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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5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
讯员 龚佑臣)“四季外滩项目将分3期开发
1150亩沅江外洲， 具体项目有亲子游、花
海、水上游、越野等。”5月22日，农民大学
生、 常德市武陵区芦荻山乡观音寺村党支
部书记舒刚手捧“四季外滩”旅游开发项目
规划图，信心十足地说，这是他运用读大学
学到的知识筹划的一个项目， 将有力带动
当地三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

近3年来， 常德市共培养了3000名农

民大学生。他们中，有1340人入了党，有26
人考取了公务员、700多人担任了村干部、
200多人成为创业致富带头人，有181人获
得县级以上政府表彰， 为农村发展增添了
新的重要力量。

为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加快农村
发展，从2015年至2020年，常德市委组织
部依托常德广播电视大学，实施“农民大学
生培养计划”， 每年系统培养农民大学生
1000名，培养对象主要为村支两委干部及

后备干部、农村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培养
分为专科和本科两个层次，设置行政管理、
农业经济管理等专业。

在农民大学生培养中， 常德市注重培
养农村新型实用人才，突出学用结合。常德
广播电视大学制定了专门的教学方案，加
强课程建设，规范培训过程。设立了政策理
论课堂，帮助学员了解政策、更新观念；设
立了实用技术课堂， 建立专家团队和实践
教学基地，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设立信息

技术课堂，帮助学员运用“互联网+”……
通过系统培养， 让学员成为具备基层执政
能力、技术致富能力和创业创新能力，具有
市场意识、法律意识和农村服务意识，有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记者 邢玲 通讯
员 胡卫红)“你恢复得不错，周末就可以出
院了。”5月24日， 桃江县浮邱山乡卫生院
副院长陈乐园来到住院的吴尚书老人病
床前，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吴尚书是该乡毛
家桥村席家河组村民，今年74岁，身患顽
疾。陈乐园去年成为他的签约家庭医生后，
先后5次上门为他看病，并2次接他到乡卫
生院治疗。 老人逢人便夸家庭医生看病及

时、服务周到。
去年5月19日， 浮邱山乡卫生院在益

阳市率先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成
立11个家庭医生团队，为全乡村民开展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根据签约协议，所有家庭
医生24小时开启手机，实行“一对一”定向
服务和追踪式服务， 尤其对空巢老人和行
动不便的老年患者上门进行健康咨询和
指导服务， 并每年对签约服务对象开展健

康知识讲座不少于4次。 该卫生院还对签
约村民一律免收一般诊疗费， 门诊彩超、
DR检查费减免50%；影像、彩超、病理等检
查项目与县人民医院资源共享； 与县人民
医院签订协议，对签约居民开通绿色通道，
优先转诊、预约、办理住院手续，双向转诊
住院连续计算起付线。

浮邱山乡卫生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工作一经开展， 便得到全乡村民的一致欢

迎。至今年5月上旬止，全乡已签约8945户
共计39087人，签约率达73%。其中贫困户
1067户2988人全部签约。

在5月18日举行的湖南省庆祝“世界
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上，浮
邱山乡卫生院第一家庭医生团队被授予
“2017年全国家庭医生优秀团队” 荣誉称
号。据了解，这是我省目前唯一获此殊荣的
乡镇卫生院家庭医生团队。

我省启动自然生态
空间用途管制试点
城步苗族自治县先行一步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阳

望春 刘志军）记者23日从城步苗族自治县县委宣传
部获悉， 我省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试点工作近日
在该县启动。

据介绍， 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是国家建立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试
点工作。今年1月，城步被列入全省唯一的自然生态空
间用途管制试点县，也是全国首批十个之一、全省目前
唯一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规划中的湖南南山国家
公园670多平方公里，约占全县面积的四分之一。

试点工作启动后， 城步将开展自然生态空间调查
评价，建立调查评价标准，确定各类自然生态空间的用
途、权属、分布等情况，建立基础数据信息库。在开展资
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专题研究基
础上，明确区域能够承载的人口、资源、生态环境、城镇
建设最大容量，确定自然生态空间最优布局。

同时， 该县将编制国土空间规划， 划定全县农
业、城镇、生态三类空间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生态
保护、城镇开发边界3条红线，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
局、生态保护红线成果和城镇开发边界，加强对保护
区核心区、重点区的保护。

此外， 该县将科学制定生态空间管控的正面清
单和负面清单。 对生态红线内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
区域，按禁止开发区实行强制性保护，以正面清单实
施管理；低于生态红线外的一般生态空间，允许适度
开发利用，根据环境承载力评价结果确定开发强度，
以负面清单实施管理。

“多规合一”信息平台6月起全面运行
长沙实现

“一本规划 一张蓝图”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欧阳倩 陈暄）想建一所污

水厂，选好址，项目审批时才知道，那块城乡规划中
的建设用地，已被国土部门划成了基本农田。以后，
此类规划“掐架”的问题将得以解决。今天长沙市城
乡规划局发布消息，长沙市“多规合一”信息平台将
于6月1日起全面上线运行。

“多规合一”是指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
筹整合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等各类空间规划融合到一个区域上，实现一个市县、
一本规划、一张蓝图。“多规合一”信息平台是长沙市

“互联网+政务服务” 平台重要组成部分。 平台包括
“规划蓝图”、“空间治理”、“监测评估”等5个功能，基
本实现了全市建设项目审批的“一窗进出”、“一号关
联”以及申报、审批项目必备材料、成果材料的“一次
上传，多次调用，数据共享”。据统计，通常一个建设
项目从立项到竣工全生命周期报建过程中所需申报
材料可达500多项，在“多规平台”材料可减至200余
项，减少近6成。

平台还将实现线上并联审批， 缩短项目审批时
限10%至20%，消除部门间信息壁垒，构建更高效、
公开、透明的行政审批大环境。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时
限由原来的平均100个工作日缩短至平均82个工作
日； 社会投资项目审批时限也由原来的83个工作日
缩短至77个工作日。

“新湖南”岳塘频道正式上线
系湘潭市开通的首个区县频道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曹漾）
今天，新湖南客户端岳塘频道开通上线，湘潭市岳塘
区正式入驻湖南日报社新湖南云。 这是新湖南客户
端在湘潭市开通的首个区（县、市）频道。

近年来， 岳塘区委、 区政府非常重视新媒体建
设。新湖南客户端岳塘频道上线后，区委宣传部研究
设计了“岳塘要闻”“岳塘动态”“岳塘经开区”“视频
岳塘”4个栏目，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全方位展
现岳塘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奋发图强的新风貌。区
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新湖南客户端岳塘频道开通顺
应了当前移动新媒体发展趋势， 为岳塘区新闻宣传
工作增添了一个有力平台， 极大拓宽了岳塘区与外
界沟通交流的途径， 将进一步提升岳塘区在全省的
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

桃江贫困残疾人
享受“居家托养”服务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通讯员 刘鹏 记
者 龚柏威）5月25日， 桃江爱心家政公司工
作人员来到桃花江镇富民社区肢体残疾人
王向阳家，为他按摩、打扫卫生，采买生活用
品。王向阳因患高血压瘫痪在床，与妻子离
异多年，唯一的儿子在外打工，生活极为不
便。桃江县残联将他列为残疾人居家托养服
务对象，由专业人员上门照顾。

在桃江县， 已有120名贫困残疾人享受
到“居家托养”服务。5月初，该县县乡两级残
联通过摸底调查、上门走访，确定符合条件
的120名智力、 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为服
务对象，采取政府招标方式，与桃江爱心家
政公司签订合同，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居家托
养服务。为了确保服务效果，县残联不定期
对服务对象进行抽查评估，并在年底对服务
进行考核验收。目前，服务机构已开始同服
务对象进行对接，拟定“一人一策”个性化服
务方案，提供生活照料、卫生整理、采购配
送、康复按摩、家电维修、心理疏导等服务。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毛秋平 ）24日上午，以

“全面贯彻新思想， 奋力建设新湖南”为
主题的岳阳市2018年社会科学普及主题
活动周启动式， 在湘阴县左宗棠广场举
行。 活动吸引了2000余名群众参与社科
咨询、现场互动、有奖答题和观赏传统文
化表演、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表演、
弘扬左公精神等系列活动。

湘阴县地处湘、资两水尾闾，濒南洞庭

湖，建置悠久，古称“楚南首治”，素为文献
之邦，是久负盛名的人文大县、社科大县。
有新石器时代青山遗址， 有最早的官窑岳
州窑青瓷、 唐代初期的法华古寺和宋代潭
州四十名刹之一南泉寺，“规模甲通省”的
湘阴文庙比岳阳楼还早， 有潇湘八景之一
的“远浦归帆”，有明、清两代蜚声遐迩的仰

高书院和笙竹书院等。 涌现了周式、 夏原
吉、左宗棠、李星沅、郭嵩焘、范源濂、范旭
东、陈嘉佑、陈毅安等众多精英人物。该县
注册有农学会、林学会、教育学会、环境科
学学会、 历史文化研究会、 史志文化研究
会、郭嵩焘研究会等社科机构17家，左宗棠
文化研究会的学术影响力辐射海内外。

蓝山为2名受诬告
纪检干部“平反”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

讯员 唐基勇 陈智璋）“感谢组织为我们澄
清事实，以后可以放下包袱，挺直腰杆监督
执纪。”5月24日，蓝山县2名受诬告纪检干部
被组织“平反”后,其中一位高兴地说。

原来，2016年， 时任某村党支部书记的
李某， 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村集体修路资金
5.3万元、 贪污本村孤儿生活费5.29万元，被
开除党籍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其后，李某对
案件主办人、县纪委信访室干部唐宇心生怨
恨，多次向有关部门诬告其违规办案。

去年，村民陈某多次向县纪委驻县信访
接待中心干部赵礼旺反映， 说其生活困难，
需办理低保，并要求赵礼旺在其信访材料上
签字。赵礼旺调查后，委婉拒绝了陈某的无
理要求，并向他详细解答了有关政策。陈某
心生不满，对赵礼旺进行举报。

在接到有关举报后，蓝山县纪委调查组
经过全面调查，查清了事实，并及时向信访
当事人李某、陈某通报了调查情况。

常德推进企业养老保险
缴费费率过渡试点
可为73家试点企业节约

成本近1.1亿元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

讯员 姜美蓉 马辉）“企业缴费率降了，员工
参保率高了，养老保险优惠费率试点政策为
企业减轻了负担。”23日，参加养老保险缴费
费率过渡试点的常德中锂新材料负责人说。

常德市从2014年开始，在园区企业开展
养老保险缴费费率过渡试点。试点企业单位
缴费费率起点为14%， 以后每年提高1%，逐
步过渡到统一缴费费率。另外，为鼓励企业吸
纳大龄人员就业， 大龄人员就业占比15%以
上的企业， 单位缴费费率每年提高0.5%，逐
步过渡到统一缴费费率。目前，该市共有73
家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缴费费率过渡试点，预
计过渡期间可为企业节约成本近1.1亿元。同
时，试点企业参保率平均提高了25%，均达到
90%以上， 规范签订劳动用工合同率达
100%，实现了企业、职工与政府三赢。

常德 3年培养3000名“农民大学生”

浮邱山 逾七成居民签约家庭医生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曾鹤群）“社区不仅帮我办下了
残疾证，还交了400元鉴定费。”视力残疾
的汤国华老人独居在便河边社区， 他深
感社区代办服务的贴心。

从今年起，长沙市开福区对照省、市
基层党建提质新要求， 在保障原有党建
经费基础上，为该区107个社区(村)党组
织平均新增20万元服务群众专项经费，

共计2100万元。
便河边社区有行动不便的老年

人、 残疾人等困难人群共计500余人，
民意调查，大家对“代办”服务呼声很
高。社区以“邻里店小二”为项目上报
给清水塘街道，很快得到同意的批复。
社区动用了8万元的党建专项经费完
成了代办建设， 获得了居民群众一致
点赞。

开福区委组织部负责人说， 新增
这20万元包括定额拨付（社区15万元
每年， 村10万元每年） 和以奖代投（5
万元）两个部分，使用范围包括党建队
伍建设、便民利民、关爱帮扶、党群活
动、居（村）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其
他服务事项等。每笔经费均按照“征集
需求、确定项目、组织实施、公示评估”
4个流程进行使用。

截至4月中旬，1560万元定额拨付款
已全部拨到社区专户。一个月以来，该区
已有24个社区使用专项经费实施了40个
服务项目。

新增2100万夯实基层党建

开福社区精细化服务暖民心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胡炎鸣 周金红） 民政对象经费
使用是否专款专用？ 是否存在挤占、挪
用、私分、贪污等行为？民政服务机构财
务管理、资金使用是否合规？5月23日，娄
底市民政局决定， 从5月下旬至12月上
旬， 在全市民政系统开展“聚焦民生资

金、 规范内部管理” 专项行动， 对全市
2013年以来所有民生资金进行清理。

此次清理范围为2013年以来所有民
生资金，要求做到全覆盖、无死角。

据了解，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娄底市
民政系统就对救助、优抚、福彩公益金、
救灾、残疾人两项补贴、老龄补贴等民政

民生资金和项目开展了清理。经清理，农
村低保和社会保障兜底脱贫人数分别减
少了51.5%、68.9%，并取消了不符合低保
条件的666户工商登记人员、23户财政供
养人员的低保。

今年4月，根据市纪委反馈的问题线
索， 娄底市民政局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了全面整改和严格问责。目前已有9名民
政所长分别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警告处
分、诫勉谈话。

娄底开展民生资金大清理

岳阳市社科普及主题活动启动

2018长沙智博会开幕
5月25日，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观众在参观一款焊接机器人。 当天， 为期3天的2018中国 （长沙） 国际智能制造博览会开

幕。 本届智博会现场展示面积近4万平方米， 吸引了国内外近500家知名企业参展。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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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783 1040 8143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42 173 232166

0 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