
日便可入口了。

翠竹亭亭，山路上一不小心就会
踢到刚刚钻出地面的笋尖。山林越发
丰满，季节已经小有所成。

城市里香樟已经换装，早起街头
不再见落叶， 却见一地细碎黄花。樟

树已经开花了，樟花的香与樟木的香
不一样，没那么冲鼻，晴日里随风流
动、清雅舒朗，雨日里香气像被收住
了，更加宁静雅致。长沙城有满城的
香樟， 此时便到处飘着香樟花的香
气。

春温多变，彩虹始见
早两天，走在4月的阳光里，暖暖

融融，晴丝袅袅，春意摇漾，多走一
会，会微微出汗，分明已经闻到初夏
的气味了。一转身，却迎来了一轮冷
空气带来的剧烈降温。

长年在湖南生活的人， 都会对
“二四八月”这样一句俗语心领神会，
3个完全不相及的月份并提， 却是对
湖南“春温多变”气候特征的精准形
象总结。

清明三候：一候桐始华；二候田
鼠化为鹌；三候虹始见。眼下即将进
入清明节气第三候， 新生命在勃发，
新鲜的欲望在滋长，山林里有激烈的
竞争与生长，高空大气层，冷暖气流
势均力敌，对峙越来越激烈，天气现
象也越来越复杂， 强对流天气频现，
雷声越发响亮，彩虹也将更为常见。

古人总结的物候，总是有一定的
道理。古人认为，虹是阴阳交会之气，
日照雨滴而虹生。 此时雨水增多，气
温上升，新雨后大气洁净，阳光明丽，
况且有雷电对粉尘的净化，再有繁茂
草木对裸土的遮蔽和扬尘的吸收，天
空更为通透，因此有望见到美丽的彩
虹。

如果下过雷阵雨，记得看看天空
会不会有彩虹。

据说看到彩虹会有好运气呢。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天清气明虹始见
“1+1=5”效应让农民干劲十足

湖南稻渔综合种养风生水起

湖南小龙虾年总产值达115亿元
省渔业协会小龙虾分会在南县成立

� � � � 湖 南 日 报 4月 14日 讯
（记者 孟姣燕 易禹琳 ） 今
天， 桃江全域旅游推介“六
个一” 系列活动最后的精彩
华章———百名大师桃江采风
展暨 《又唱桃花江》 新书首
发式， 在长沙简牍博物馆启
幕。 以书画镌刻人文底蕴，
用镜头定格大美桃江， “美
人窝” 为省会市民奉献了一
场视觉盛宴。

清新的桃花湖、 浮邱
山、 竹海， 争奇斗艳的桃江
美人……近500幅名人摄影、
书画作品全方位展现了桃江
之美， 成为桃江人民追求美
好生活和桃江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的见证和缩影。

展会吸引了不少市民前
来观展。 观看、 体验了现代
桃江的美景、 美食后， 他们
纷纷点赞， 表示一定要去桃
江看看， 亲身实地去感受这
方充满魅力的土地。

桃江美丽资源层出不
穷， 美丽风景移步可现。 该
县着力盘活优良资产， 传承
不同时代的优秀文化， 着力
孵化“美丽文化 IP”， 激活
全域旅游产业。 桃江县委副
书记、 县长黄劲向全球爱美
人士发出邀约， 欢迎到桃江
赏美人、 观美景、 品美食，
一定会留下美丽的记忆。

此次活动由桃江县人民
政府和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三
湘都市报共同主办。

“美人窝”里观美景品美食
桃江来长推介全域旅游

� � � �左图：4月14日下午，长沙简牍
博物馆，参展的近500幅作品全方
位地展现了桃江的秀色，让市民和
读者零距离感受大美桃江。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 � � �上图：4月14日下午，长沙简
牍博物馆，新丝路模特为市民演
绎桃江之美。

�荨荨（紧接1版）利用自身网络，构建
“县、乡、村”三级农村电商物流体系，
建成10个高标准、全功能的县级电商
公共服务中心，52个一般功能县级电
商公共服务中心，3.17万个“邮乐购”
电商服务站点实体店覆盖了全省所
有贫困村。

4月8日，在新化县电商公共服务
中心， 记者看到这里集政务服务、宣
传推广、物流集散、产品展销、人才培
训、创业孵化、运营支撑于一体，可为
农村电商发展提供一站式运营服务。
自2015年以来，湖南省邮政分公司已
为全省5万多名农民创业者提供了电
商运营支撑服务，成功孵化各类涉农
电商企业300多家。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新化县岩
山村贫困户张红英，年初被推荐到湖
南邮政白溪电商服务中心上班，月收
入2000多元，今年全家有望跃过贫困
线。全省万余名贫困户通过县级电商
公共服务中心、乡（村）电商服务站点
实现转移就业。

电商进村，贫困户增收。全省“邮
乐购”电商服务站点实体店和“邮乐
小店”对贫困农户产品，实行上限最
高价收购，农产品收购均价比正常农
户高出20%。 超过100万贫困户因此
增收。

线上线下并举，让贫困
村的特色农产品行销大江
南北

清明刚过， 猕猴桃树新叶正长，
网上就有客商问情况，永顺县松柏镇
贫困户石帮珍说起此事喜笑颜开。

“已经种植的5亩猕猴桃，毛收入
不少于3万元，脱贫在望。”4月9日，石
帮珍边给猕猴桃树培土修剪枝叶，边
算起细账。

猕猴桃是永顺县松柏镇的传统
产品， 也是贫困农户的主要经济来
源。过去，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
增产不增收的情况经常发生。 去年，
湖南省邮政分公司得知后，在邮乐网
上设立专区，为松柏镇贫困户制订猕

猴桃网销方案，对贫困农户进行一对
一帮销。

“私人定制”网销方案，让松柏镇
的贫困户尝到了甜头。去年，湖南省
邮政分公司通过“邮乐网”平台，为该
镇销售猕猴桃15万件， 帮助820户贫
困户增收近千万元；松柏镇贫困户也
纷纷趁机“触网”，目前，全镇127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在“邮乐网”上有了自
己的“网店”。

湖南是农业大省，贫困农户“丰
产不丰收、增产就难卖”的例子屡见
不鲜。

扩大销售渠道是解决这一问题
的唯一办法。湖南省邮政分公司搭建
邮乐网、邮乐产品、邮三湘等线上平
台，对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进行产业
整合和品牌化营销。目前，全省14个
市州均在邮乐网平台开设了独具特
色的邮乐馆， 上线农特产品1300多

种。开发“邮乐小店”“邮掌拒”等网购
渠道， 针对特色农产品制订网销方
案，已累计对炎陵黄桃、祁东黄花菜、
松柏猕猴桃、麻阳冰糖橙、靖州杨梅、
新化黑米、 石门柑橘等110多个农特
产品制订了网销方案，带动农产品销
售额10亿余元，帮助贫困农户增收近
3亿元。

去年9月， 湖南省邮政分公司还
创新开展“邮政919扶贫助农电商节”
主题活动，一大批省内农特产品和电
商企业纷纷借机“触网”。活动期间，
全省开通邮乐小店56万个，实现线上
销售额4.2亿元， 零售订单97万件，将
一批贫困县（市）的农特产品，卖到城
市，销往全国。

全方位发力，“绿衣天使”
变身“扶贫大使”

今年春节过后，66岁的桑植县澧

源镇洋公潭村贫困户陈仕政把他跟
老伴赖以生存的“卖菜挑子”踩烂了。

头天晚上， 摘好菜， 放到“卖
菜挑子”里，第二天清晨挑下山，去赶
集。 这样的日子， 陈仕政过了几十
年， 今年春节前， 陈仕政跟村里13
户贫困户一起从山上搬到了村口的
安置点， 竹编的“卖菜挑子” 再也
用不上了。

洋公潭村自然条件匮乏，村民居
住分散，是典型的老、少、边、穷贫困
村。2015年， 湖南省邮政分公司派驻
工作队进村帮扶，工作队引水、修路、
发展产业，3年时间，洋公潭村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去年全村实现脱
贫，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朱柳新也因
此荣获2017年湖南省“百名扶贫人
物”称号。

不仅仅是在自己的帮扶点上，全
力以赴，在公司整个系统中，“绿衣天
使”都行动起来，成为我省脱贫攻坚
生力军。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作为

一个负责任的企业，为精准扶贫作贡
献， 义不容辞。” 湖南省邮政分公司
党组书记、总经理徐茂君说，公司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
署，把扶贫重任扛在肩头，将优势与
创新相结合，全方位发力。

湖南省邮政分公司打出了一系
列组合拳。省、市、县三级邮政系统党
员干部先后驻村帮扶132个贫困村，
直接帮扶贫困户3372户；实施三年计
划， 定点帮扶张家界100名贫困留守
儿童，每人每年资助1000元；推出“彩
虹包裹”行动，将3万多套学习用具免
费发放给贫困儿童；向全省“农家书
屋”捐赠图书10万册；优化贫困村金
融服务环境，全省建设邮政“助农取
款服务点”6711个……

“绿衣天使”变身“扶贫大使”，将
精准扶贫的力量， 洒向每个贫困村
庄。今年，湖南省邮政分公司还将推
出“科技扶贫”计划，通过“邮差”将科
技知识送到贫困农户的手中，助力脱
贫攻坚。

� � �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记者 陈薇）
4月13日、14日， 原创现代民族歌剧
《林徽因》 在湖南大剧院接连上演两
场，场场爆满。 该剧制作人兼剧中林
徽因的扮演者是长沙妹子陈小朵。

据介绍，《林徽因》由中国歌剧舞
剧院出品，是我国第一部以女性知识
分子为题材的歌剧。 在国家艺术基金
资助下， 该剧历经了3年的创作与打
磨。 不同于传统民族歌剧，《林徽因》
强调现代艺术与东方美学的融合，电
影化的时空交错与平行，剧中还有话
剧式的内心独白，以及现代化舞美与
创意多媒体， 营造出视觉与听觉、思
想性与艺术性并进的美妙体验。 不少
观众反映，这部剧“既好听又好看”。

陈小朵是著名的抒情花腔女高

音歌唱家， 文华奖、 梅花奖得主。 陈
小朵透露， 对林徽因的喜爱， 最早是
从一张老照片开始的。 随着年岁渐
长，陈小朵对林徽因的研究逐步深入，
她又被林徽因的情怀所吸引。“林徽因
所追求的爱国情怀、名士精神和人生
意义， 有太多值得我们这个时代思考
与探索的特质。 她陪伴我成长， 我在
每个年龄段都对她有了新的认识。”
陈小朵坦言， 这也是原创现代民族歌
剧《林徽因》的创作由来。

据悉，《林徽因》 分为两幕各4场
戏。 陈小朵说：“林徽因一生的感情线
和事业线，既精致典雅，又丰盈多姿。
我们希望在歌剧舞台上还原一个真实
的林徽因，让观众感知主人公深刻、生
动、有趣的灵魂。 ”

原创现代民族歌剧
《林徽因》获好评
长沙妹子陈小朵扮演林徽因

“绿衣使者”踏出希望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