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7月7日，生态文明
贵阳国际论坛2018年年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开
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年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
来，建设绿色家园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梦想。国际
社会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努力，构建尊崇自然、
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推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
展。此次论坛年会以“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生

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主题，相信将有助于各方
增进共识、深化合作，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强调， 中国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倡导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走绿色发展和可持
续发展之路。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全面落
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共同建设一个清
洁美丽的世界。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

习近平致贺信

湖南日报7月7日讯（记者 刘永涛）英国
权威杂志《银行家》日前公布了“2018年全
球银行1000强”榜单。我省长沙银行名列全
球第311位、国内第48位，华融湘江银行名
列全球第351名，国内第55位。

2018年的榜单中，工、建、中、农四家大
型商业银行首次占满全球银行1000强的前
四名。统计显示，今年共有135家中资银行入
围全球银行1000强排行榜， 约有八成以上
银行的排名较去年有所提升。其中，长沙银
行全球排名较2017年上升29位， 华融湘江
银行全球排名较2017年上升92位。

从资本指标看， 全球银行业资本状况
良好，中资银行实力不断增强。在全球银
行1000强榜单中， 中国大型银行的一级
资本增长高于平均水平。此外，中资银行
盈利能力也进一步增强，2017年中资银行
税前利润在全球1000大银行中占比32.8%，
较2016年上升2.7个百分点。

据了解，英国《银行家》每年公布的全球
银行1000强排行榜， 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银
行的资本实力、经营规模、盈利能力和经营
效率等方面进行评估，已成为社会各界了解
全球银行业现状、变化和趋势的一个窗口。

群艺馆
全新升级

7月6日， 位于株洲
文化园的株洲市群众艺
术馆新馆湖水环绕、环境
优美。该馆改扩建工程于
去年6月动工，升级改造
后的群艺馆总面积将由
原来的3000多平方米增
加到 10000平方米。目
前， 场馆建设已完成，正
进行装修及设备安装等
施工。预计本月底至下月
初建成开馆，并将更名为
株洲市文化馆。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阳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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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肖斌辉 戴明政

“我们贫困户终于看得起病了！”日前，
在新邵县健康扶贫“一站式” 结算中心大
厅， 为丈夫陈乐元办完住院报销手续的严
塘镇龙脊村贫困村民吴纷良眼里闪着幸福
的泪光。陈乐元今年2月患脑出血，在上海
瑞金医院住院治疗21天， 总费用12599元，
报销后自己只花了1259.23元。

在新邵县， 贫困患者都能像陈乐元一
样，享受健康扶贫政策。新邵县委书记阳晓
华介绍，该县创新机制，推进医改，主要通
过实施“三个全覆盖”工程，即“先诊疗后付
费”全覆盖、“一站式”结算服务全覆盖、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 让贫困群众有病

看得起、看得好，看病更方便、少花钱，阻断
“病根”变“穷根”，打了一场新时代健康扶
贫漂亮仗。

有病看得起、看得好
做过手术才几天的新邵县龙溪铺镇大

竹村贫困户吴代华， 躺在县人民医院泌尿
外科病床上，一脸苍白，身体仍很虚弱。但
说起健康扶贫，她立马来了精神。她患肾结
石、尿结石多年，曾在深圳做过3次手术，每
次花费2万多元，家里已一贫如洗。

“这次听说又要做手术， 我哭了好几
次， 死活不愿来医院， 家里实在拿不出钱
啊！”她顿了顿接着说，“后来了解到县里的
健康扶贫政策，住院不用预交一分钱，出院
时还能报销90%的医疗费， 我才同意住院

做手术。”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曾是因病

致贫的真实写照。“因此，我们想方设法让群
众有病看得起、看得好，防止他们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新邵县卫计局局长罗春宜说。

从去年11月起， 新邵县对参加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建档立卡贫困患者，在
县域内16家乡镇卫生院和3家县级定点医
疗机构住院，全部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入
院时不需缴纳住院押金， 出院时按正常程
序结算，只需支付自负医疗费用。县城乡居
民医保经办机构每年初预付基金1000万元
给县内部分医疗机构， 作为贫困患者住院

“先诊疗后付费”垫付资金，保障其运行。现
在全县受益“先诊疗后付费”的贫困患者已
达11700多人次。 荩荩（下转2版①）

湖南日报7月7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
讯员 龚文君 汪进）“这些冰床是最新研制
出来的，手感冰凉滑爽，将销往欧美国家。”
6月底，临澧经开区中泰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公司负责人介绍，今
年他们用新材料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生产
了10多种新产品， 预计年产值可达3亿多
元，比去年增长30%左右。

近年来， 临澧县大力发展新材料产业，
出台优惠政策激励企业自主创新，获多项国
家专利。其中，中泰特装自主研制出高强高
模聚乙烯纤维，填补国内空白，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其防弹防刺系列产品远销20多
个国家和地区， 有6项技术指标成为国家标

准，在10多个国家申请了专利。博川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用石膏开发出木塑型材等系列
产品，多项技术获国家专利。目前，临澧已形
成以纤维新材料、建筑新材料、环保新材料、
结构新材料为主的新材料产业，一批骨干企
业茁壮成长，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去年，全
县新材料规模企业产值超过25亿元，比上年
增长32%，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今年3月，常德市新材料临澧产业园揭
牌。临澧以此为契机，集中力量重点组织实
施新材料产业发展“4321”工程，即深度开
发石膏、石灰石、膨润土、硅砂4大矿产，深
入推进高强高模聚乙烯、碳纤维、高分子尼
龙纤维3大高性能纤维产业发展，加快建好

临澧高新材料产业园和新安石灰石新材料
产业园，引进和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 力争今年全县新
材料产业产值达到30亿元，到2020年，基本
建立起具备一定自主创新能力、规模较大、
产业配套齐全的新材料产业集群， 新材料
产业年产值突破50亿元。

为了让新材料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临
澧还在泰国建立常德市首个海外经贸合作
园区。该项目总投资5.37亿元人民币，计划
分3期建设。不久前，其一期工程建成，先淘
卫浴等7家县内新材料企业入驻，另有26家
企业签订了入园意向协议。 项目全部建成
后，可带动年出口15亿美元。

断“病根” 拔“穷根”
———新邵健康扶贫“三个全覆盖”力阻因病致贫返贫

� � � � 7月7日清晨，龙山县兴隆街道狮子社区，透过云层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在绿水青山间。
近年，龙山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将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有机结合，
“生态龙山”建设成效显著。 曾祥辉 摄

绿水青山美如画

� � � � 湖南日报7月7日讯 （记者 陈昂昂 ）
7月6日，省政协主席李微微一行来到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 围绕腾讯“为
村”微信平台和港澳委员“三个一”扶贫行
动展开调研。

2017年以来，自治州全面推广“为村”
微信平台即“互联网+贫困村”，充分利用
互联网技术、资源、平台及思维，实现村
里外出和留守人员的信息和情感沟通，
发现村庄的独特价值，发展特色产业，建
设美好村庄。

“为村”平台如何助力精准扶贫？怎样
融合党建工作？ 这都是李微微一行最为关
心的问题。调研组一行详细了解“为村”平
台功能， 观看了功能演示。 通过开设村友
圈、服务、党务等功能，村民可以实时了解
村庄的新政策、新动向，外出打工的村民也
可以通过平台与家人互动。

“平台在连接村民之间的情感上做得
很好！”李微微十分高兴，她希望当地党委

政府继续为平台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同
时充分用好社会力量助推平台发展； 要根
据村里的发展需要，不断对平台进行优化、
升级。要研究湖南政协云与“为村”平台对
接方式，发挥委员作用，依托“双助”活动与
“双行动”，通过“互联网+”，为乡村连接情
感、连接信息、连接财富，打通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2016年以来，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
委员会率领55名省政协港澳委员在洗溪
镇宋家寨村开展“三个一”扶贫行动，为全
村谋产业、夯基础、优环境、献爱心，取得了
明显的帮扶成效。

村民杨育钢是港澳委员连镇恩的结对
帮扶对象。 通过结对帮扶， 杨育钢利用养
猪、养鸭等方式脱贫，去年收入10多万元；
在港澳委员李蕊而的结对帮扶下， 村民杨
育知养殖稻花鱼、养鸡脱贫，家庭已有人均
年收入3万多元。李微微十分高兴，祝福他
们生活越来越好。

运用“互联网+”为乡村
连接情感连接信息连接财富
李微微赴泸溪调研“为村”平台和扶贫工作

湖南日报7月7日讯（黄巍 龚卫国）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你
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为纪念全民
族抗战爆发81周年，7月7日上午，在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全
体讲解员诵读了共产党员、 英雄母亲
赵一曼在临死前写给儿子的绝笔信。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畔的枪声
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 作为抗日
战争胜利受降之地的芷江， 发起了千
人重读抗战家书活动。当天，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与全国22家
抗战类纪念馆同步举行全民族抗战爆
发81周年纪念活动。

纪念馆馆长吴建宏介绍， 举行此
次活动， 就是时刻提醒大家要铭记日
本法西斯侵略者在中国曾犯下的滔
天罪行，牢记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巨大牺牲和重要
贡献。

湖南日报7月7日讯 （记者 周月桂 ）
湖南电商扶贫小店平台系统上线半年来，
已开店8376家。今天在湘潭举行的第七届
湖南省电子商务大会上， 湖南电商扶贫小
店升级版本正式上线。

近年来，我省农村电商发展迅速，电商
扶贫带动作用明显。2017年， 全省农村电
子商务交易额约1800亿元，其中农产品网
络零售额101亿元， 参与电商扶贫考核的
110个县市区均建立了县级电商服务中
心，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就业，活跃了贫
困地区农村消费市场。

为深入推进电商扶贫专项行动， 去年
底， 湖南省电商公共服务平台联合相关电
商企业开发了湖南电商扶贫小店平台系
统，一站式帮助农户开店，解决全省贫困乡
村农土特产品销售问题。

截至目前， 已有快乐购芒果生活、农
商通、云采惠、友阿、惠农网等近10家省
内知名电商入驻， 上万种贫困地区农土
特产在线销售。 其中涟源市的湖南电商
扶贫小店销售金秋梨效果良好， 一周内
开店100多家，销售额最多的一个小店达
4.8万元。

我省电商扶贫小店开店8376家

上万种贫困地区农土特产在线销售

湖南日报7月7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唐建衡 严洁）7月7日上午，在铿锵
锣鼓声中，一群东安红衣少年共舞长龙，将
传统舞龙与东安武术完美结合， 给人带来
震撼的视觉盛宴。 当日，2018年湖南省夏
季乡村旅游节在东安县开幕， 来自省内外
上万名游客乐享东安乡野山水之美、 文化
之美和生活之美。

从2016年开始，省旅发委联合有关部
门和市州， 按春夏秋冬不同的旅游季节举
办乡村旅游节，形成了规格高、影响大的全

国著名旅游节会品牌。本次旅游节以“相约
永州·微游东安”为主题，由省旅发委和永
州市政府共同主办，主要展示和营销乡村
旅游产品，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

在为期两天的旅游节期间， 永州市和
东安县将推出永州旅游产品博览会、 乡村
旅游和乡村振兴座谈会、微旅游采线、清凉
一夏·激情舜皇山、乡村音乐会和“德文化
日”等七大主题活动，满足不同游客的旅游
需求。

2018年湖南省夏季乡村旅游节开幕

“2018年全球银行1000强”出炉

长沙银行华融湘江银行
分居第311位和351位

� � � � 湖南日报7月7日讯（通讯员 陈姣 记
者 周月桂）未来的乡镇卫生院将会配有机
器人助手，通过机器人问诊开方。瀚云人工
智能辅助诊疗关键技术科技成果评价会今
天在长沙举行， 可用于基层医疗的全科医

生机器人助手在会上亮相。该机器人助手
目前已在娄底试点， 为基层全科医生和
普通百姓提供疾病智能问诊和智能诊断
服务。

荩荩（下转2版②）

人工智能提升基层医疗水平

“机器人医生”将走进乡镇卫生院

“新”产业 新引擎
临澧通过自主创新打造新材料产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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