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
员 刘昌宏 刘洋） “目前， 全县已组织纪
检监察干部200多人次， 深入18个乡镇44个
贫困村召开‘贫情碰头会’； ‘流动监督执
纪车’ 巡回开到乡村集镇41次， 现场答复
和解决问题769个。” 5月21日， 麻阳苗族自
治县纪委负责人介绍， 该县深入开展“贫
情面对面” 活动， 贫困群众踊跃参与， 有
关部门整改迅速、 问题意见处理及时。

围绕全县2019年如期脱贫摘帽目标，
麻阳苗族自治县纪委坚持问题导向， 着力
解决扶贫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 难点
和突出问题。 今年2月起， 在全县纪检监
察系统深入开展为期2年的“贫情面对面”

活动。 活动内容主要包括两项， 即召开贫
情碰头会、 出动流动监督执纪车。 按照
“分片联乡、 领导包案” 方式， 每月安排
县乡村3级纪检监察干部主动下基层， 深
入贫困村， 通过召开建档立卡贫困户贫情
碰头会、 上门走访等， 听取群众心声， 发
现问题线索， 解决实际困难。 发放纪检监
察贫情联系卡， 做到“一户一卡”， 并以
乡镇为单位， 建立问题线索管理台账， 实
行动态销号管理。

同时， 出动流动监督执纪车， 巡回开
到乡村集镇与田间地头， 重点整治扶贫领
域作风不实、 工作不细、 政策执行有偏差
等问题。

“贫情面对面”化解扶贫领域问题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5月23日， 田蕊专程来到撒珠村村民
田翠芝家，给73岁的老人康复理疗。

这已是她今年第三次来到这里。 虽然
已是保靖县昂洞乡卫生院院长， 但每月一
次下乡巡诊，田蕊依然雷打不动地坚持着。

多年来， 她接诊患者20多万人次，从
没发生一起医疗事故， 被当地群众亲切地
称为“乡间最美的百合花”。

1993年5月，23岁的田蕊从常德市卫
生职工专业学校毕业后， 嫁到了保靖县马
福村。

这是一个贫困的土家族村寨， 但生活
的艰苦并没有让田蕊感到失望。 作为一名
学医的人，她最担忧的是村里的医疗条件：
村里的医疗设施几乎为零， 村民们看病十
分困难，有病就挺着、有痛就挨着。

来到这里不久， 田蕊在村里就亲眼目
睹了一出悲剧：一个小孩因为呕吐、腹泻医
治不及时而失水过多死亡， 一个小病就夺
走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这深深刺痛了田蕊的心。“必须让村民
有一个及时就医的地方！ 到哪里都是当医
生，我就在这干！”她暗下决心。

说干就干，田蕊租了两间房子，用借来
的2000多元钱购置了简单的医疗设备和
200多种常用药品，当年7月，马福村卫生
室诞生了。 自此， 田蕊成为了一名乡村医
生。

乡村医生，很累、很苦。只要有患者求
助，田蕊都是毫不犹豫地出诊。一个寒冬腊
月的深夜，大雨倾盆，田蕊背着4公斤重的
药箱去救治一名产妇。崎岖的山路格外滑，
田蕊不慎一脚踩空摔倒。忍着痛连滚带爬，
走了十几里山路， 她终于及时赶到患者家
中。3个多小时后，产妇转危为安。此时，天
已大亮。

田蕊的“医名”日盛，连相邻县、乡、村
的患者也慕名赶来求医问药。 她每天都得
为二三十位患者看病，忙得团团转，常常是
吃饭都顾不上。

田蕊的苦和累，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
里。1995年， 他给女儿联系好了一个乡镇
医院。

听说田蕊要走，村民们赶来了，有的流
泪恳求她留下来。乡亲们的情真意切，让田
蕊感动落泪：“好，我不走了，我就在村里给
大家看病。”

为了让村民享受更好的医疗条件，
1997年，田蕊咬紧牙关跟银行、亲戚借了
不到1万元钱，和丈夫运材料、搬砖头，甚至
背着小孩调砂浆，起早贪黑，前后花了8年
时间逐渐建成了一座达到省级示范标准的
村卫生室。

为了提高自己的医术，2002年初，田
蕊又东拼西凑了8000元钱，来到永顺县人
民医院妇产科自费脱产进修。 进修10个
月，她住的是筒子楼，吃得最多的是方便
面。

她对群众却很“大方”。据不完全统计，
行医这些年，田蕊累计为贫困村民减免诊
疗、医药费10多万元。2006年，田蕊被卫生
部评为“全国最美乡村医生”。

2010年，工作成绩突出的她被破格提
拔为保靖县昂洞乡卫生院院长。但乡卫生
院的条件却让她大吃一惊：医务人员3名，
两间病房里4架烂木床，诊疗设备只有“老
三件”：血压计、听诊器、体温计。

为了改善乡卫生院的条件，田蕊四处
奔走， 终于争取到香港沃土发展社180万
元项目资金支持。2014年5月，面积为1434
平方米的门诊综合大楼竣工投入使用，卫
生院成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家公
立性基层慈善医院和残疾人社区康复指
导站。

去年， 田蕊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她说：“这是巨大的荣誉，但更多的是一份
沉甸甸的责任。我会一直走下去，为了老
百姓的健康。”

田蕊 通讯员 摄

田蕊：“乡间最美的百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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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通讯员 吴慧珍
记者 刘银艳）“我去年住院报账的钱，今年
年初已经全部收到了， 一共报销了4万多
块，我自己只花了不到1万元，政府是真扶
贫。”前不久，江华瑶族自治县开始宣传发
动缴纳2018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大
路铺镇贫困户吴昌华遇着邻居便“现身说
法”。他还告诉邻居，“我不但住院报账报得
多，而且交完医保费还得到了补贴。”

2017年，江华全面落实“三提高、两补
贴、一减免、一兜底”医保扶贫政策，保证健
康扶贫对象住院报账比例达80%以上。

该县统筹整合财政、 民政、 民宗等资

金，建立健康扶贫基金，对贫困对象给予扶
助，基金筹资规模达1200万元。对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个人缴费部分， 按每人每年75元
给予补贴； 对低保对象按每人每年30元给
予补贴（民政已每人每年补贴45元）。2017
年度， 该县健康扶贫基金医保参保缴费补
贴共计728万元。

该县还制定了符合实际情况的特色医
疗补助政策。 一是对重度贫困家庭人口的
医疗费用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扶
贫特惠保等补偿后， 合规自付部分仍难以
承担的给予补助。 二是对患慢性病符合36
种特殊病种门诊治疗， 其使用草药等治疗

而不在医院拿药的， 可按每年1000元或600
元的标准给予补助。 三是对罹患食道癌、胃
癌、结肠癌、直肠癌、终末期肾病、儿童急性淋
巴白血病、急性早幼粒白血病、先天性房间隔
缺损、 先天性室间隔缺损等4类9种大病的健
康扶贫对象给予补助。三项帮扶政策的实施，
提高了扶贫对象的报账比例。

目前， 该县已拨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
保缴费补贴728万元，拨付重度贫困家庭人口
医疗补助94万元， 拨付4类9种大病补助11万
元， 拨付健康扶贫对象医疗费用实际报账比
例达到80%以上的财政兜底保障补助32万
元。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彭姣）由中信银行与新邵一中联手打
造的“中信银行·新邵一中2017级新长城高
中生自强班”近日开班。这是继“2014级新
长城高中生自强班”之后，中信银行在湖南
地区开展的新3年爱心助学扶贫项目。

“中信银行新长城自强班”项目，是中
信银行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合作协议，
在多个国家级贫困县开设的扶贫助学项
目。2014年，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与新邵一中
结对，对品学兼优的高中新生连续3年给予
学费、生活费资助，为贫困学子实现人生梦

想“搭把手”。2017年，新长城自强班高考大
捷，50名考生本科上线44人，其中23名学生
被一本大学录取。

据了解， 新长城自强班的学子均来自
新邵县贫困家庭，其中不乏住在偏远山区、
父母重病、无经济来源的特困家庭。新一届
“中信银行·新邵一中新长城高中生自强
班”开班后，中信银行3年内将继续拨付资
金为自强班学子提供学习及生活资助。

2016年， 中信银行在邵阳开设二级分
行。以此为契机，该行加大对邵阳地区的扶
贫力度。除持续推进“新邵一中新长城自强

班项目”，该行还连续两年派驻扶贫小组赴城
步汀萍乡桂花村，对口帮扶贫困户，为村里谋
划脱贫之路。

两年来，该行联合当地力量，帮助该村
修通了梨子洞5公里组道，完成了电网改造、
人安饮水、路灯安装等工程，修建了两座便
民桥， 带领贫困户种植荷花60亩、 白柚100
亩、绞股蓝30亩，发动贫困户喂养山羊300多
只，种植青钱柳300亩，并正在兴建苗乡腊肉
基地。

中信银行表示，今年将精心组织、精准帮
扶，助力桂花村早日脱贫摘帽。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彭雅惠）
工业强劲增长带动了综合能耗同步增加。
5月22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1至4月全省
规模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为1897.15万吨
标准煤，同比增长5.6%，能源综合利用水
平进一步提高。

前4个月， 我省规模工业综合能源消
费量增长的大类行业较一季度减少了4
个，但综合能耗增幅比一季度加大1.4个百
分点，这主要受部分大类行业综合能耗增

速较快影响。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综合能耗同
比增幅均超过20%， 烟草制品业同比增长
18.8%，服饰业同比增长17.9%。

今年以来，我省能源综合利用水平持
续提高，主要表现在回收利用水平提升和
加工转换效率提高两方面。1至4月， 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回收利用量为
182.93万吨标煤，同比增长3.3%。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
讯员 黄书耘 刘伟）近日，在株洲市委党校礼
堂，一台师生共同演出的文艺节目，受到专程
前来观摩的校外人员高度评价。 这台演出名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纪念马克思诞
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 发表170周年暨
2018年第一期中青班教学汇报演出。

株洲市委党校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不是
一场单纯的文艺汇演，也是一种“多维化”教
学活动。株洲市委党校从2015年开始进行这

一探索，3年来受到直接参与的2000多名学
员普遍欢迎。

作为党员，学习《共产党宣言》是必修
课。为此，株洲市委党校将学习《共产党宣
言》作为“多维化”教学的重点。“多维化”教
学即打破以往教师讲、 学生听的单向灌输
模式，通过组织晨读、自学思考、教师导读
经典内容，并通过组织研讨、心得交流与实
地参观、文艺表演等，层层递进、步步深入，
使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学习变得生动有

趣， 进而引导学员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精
髓，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为准备这次汇演，学员们充分发挥“发散性
思维”，除了充满激情地朗诵《共产党宣言》精彩
片段， 还将与共产主义信仰相关的内容精心融
入节目中。 一名参加演出的学员走下舞台后意
犹未尽，他说，站在舞台上诵读《信仰的味道》
时，真的激情澎湃，一边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之美， 一边也感受到我们共产党人信仰
的力量。

株洲市委党校的探索，受到党校同行称赞。
一位同行说， 株洲市委党校使老党课呈现出新
变化，使老经典注入了新生命，探索出新形势下
干部教育新形式，这种让学员参与学习、体验学
习、快乐学习的教学模式值得推广。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随着个人信用报告查询量快速增长， 商业
银行代理网点查询、 互联网查询等自助查
询方式，正在成为新的趋势。记者昨天从人
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获悉， 省内个人信用
报告查询网点已增至147个， 通过自助查
询机查询的信用报告与人民银行查询的信
用报告完全一致。

个人信用报告已广泛应用于申请银行
贷款、办理信用卡、为他人担保、申请政府
政策性扶持补贴类资金、公务员录用、评先
评优等方面，价值愈发凸显。

据悉，公众可关注人民银行长沙中心
支行相关微信公众号“三湘征信”， 通过
“信用查询” 功能找到离自己最近的查询
点。以长沙为例，在建行、工行、中信银行
等网点分布有9家自助查询点， 且年内还
将继续开通新的查询点。

自助查询只需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
原件，按照自助查询机上的语音提示操作
即可完成，全程不超过2分钟。同时，自助
查询机采用“人像识别”技术和身份证读
取技术，能有效防止他人盗用身份信息查
询信用报告。

湖南日报 5月 25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李双妍 ）不需要驾照，没有司机，
能地上跑、能空中飞的“低空飞行汽车”，
点亮了长沙市开福区科技活动周。

5月24日，开福区科技活动周开启，除
了双创培训、 科技奖补资金申领等活动，
最吸引人眼球的是多家高科技企业的路

演。湖南星思科技带来的“低空飞行汽车”
是国内第一家独立研发飞行汽车。 这款
“变形”汽车能实现车底和车舱的分离，车
舱靠四旋翼可直线升空至3000米的低空，
而中控系统能选择最智慧的线路，把乘客
送达目的地。

中科院博士后、国防科技大学退役副

教授聂洪山领衔研发该项目。 他告诉记者，
目前飞机可载重80公斤， 持续飞行25分钟，
面对城市交通的日益拥堵，能轻松切换地面
模式与飞行模式， 目前在株洲试飞已经成
功，预计两年后可成熟推向市场。

近年来， 开福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快
速跻身“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区”。2017年，
实现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619亿元，近3年发
明专利申请量4718件，万人拥有有效发明专
利30.6件。

江华：扶贫对象
医保报账比例超八成

中信银行加大邵阳扶贫力度

助贫困学子圆梦 促贫困乡村脱贫

精准扶贫在三湘

老楼电梯
“年轻”了

5月24日， 长沙市芙蓉
区乔庄社区老旧居民楼住户
使用新安装的电梯出行。今
年， 芙蓉区率先建立电梯应
急救援专项资金，解决“超龄
服役”电梯安全隐患，目前已
为辖区5个小区近400多户
居民更换了老旧电梯。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前4月规模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同比增长5.6%
我省能源综合利用水平持续提高

让《共产党宣言》等原著学习变得生动有趣

株洲市委党校开展“多维化”教学

湖南个人信用报告查询点增至147个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
讯员 胡亚琳 陈文雅）非法盗采稀土，随意排
放污水。日前，株洲地区首例生态环境资源保
护领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陈某等8
人因非法开采稀土矿导致环境污染案， 在茶
陵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经查，为牟取暴利， 2016年9月至2017年8
月，被告陈某、宁某等人在宁某、朱某承包造林
的茶陵县七地霹雳仙山上， 雇请江西赣县的王
某（在逃，另案处理）负责技术指导，在未取得采
矿许可证、 没有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和
排污许可证，没有建设废水处理设施的情况下，

非法开采稀土矿，废水直接外排至下游的山涧，造
成下游地表水中氨氮和重金属锰超标， 环境受到
污染，后经村民举报案发。

检察机关认为， 陈某等8人非法开采稀土，随
意排放污水的行为，造成周边环境受到污染，损害
了社会公共利益，应承担民事责任。在以非法采矿
罪、污染环境罪追究被告刑事责任的同时,茶陵县
检察院还依法向茶陵县法院提出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要求各被告人承担恢复原状、修复生态环
境、赔礼道歉等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逾期未修复
则共同承担环境修复费用317万余元。

8人团伙盗采稀土引发重金属污染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低空飞行汽车”点亮开福科技周

■点评
医者仁心，田蕊用她的坚持、坚守

和坚韧，守护着群众的健康，为土家山
寨增添了温暖和爱。她用自己的双脚，
践行着救死扶伤的职责。 这朵最美的
百合花，不仅在乡间四处绽放，更长久
地开在了老百姓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