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邢玲 通讯
员 刘育东 陈倩)6月25日， 在桃江县人民
医院做完开胸手术的五保老人熊叶青可以
下床走动了。 已陪护他12天的胡永清算了
算，按照桃江县全失能五保户每天120元的
护理津贴标准， 他将得到保险公司理赔的
护理津贴1440元。

2016年11月1日，桃江县在全省率先启
动五保户住院医疗护理保险工作， 由各乡
镇及五保供养服务机构为投保人， 以每人
每年150元的保费标准，为全县五保供养对
象办理住院护理保险。保险期内，五保供养
对象因遭受意外伤害、 疾病在医院住院治
疗时， 其护理费用将纳入护理保险支付范

围，由保险公司给付住院护理津贴，确保五
保供养对象得到妥善照顾。

据了解， 桃江县为全县7000余户五保
供养对象全部办理了住院护理保险。 截至
目前， 共接到五保对象因病住院报案1113
件，已理赔1053件，共支付理赔资金155.8
万元，年均赔付率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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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鲁融
冰 通讯员 郭勇军)6月25日，记者在沅水桃源
段两岸看到， 过去堆积如山的砂石场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新绿。

沅水自西向东流经桃源县13个乡镇，河
道中砂石资源丰富。近些年来，乱采滥挖、任意
堆放砂石行为愈演愈烈，沅水河道与岸线不堪
重负。据统计，至去年底，沅水桃源段及其支流
沿岸有砂石码头（堆场）60处，砂石堆放存量
达400万吨。这不仅影响生态，更危及行洪和
防洪大堤安全。

为搞好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根治这
种乱象，今年初，桃源县委、县政府责令由县交
通部门牵头，县水利、海事、砂管办等部门及乡
镇（街道）配合，采取地毯式排查方式，对沅水
桃源段干流及一、二级支流沿岸码头堆场物逐
一登记造册。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县砂石码头
堆场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相关工作实施
方案。今年4月18日，砂石堆场整治攻坚战打

响，县政府与各乡镇（街道）及相关部门、单位
签订了清理整治责任状，压实工作责任。

整治中，桃源县充分发挥部门联动作用，从
县砂管、水利、国土、环保、交通、海事、公安、科
工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3个巡查组，配备专用
车辆和执法船，24小时不间断巡查。至5月底，各
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17次，下达责令停产、整
改等文书70余份，立案查处案件9起，行政拘留
17人，扣押采砂船舶38艘、其他采砂机具13台。

经两个多月整治，目前，桃源县99公里沅
水主干道和白洋河、夷望溪、澄溪等7条支流均
实现全面禁采砂石，沅水主干道及一、二级支
流沿岸堆场已完成清场转场57处，清理完成率
达95%，复绿面积达80%。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徐亚平 王晴
通讯员 张明子 谢智勇）“7天内拆除违法建筑
11栋，征地230亩，协调重点项目开工2个。”6
月21日， 临湘市云湖街道办事处主任汤勇刚
告诉记者，云湖街道是临湘“新区”，今年3月底
才成立。在临湘市委重担当、看作为的“一线实
绩”用人导向激励下，街道一批干部敢闯敢拼，
各项工作很快打开局面，扎实向前推进。

为激励干部新时代有新作为，临湘市委树
立新的选人用人导向，引导干部在基层一线有
担当、敢作为。市委还将基层一线实绩作为选
拔任用干部的必要条件，规定每个乡科级干部
至少联系1个村（社区）或1个企业项目、1户困
难群众。去年来，全市先后选调400余名一般
干部到脱贫攻坚、征迁拆违、重大项目等中心
工作一线磨砺， 还选派了56名干部到村情复
杂、矛盾较多的村（社区）担任党组织第一书
记，锻炼才干。

在干部任用中，临湘市委坚持“不看唱功
看做功，不看表面看表现，不看资历看能力”，
让好干部有为有位。去年，市委打破常规，将市
水利局1名长期扎根水利事业一线、 业务精通

的70后副局长提拔为局长。新局长上任后，带
领一班人，在长江岸线码头整治、砂石非法开
采整治、黄盖湖综合治理工程建设等战役中迎
难而上，受到省、岳阳市表彰。去年来，临湘市
共提拔市管乡科级正职领导干部37名， 其中
32名有乡镇（街道）副职工作经历业绩；提拔市
管乡科级副职领导干部66名， 其中58名有基
层一线工作经历业绩；先后有24名村干部、大
学生村官被破格招录为乡镇（街道）副职。

临湘市还严格落实“三个区分”，为敢于担
当的干部撑腰鼓劲。一年来，共有12名平时敢
作敢为、业绩突出的干部在工作中存在无意过
失或非议，组织对其批评教育后，继续委以重
任；3名干部在提拔公示期间受到举报， 纪检、
组织部门认真核实后， 及时为其澄清正名。另
外，对21名缺乏担当、能力不足的乡科级干部
按程序予以免职处理。

临湘市委新的用人导向，激励广大干部在
基层急难险重工作中勇挑重担。一年来，该市
在全省率先退出33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取
缔黏土砖厂32家、畜禽养殖场122家，帮助脱
贫2385人。

不留砂场留绿色
桃园县境沅水主干道及一、 二级支流沿岸

堆场已完成清场转场57处，复绿面积达80%

不看唱功看做功
临湘树立重担当看作为的用人新导向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
员 杨万里 胡纯亮)6月25日， 永州市零陵
区农委植保站4名技术人员冒着高温，对富
家桥镇峦石山村附近6000余亩早稻田进行
现场测产。据了解，这些稻田采用最新“绿
色防控”技术防治病虫害，水稻长势良好、

丰收在望，预计亩产达420公斤以上。
所谓“绿色防控”，主要是在水稻田里

植入内装高科技引诱芯片的装置， 引诱雄
性害虫并将其杀死， 达到生态治虫控害的
目的。这些稻田里，插着顶端为圆柱形的白
色罩子，就是绿色防控装置。这样不但减少

了农药使用量，节省不少费用，而且所产稻
谷生态、无公害，米价远高于普通大米。

今年， 零陵区由区农业委组织在富家
桥、邮亭圩等5个乡镇（街道），在10万亩稻
田推广“绿色防控”， 可为农民节支增收
1000万元以上。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
员 罗清泉 邱建安）6月26日，双峰县杏子铺镇
双溪村村民成果丰看着那块曾抛荒23年的空
地上长出了绿油油禾苗， 感慨道：“以前是废
田，现在变成了良田，都是好政策带来的啊!”

成果丰说的好政策，是国家推行城乡建

设用地增减挂钩。即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整
理复垦等，在解决建设用地的同时，确保耕
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城乡用地布局
更合理。今年2月，双峰县启动增减挂钩试点
工作，把荒地变成“聚宝盆”。县国土资源局
因地制宜规划，严把项目申报、实施与工程

验收关。土地复垦时，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并配合机耕道、水渠修建，力争把每个项目
变成精品工程、田园风光。至6月24日，该县
已在砖瓦厂、煤矿等工矿废址以及易地扶贫
搬迁后的老宅基地上， 复垦出1200余亩耕
地，并全部种上了水稻、玉米等农作物。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唐娇

蔬菜滞销，眼看着辛苦种出的菜
将烂在地里。政府部门与社会各界伸
出援手，帮忙卖菜。这几天，袁纪亮的
心情就像坐上了过山车，跌宕起伏。

6月20日晚，一条《万斤茄子
滞销， 浏阳普迹镇菜农望茄兴叹》
的消息在浏阳市一个微信朋友圈
发出，吸引众多人接力转发，受到
当地有关部门关注。

浏阳市普迹镇是长沙市的“菜
篮子”之一，拥有数万亩蔬菜基地，
为何会出现蔬菜滞销？6月24日，
记者走访当地农户。

家住普迹镇新街村的袁纪亮
是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从事蔬菜
种植已有20余年， 往年只种一两
亩。今年，他扩大种植面积，种了5
亩，主要是苦瓜、丝瓜和茄子。“价
格太低，没法卖。”种植面积刚扩大
就出现滞销，袁纪亮十分郁闷。

“今年普迹镇蔬菜种植面积大
增，且上半年天气好，蔬菜丰产，导
致部分散户出现蔬菜滞销，但这只
是暂时性的。” 普迹镇农业综合服
务站站长尹杰武向记者介绍 ，
2015年该镇因种植品种单一，曾
出现毛豆滞销情况。近两年，政府
致力于引导合作社和农户调整种
植结构，丰富蔬菜种类，目前种植
了西红柿、毛豆、辣椒、茄子等具有
地方特色的优势产品26种。

“新鲜蔬菜收购价格上下浮
动，属正常现象，遇蔬菜集中上市，
就会出现价低的情况。”尹杰武说，

“合作社一般拥有固定的销售渠
道，而散户容易出现销售难。”

6月21日下午，浏阳市农业局、
商务局、供销合作总社与普迹镇联
合组织了一场农产品交易会，将农
户种植的蔬菜进行集中采摘，运送
至西区农产品交易中心，由浏阳市
新期绿合作社集中收购，蔬菜滞销
问题得到缓解。

“交易会第一天，我们共收购
了7800公斤蔬菜。”新期绿合作社
理事长郑建如介绍，这次农产品交
易会预计持续10天左右， 将通过
集中分批采摘收购，运往长沙海吉
星等市场进行销售。

“苦瓜不论多少，我全部要了！”
湘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邓宗
秉也来到现场，看货采购。目前，他
在浏阳开设了32家生鲜超市，采购
的农产品直接运往超市销售。

眼看着滞销的蔬菜不断卖出
去，袁纪亮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平
常丝瓜价格是每公斤0.6元， 但他
们给我的价格是1元。”

在农产品交易会现场，一辆辆
满载丝瓜、豆角、茄子等蔬菜的车
辆进进出出， 一旁的菜农高兴不
已。“丝瓜85公斤， 收购价每公斤1
元；苦瓜102.5公斤，收购价每公斤
1.8元；茄子70公斤，收购价每公斤
1元，一共是339.5元。”当地贫困户
周明太算起了自己的收入账，“看
起来钱不多，但比平常菜贩子来收
购，价格高了一半呢。”

从21日到25日的5天时间里，农
产品交易会已交易蔬菜近5万公斤。

� � � � 浏阳市普迹镇蔬菜滞销， 政府部门与社会
各界伸出援手，5天交易蔬菜近5万公斤———

“朋友圈”引出农产品交易会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 通讯员 覃遵奎
田金铃 记者 余蓉）“校园充满幸福的氛围，我
们才能取得好成绩， 成为幸福学生。”6月26
日，永顺县溪州中学毕业学生方韦钦给母校老
师发来感谢短信。学习成绩不稳定的他，经过
学校的悉心培养，初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上了
青少年航空学校。

溪州中学近年来全面实施“幸福教育”，从
构建“幸福校园”、 探索“幸福课堂”、塑造“幸
福领导”、发展“幸福教师”、培养“幸福学生”等

5个方面入手，用爱心、汗水和智慧共筑“幸福
教育”的崭新模式。

学校依托省级课题项目，推出“六步式·四
位一体”的高效“幸福课堂”，通过情景导入、新
知探究、交流展示、综合提升，实现以教师为主
导、学生为主体、内容为载体、方法为纽带的学
生自主拓展式学习新模式。经过探索，“幸福课
堂”教学模式已经成型并全面推广。在各级创
优课比赛中，4位教师的公开课，获得了国家级
优秀课创新奖。

溪州中学创建“幸福教育”新模式

桃江为五保户办理住院护理保险

“绿色防控”病虫害
零陵区10万亩早稻丰收在望

双峰实施用地增减挂钩项目
复垦耕地1200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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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选三 0 3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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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
员 刘勇 刘彬）今天，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对外通报，破获一个在长沙市宝南街以销售手
机为幌子，实则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牟取
巨额开票费的犯罪团伙。

2016年11月，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接
到上级部门转发的线索：2015年7月至2016
年2月， 湖南耀腾技术设备有限公司接受北
京一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高
达5439万余元，货物名称为手机。后来税务
稽查部门传来更多线索，耀腾公司涉嫌向长
沙另外两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长沙
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成立专案组，对此案进行
立案侦查。

经查，2011年胡某某成立公司做手机批
发生意，同时打起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
意。他通过中间人介绍需要购买进项发票的公
司，以收取发票价税合计1.2-4.5%的开票费的
方式，大肆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牟取暴
利。他们通过专门的中间人，先后向全国30个
省市区的1263家下游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金额高达36.7亿余元。据估算，他们的犯罪
行为导致国家税收损失超过5亿元。

2017年6月20日， 专案组一举抓获8名涉
案人员， 现场扣押涉案税控机4台、 税控盘4
个、公章500余枚、银行卡100余张，以及大量
财务资料。目前，长沙公安已向长沙市人民检
察院移送审查起诉12名犯罪嫌疑人。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
员 徐利平)50多年前，湖南花鼓戏《打铜锣》火
遍全国。今天，浏阳河畔敲响“新铜锣”，花鼓戏
《新打铜锣》在浏阳市镇头镇首演。湖南花鼓戏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打铜锣》中主角“林十娘”
的扮演者李小嘉看完演出后说，“请君莫奏前
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新打铜锣》演得好。

上世纪60年代，上海作家柯蓝在浏阳市镇
头镇甘棠村体验生活，创作了小说《三打铜锣》，
后被改编成湖南花鼓戏《打铜锣》，主要讲述了
蔡九哥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的故事。花鼓戏《新
打铜锣》延续了《打铜锣》的风格，将戏曲中的人

物置于当代，设置了环保监察员“林十一娘”、水
鸭养殖大户“蔡十哥”等主要人物，围绕建立“河
长制”、 推动浏阳河沿线畜禽养殖退出展开剧
情。“林十一娘”多次上门做思想工作，引导“蔡
十哥”认识到畜禽养殖污染的严重性。最后，为
了让“蔡十哥” 的养鸭事业不受冲击，“林十一
娘”主动邀请他搬迁到自家已达到环评标准、实
现种养平衡的养鸡基地，两人抱团发展。

据介绍，该剧由浏阳市戏剧曲艺工作者协
会负责创作，主创成员包括国家二级编曲鲁丰
良、国家一级导演彭自兴、国家一级作曲欧阳
觉文等。

花鼓戏《新打铜锣》首演

卖手机老板大肆虚开增值税发票被查
金额高达36.7亿元，导致国家税收损失超过5亿元

6月27日，临武宝玉石文化产业园矿晶博物馆里，刚布展好的矿晶十分耀眼漂亮。临武有“玉石之
乡、矿晶之都”的美称。正在加紧进行建设布展中的临武矿晶博物馆是湖南最大的矿晶博物馆，建设面
积8000多平方米，将于8月底正式对外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李进科 摄影报道

临武矿晶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