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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张静文 李欣钰）“黄冰姐，打算
生二胎？建议到市孕育咨询服务中心进
行免费全面检查和评估。” 征得对方同
意，醴陵市“智慧新妇幼”一位网格员将
采集到的生育信息上传网格卫计专干，
帮其联系办理再生育服务登记。

“智慧新妇幼”是醴陵市以网格化管
理为基础，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创建的妇
幼服务新平台，以便为妇幼健康提供更便
捷、更贴心的服务。前不久，全省妇幼健康
工作会议在醴陵市召开，与会的200多位
卫生计生工作者实地观摩后，对该市妇幼
健康服务管理新模式称赞不已。

醴陵市有106万人， 其中育龄妇女
占近20%。为打通妇幼健康服务“最后

一公里”，去年，该市将卫计工作纳入网
格化管理，加快智慧医疗卫生信息系统
建设，建成全省首个“移动互联网+妇幼
健康管理” 平台———“智慧新妇幼”。为
发挥好平台的作用， 该市建立健全市、
镇、村、组四级联动妇幼健康服务管理
网格， 共配备各级信息采集网格员820
名。在该市湘东医院设立市危重孕产妇
与新生儿救治中心，在乡镇（街道）设置
妇幼保健计生服务站，在村（社区）设置
标准化卫计站，还聘用联组信息员与无
职党员分片包户提供服务，构筑起市级
统揽全局、镇级综合协调、村级具体落
实、组级督促反馈的服务网络。

同时，醴陵市在全市各级医疗卫生
机构建立孕产妇管理系统，为“智慧新

妇幼”子系统，包括孕产妇信息管理、高
危孕产妇管理、远程胎心监护、孕妇学
校等功能。还成立市级孕育咨询服务中
心， 组织全市5家二级以上助产医疗机
构的17名妇产科专家，组成“专家智囊
团”，做到高危孕产妇发现一例、登记一
例、报告一例、管理一例、救治一例。目
前，该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生缺陷发
生率等指标优于全省平均水平，被评为
“全国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市”。

� � � �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徐斌 夏孟琦）4月9日12时许，
在常德市武陵区芦荻山乡玉带桥村“清
风连心桥”村（社区）事务微信监督群
中，党建联络员李艳公示了第一季度村
级财务支出。“把村级财务等众多信息，
及时在微信群里晒出来，让老百姓都明
明白白、 参与监督，‘清风连心桥’‘连’
出了清风正气，‘连’ 进了我们的心坎
里。”玉带桥村村民成来轩感慨地说。

武陵区地处中心城区， 经济活跃，
利益纠纷多，也容易滋生腐败。为了规
范村级管理，及时公开村集体及民生资

金使用情况等，让广大群众便捷参与监
督，预防“雁过拔毛”式腐败，武陵区纪
委将“互联网+监督”触角延伸到基层，
扩大社会监督面。从去年9月开始，在全
区128个村（社区）建立“清风连心桥”村
（社区） 事务微信监督群， 启动“微探
头”，采用文字、图片和视频等方式，将
各项村级事务及时在群里公开，主动接
受群众监督。

目前，武陵区14个乡镇（街道）128
个村（社区）近3万人，进入了“清风连心
桥”村（社区）事务微信监督群。在群里
公示公开的内容包括民生资金使用情

况、村级“三资”管理、村级党务事务、村
（社区）项目建设等，目前已发布相关信
息2174条， 收集各类群众意见、 建议
4482条，反馈有效意见、建议3896条；
收集各类问题131个， 整改问题131个，
整改率达100%；收到举报5件，正在核
实办理中。

武陵区“清风连心桥”效果初显，监
督效率提升，基层信访大幅减少，重复
信访基本不见了。下一步，该区纪委将
通过建章立制，规范微信群管理及公示
内容等，让“清风连心桥”更通畅、实际
效果更好。

� � � �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王文）今天上午，随着上千
株盆栽映山红次第绽放， 湖南烈士公园潇湘奇石馆百年映
山红花展正式开展。此次展出的映山红生长周期均在100年
以上，观赏价值极高，未来1个月，将是观赏映山红的最佳时
节。

为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市民幸福指数，湖南烈
士公园潇湘奇石馆特意从江西赣州、井冈山、湖南邵阳等地
引进上千株盆栽映山红，有10多个品种，其中不乏有生长周
期100年以上、观赏价值极高的中国红、鸡血红品种。民间素
有“杜鹃不下山”的说法，本次映山红多为海拔较高处移植，
还未完全驯化，因而开花时间较晚。映山红花期1个月，4月
15日至5月15日之前，将是观赏映山红的最佳时节。

潇湘奇石馆坐落于烈士公园西北角， 园内现有上千盆
各色精品盆景和从荷兰引进的大花葱， 是踏青观花赏石的
好去处。同时，为提升城市品位，创建国际文化名城，馆内还
收藏有珍稀奇石3000多件，填补了省会奇石文化的空白。

汨罗税收宣传
从青少年抓起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 （记者 奉永成）4月
是第27个“税收宣传月”。4月12日，汨罗市国地
税开展“纳税服务日”主题活动，将“税法知识
小课堂”搬进校园，提升青少年税收法治意识。

在汨罗市财贸职业中专，税务宣讲人员通
过图文并茂的PPT和税务知识有奖问答等形
式，深入浅出地阐释税收的含义、来源和用途，
生动诠释了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
质；带领师生到联合办税服务厅参观税务文化
长廊，体验办税服务和办税流程，了解办税服
务厅的职能及电子办税带来的便利和优势。

活动当天，汨罗市税务宣传人员还邀请纳
税人到汨罗市城区3个办税服务厅体验新办纳
税人“套餐式”服务、“最多跑一次”办税服务
等，并组建税收宣传志愿队，向商家和群众发
放税收政策宣传资料和调查问卷等。

100个孩子中
有一个“星孩”
长沙主题活动呼吁关爱

自闭症儿童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

员 陈红）近日，长沙市雨花区枫树山小学和天
心区星学园教育发展中心，联手举办“爱在心
中 友善同行”主题活动，呼吁共同关注、关爱
自闭症儿童。

人们通常把自闭症儿童叫做“星星的孩
子”。 据介绍，目前，就全世界而言，100个孩子
中，就有一个“星孩”。 我国自闭症儿童有167
万。 由于多方面原因，以前对自闭症儿童的教
育和康复，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只有不到1/3
的孩子，在3岁前接受康复训练。有1/5的孩子，
直到6岁以后才接受康复训练。 从2008年起，
联合国将每年的4月2日定为世界自闭症日，呼
吁大家关注自闭症，关爱自闭症儿童。

活动现场， 举办者开展了一系列互动活动，
让家长和孩子走近这些特殊孩子， 和他们玩游
戏、交朋友。枫树山小学校长饶嘉说，今后学校还
将对这些孩子奉献更多爱心：派心理辅导老师定
期去开展心理疏导，党团活动要开展针对性互动
和陪伴，还要对这些孩子进行必要的文化辅导。

为妇幼健康提供更便捷、更贴心服务

打造“智慧新妇幼”

架通“清风连心桥”
微信监督群覆盖128个村（社区）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

人人争当“电雷锋”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张恬）“电雷

锋”坚持12年帮扶残疾人家庭，青年志愿者连续7年送“电力
小课堂”进学校……4月13日，国网长沙供电公司2018年首
期道德讲堂在长沙雷锋纪念馆举行。 一个个身边的感人事
迹，激励着在场每一个人。

活动分为“看短片、诵经典、学模范、讲故事、谈感悟、背
守则、唱歌曲、送吉祥”8个环节。电力员工通过朗诵、花鼓
戏、相声等多样形式，讲述身边故事，接受道德洗礼。望城区
供电公司电力职工通过花鼓戏《灾后送电》，展现了“电雷
锋”服务队员坚守38天为受灾群众送去光明的感人故事。在
学模范环节，电力员工们从立足岗位学雷锋、志愿服务学雷
锋、爱心奉献学雷锋、急难险重学雷锋4个方面，讲述了自己
在电力行业工作中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传承雷锋精神
的实际行动。青年员工则以相声的形式，讲述他们在学习道
德模范过程中的逗趣经历，侧面展示人人争当“电雷锋”的
浓厚氛围。

百年映山红星城绽放
有观赏价值极高的中国红、鸡血红品种

� � � � 4月15日，湖南烈士公园潇湘奇石馆，市民在观赏盛开的
映山红。 傅聪 王文 摄影报道

抢修道路保畅通
4月14日，保靖县迁清公路（迁陵镇至清水坪镇）比耳镇兴隆路段，公路养护人员在清理垮塌在公路上的碎石。连日来，

受强降雨的影响，该路段发生大面积的山体滑坡。险情发生后，该县交通局立即组织抢修人员赶赴现场，清运土石方，及时
恢复了道路畅通。 俞采华 陈亚平 摄影报道

醴陵

武陵区

� � � � �荨荨（上接1版）
科学而有效的机制，是做好事情的关键，

良好的机制，会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
在蓝天保卫战中， 雨花区建立起高效执行机
制、强力督查机制、严厉考核问责机制。区委
书记两周听一次汇报，区长每周一次专题会，
蓝天办每天一次碰头会。建立任务清单、问题
清单两个清单。限期交办，限期办结。突发事
件当晚交办，24小时办结。4个层面督查，即区
领导不定期督查，两办重点督查，人大政协参
与督查，志愿者随时督查，并在所有工地公布
举报电话。 并将蓝天保卫战民主评议和考核
结果，纳入街道、部门的年度绩效考核。对上
级交办的问题、负面清单、媒体和群众的举报
等，均纳入问责。处理不力，效果不明显，影响
不好的，都一一问责、追责。

顶格处罚，不讲价钱
———推强硬举措，环保面前

无人情
4月9日，雨花区执法部门对中建五局

公司凤凰台工地， 开出10万元顶格处罚，
原因是工地黄土没进行覆盖。

顶格处罚， 今年在雨花区不是第一

次。1月20日，明昇壹城项目工地焚烧
垃圾，被顶格处罚10万元，这是今年
长沙市对焚烧垃圾开出的首笔最严
罚单。3月21日，湖南乔口建设有限公
司项目部施工现场，因未采取有效防
尘降尘措施，被处以停工整改、罚款5
万元处罚。

对违法单位处罚不“手软”，对个人
同样不留情。3月10日晚9时许，市民詹
某在火焰路旁空地焚烧纸箱等垃圾，被
巡查人员发现。詹某被处以500元罚款
顶格处罚。这张罚单，也是长沙市实施
“禁燃期”后，开出的首张个人焚烧垃圾
罚单。

环保违法面前无人情！处罚不是
目的，但顶格处罚，体现了区委、区政
府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坚强决心。自蓝
天保卫战打响以来， 雨花区铁腕治
标，从严治本，对环境违法行为零容
忍，让“环境污染者”无立足之地。截
至目前，雨花区共开展了蓝天保卫战

专项执法1400次， 综合执法近400次，
立案处罚293起，责令整改697家，行政
拘留29人，罚款金额178万。

“红黄蓝”，齐护天
———引群众“参战”，打一场

人民战争
4月3日，首届“民间河长”论坛在美

丽的圭塘河边举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
长沙市河长办和雨花区有关部门联合
主办这一论坛上，成立了圭塘河“红黄
蓝”护卫营。据介绍，红，指的是市政、环
卫等部门一线人员；黄，指的是媒体、社
会公益组织、热心市民等社会人士；蓝，
指的是圭塘河流域所属辖区和街道的
专业巡河员。

“红黄蓝”护卫圭塘河，只是雨花区
蓝天保卫战的一个侧面。 在蓝天保卫战
中，雨花区始终注意发挥政府、社会、民
间多方面的合力， 特别注重发挥群众的

力量，以“打一场人民战争”的思路，引导
群众积极“参战”，广泛营造“同呼吸，共
命运”的环保格局。

推进环保网格化管理，是举措之一。
他们构建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面
覆盖” 的环境监管体系， 并依托城管网
格，开发了专门的环保网格软件，网格员
随时可通过手机APP举报环保违法问
题。截至3月31日，全区依托城管环保网
格化管理平台， 处置各类环保问题1142
起。

发挥民间河长的作用， 是又一大举
措。早在2016年5月，雨花区就公开招聘
16名民间河长，保护母亲河。今年有更多
的民间河长被招募上来， 民间河长总数
已达近百人。

各街道、 社区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和
志愿者的作用。目前，全区数百社会组织
和数万名各类志愿者活跃环保一线。他
们捡垃圾、做宣传、搞监督，将环保的理
念和行动，带到全区每个角落。各职能部
门纷纷行动， 区教育局举行“小手牵大
手，共同护蓝天”活动，通过全区10万名
学生的牵引，调动了广大家庭、社会参与
环保的热情。

雨花区打响蓝天保卫战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4月 15日
第 2018098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629 1040 654160

组选三 835 346 288910
组选六 0 173 0

6 5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4月15日 第2018042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6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1288855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4
二等奖 16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113405
2 11953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160
100821
1688982
12297237

82
3336
58017
436121

3000
200
10
5

1210 28 29 3121

千年迁徙通道
城步全力守护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通讯员 阳望春 唐
承元 记者 肖祖华）今天，城步2018年护鸟飞
行动暨“爱鸟周”万人签名活动在儒林广场拉
开序幕，3000余名市民踊跃签名。 活动将沿着
该县两条千年鸟道上的西岩、儒林、白毛坪、丹
口、五团等乡镇持续一周，以提高广大群众爱
鸟识鸟护鸟意识。

每年4月中旬， 是城步苗族自治县候鸟迁
徙过境最集中时期。为确保今年春季野生候鸟
迁徙安全，该县建立了林业部门牵头，公安、
工商、环保、交通等部门分工协作的候鸟保
护工作机制，组织林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从
4月1日至5月10日对迁徙候鸟进行全面保
护，严厉查处非法猎捕、非法出售收购、非法
运输、非法人工繁育、网络交易野生动物和
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等违法行为，对全县餐
饮饭店、花鸟市场、其他野生动物及产品经
营利用集中场所开展监督检查。

赫山区密室育秧10多万亩

清明谷雨季 浸种育秧忙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通讯员 夏艳辉 记者 杨军）清明

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田莫迟延。4月12日，记者在益阳市赫山
区泉交河镇湖南中亿农业公司看到， 一盘盘已长出两叶一
心的秧苗正在运往稻田，进行机械化插秧。公司负责人彭卫
锋说，他们公司今年密室育秧中心育出的秧苗，能插1万多
亩稻田。

据了解，今年赫山区中亿农业、惠民种业等4家密室育
秧中心，共为10.5万亩农田提供集中育秧服务，占全区水稻
春耕面积20%。密室育秧即采用“水稻机插秧密室叠盘快速
催芽齐苗技术”，把原来在田间或大棚内完成的浸种、催芽、
播种、出苗等育秧过程，改用工厂化、自动化方式完成。恒温
恒湿，种子发芽率高。赫山区农业局粮油站站长谭卫建告诉
记者，密室育苗相比传统大田育秧催芽，时间至少节省两天
半，育秧总成本节省20%以上。在赫山区龙光桥街道惠民种
业专业合作社育秧中心，浸种池、消毒池、吊车、秧盘传送带
等设施一应俱全。周围90%的农户选择到这里催芽育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