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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滕珊珊 )“健康扶贫政策好，‘一站式’
结算真省心。 县城乡居民医保中心联系到我，
派专人将大病二次补偿款送到我手上。 ”10月
19日，麻阳苗族自治县石羊哨乡岩落寨村贫困
村民张吉秀高兴地说。

张吉秀因下颌骨出现恶性肿瘤到长沙湘雅
二医院住院，花费医药费84154.13元，新农合补
偿37574.13元，大病补偿款还有9625.00元。 县城
乡居民医保中心大病保险中心看到应补未补数
据后，派人把补偿款送到了她手上。

据了解，麻阳全力推进健康扶贫“一站式”
结算和信息化监管，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 今年5月26日，麻阳

“一站式”结算平台正式启动。 同时，县里研究
制定了健康扶贫工程实施方案、健康扶贫“一
站式”结算实施细则等，明确了贫困人口住院
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扶贫特惠保、民
政医疗救助、 医院减免、 政府兜底6类优惠政
策。 在县城乡医保中心建立了健康扶贫“一站
式”结算中心，并指导县内32家定点医院按照
统一标准设立“一站式”结算窗口。 目前，该县
已全面落实“三提高、两补贴、一减免、一兜底”
政策， 全额资助69872名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
民医保，并为贫困人口购买扶贫特惠保，县财
政资助90%的保费，剩余10%由商业保险公司
给予减免。 县财政还安排预算1900万元，用于
贫困人口住院兜底。

为规范“一站式”结算平台的建设和管理，
麻阳采取措施，落实好“七统一”要求，即统一
保障范围、政策要求、资金专户、经办服务、结
算流程、转诊备案、信息化建设标准，并做到一
个平台集合多重保障， 一个窗口即时结算报
销，一张单据明示所有待遇。 实行“一站式”结
算后， 贫困人口住院综合保障水平明显提升。
至9月30日，全县共有贫困人口5430人次住院
实现“一站式”结算。

� � � �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见习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吕小宝 郭华)“我负责‘中联天地’200
多亩油茶林的抚育工作，一年工资有上万元。”
10月24日，常宁市罗桥镇63岁的贫困村民赵四
妹乐呵呵地说， 她已与鸡苗商达成进货协议，
明年初在油茶林中养6000只鸡，“明年收入可
望大幅提升，日子更有奔头”。

赵四妹是当地通过种油茶脱贫致富者
之一。近年来，常宁市按照“政府主导、市场
运作、社会参与”的思路，做大做强油茶产
业，助推扶贫攻坚。主要采取专业合作组织

与种植大户带动、“公司+农户” 联合经营等
方式，加快发展油茶产业，有效拓宽贫困户
增收渠道。目前，该市已发展规模油茶开发
企业21家、专业合作组织30多家、种植大户
350多家，流转林地48.7万亩，带动10万余人
参与油茶种植增收，其中有1285户贫困户靠
种植油茶脱了贫。

常宁市还设立油茶产业发展基金， 投入
6000余万元扶持油茶产业。 并组建林权管理
服务中心，为扶贫企业及贫困群众开展林地流
转、交易和抵押贷款等提供服务，解决信贷期

限与农作物生长周期不匹配等问题。 同时，坚
持多元投入，拓宽融资渠道，促进产学研合作，
不断提升科技含量。先后引进湖南殷理基农林
有限公司、 中联天地等规模油茶开发企业，投
入资金10亿余元，延伸油茶产业链条，做大油
茶品牌。建成了百里油茶产业带、油茶基因库、
油茶产学研试验示范基地和油茶风情园等，
“常宁茶油”品牌效益凸显。

去年，常宁市共产茶油1.13万余吨，产值
达17.43亿元， 油茶果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的“金果子”。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冯小珊

“这个红菜薹真新鲜，来一把。 ”
“今早刚运过来的，检验过了，可以

放心买。 ”
10月24日， 家住长沙市天心区青园

街道满庭芳小区的老蔡慢悠悠地在新开
业的莲芙生鲜市场转着。

“我们这里辐射周边10个小区，每天
有上万人来买菜， 热热闹闹， 但井然有
序。 ”市场负责人曾奎颇为自豪地说。

对天心区居民来说，随着“一圈两场
三道”（15分钟生活圈， 停车场、 农贸市
场，人行道、自行车道、历史文化步道）建
设推进，不光买菜方便了，购物、看病、上
学、锻炼等，以后都可以在以家为圆心、
步行15分钟为半径的生活圈内解决。

记者在城南路街道城南中路社区看
到， 提质改造后的社区服务中心焕然一

新，不仅改造了露天篮球场，新建的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也投入了使用。

紧挨着省政府的湘府文化公园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已完工，里面设置了智
能化的操作设施、 舒适的体验空间，有
上万册图书 、500多种期刊可免费借
阅。

天心区还新建、 改建停车场35个，农
贸市场8个，人行道、自行车道、历史文化步
道也越来越宽敞。 越来越多的群众感受到
生活的便利和美好，幸福感不断提升。

据了解， 今年天心区计划重点打造
15分钟生活圈27个，共安排建设项目246
个。 目前已完成12个生活圈、90个项目建
设。 同时，全年计划新建、改建停车场，农
贸市场（含生鲜门店）47个，新建、改建人
行道，自行车道，历史步道34条。 至10月
24日，部分项目已完工，其余已全部启动
建设。

� � �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雷鸿涛 吴若迁
吴奇颐）“从我们最近走访调查的结果看，
上学期开展的‘护校行动’效果明显。比如，
以前问题突出的学生饮水安全问题， 得到
了有效解决。”10月18日， 通道侗族自治县
人民检察院民行室主任吴
仁建介绍， 为保障校园食
品安全，今年来，该院牵头
联合当地教育、 食品药品
工商质监、卫计、疾控等部
门开展“护校行动”，对学
校及周边商店食品安全进
行专项监督检查。

在“护校行动”中，有
关部门重点关注学校食
堂卫生，尤其是饮用水安
全，发现问题要求立即整
改；仔细查验食品标签标
识，对生产厂家、保质期
等印刷模糊的食品立即
作下架处理；对发现销售
假冒伪劣、过期变质食品
的， 依法予以处罚等。通
道检察机关已就“护校行
动”中发现的问题，向相
关职能部门发出检察建
议书39份， 督促行政机
关依法履职。这些检察建
议书都收到了回复，相关
问题都得到了有效解决。

吴仁建介绍，因为检察机关介入，校
园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整改力度更大，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更好， 受到学校老
师、学生及家长好评。目前，“护校行动”
还在开展中。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国庆假期，“千人” 空巷的场景挤爆了长沙
市开福区西园北里古巷，章士钊先生笔下的“冠
盖之地”又重现了昔日的繁华景象。

西园北里因唐相裴休建西楼而得名， 清末
龙家大族在此修建了亭台楼阁、水榭园林，清代
的古城墙、左宗棠祠堂、黄兴的华兴会、李觉李
立的公馆都曾镌刻在这悠悠古巷里。

近几年，西园北里的名字频频亮相，长沙市首
条历史步道， 老城有机改造片区，“梧桐树下·北里
讲堂党建品牌”，“古巷西园” 抖音公众号……作为
设施老旧、积弊重重的中心城区老街旧巷，如何焕
发了邻里和睦的勃勃生机？

也许能从奋斗在古巷里的社区书记程蓉身
上找到些答案。

程蓉今年45岁，教书育人走过10年光阴后，
2006年随军安置到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道。湘
春路、黄兴路、湘江中路……围着这不大的“一
亩三分”地，她走街串巷10余年，2016年因表现
突出被任命为西园社区党委书记。

2016年10月， 长沙市与开福区重点打造的
西园北里历史步道项目启动建设，面临着6栋房
屋征收，71户居民屋面、墙面改造，7处不可移动
文物修缮，100多户群众出行困难……

程蓉带着工作人员， 不舍昼夜一户一户讲
政策、做解释，并把群众对改造的想法和意愿收
集了100多条。

一周以后，进场施工的先遣小分队感慨，这

么大的重点工程，从未看到哪个社区如此高效。
跟程蓉一同走进西园北里古巷， 发现人人

称她为“程老师”，可谓“圈粉”众多，而这些“粉
丝”都是她拳拳为民之心积淀而来。

低保户解雪兰住在西园北里32号， 因丈夫
残疾生活窘迫，社区逢年过节总是记得她，社区
改造时还把她风雨飘摇的老房子进行了修缮。
曾经一度搬出社区的解雪兰不仅高高兴兴搬回
了“新家”，孤僻的她还成为了社区治理的热心
志愿者。

82岁的老娭毑戴曼丽，因不愿与子女同住，
独居西园，程蓉记得老人家的生日是母亲节，每
年这天便和邻居们同去祝寿， 老人感动得热泪
盈眶。

2017年春节前， 在铲雪除冰时程蓉扭伤了
脚，可第二天一早，大家便看见她打着绷带撑着
拐棍为大家筹办团圆宴， 她说：“不能因为我的
小事耽误了大家团年的大事。”

程蓉牵挂着古巷群众， 谁家有个三病两痛
她都记在心上，先后打造了“北里先锋”“北里青
年”“北里关爱”等党建支部。西园社区先后荣获
了长沙市和谐社区、提质提档良好社区、文明创
建示范社区等荣誉称号。

如今，修缮完成的西园北里历史步道560米，
集中了15处人文景点和省市7处不可移动文物，成
为长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闪亮的新名片。 在西园
社区服务中心的牌匾旁挂着“游客服务中心”的牌
子，这是程蓉特意加上的，她说：“不驰空想，不骛
虚声，愿踏实做新时代基层的螺丝钉。”

永州：院士工作站揭牌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严万达 欧春

涛）昨天，永州特种材料与结构技术研发
和应用院士工作站， 在永州经开区揭牌。
这是永州市引进高端人才、加快创新平台
建设、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要举措。
据介绍， 运用院士工作站这一创新平台，
永州将着力在重大项目开发、高层次人才
培育、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获得新突破。

城步：虫茶成“地标商标”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阳望春）近日，城步苗族自治县食
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管局透露，城步虫茶已
通过有关部门核准注册，成为国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城步虫茶是城步境内苗、侗、
瑶等族群众制作的一种似茶非茶的“茶
精”———三叶虫茶，具有止渴提神、降压利
尿、健脾养胃等功效，已有200多年历史，
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宁乡：“三个结合”反邪教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李曼斯 张进

良）“邪教危害太大了，我回去一定要叮嘱
爸爸妈妈。” 在宁乡市城北中学就读的廖
冯宇在“防范邪教” 主题班会上感叹。近
日，“防范邪教宣传周”活动在宁乡市全面
开展。据了解，宁乡市反邪教警示教育工
作通过传统宣传阵地与现代传媒相结合，
日常工作与“防范邪教宣传周”相结合，图
文宣传与视频观看相结合的形式，使邪教
组织活动无机可乘， 邪教人员无处可遁，
为宁乡社会经济发展营造了一个安全、稳
定、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

实行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

麻阳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

常宁种出脱贫致富“金果子”
10万余人增收，1000多户脱贫

让生活越来越便利
———天心区“一圈两场三道”建设见闻

保障校园食品安全
通道检察院牵头开展“护校行动”程蓉：百年西园新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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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开展“千人帮
千企”百日大行动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李治 ）今
天，长沙市召开“千人帮千企”百日大行动誓
师大会， 宣布由1000名干部组建200个小分
队，帮扶1313家重点企业，主要推动政策精准
入企、落地惠企，进一步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实现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
资、稳预期目标。

“为企业来点实的，送政策上门，让政策
落地。”长沙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开展“千人
帮千企” 百日大行动， 将着力在优化政务服
务、优化营商环境上下功夫，进一步增强高质
量发展动能。 市里成立了由市长担任组长的
领导小组，将深入企业走访调研，结合企业实
际“量体裁衣”，尽可能制定合适的“帮扶政策
集成包”，并根据反馈意见，及时解决问题。

� � � �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张亮)10月23日，常德市发改委工
作人员来到西洞庭管理区， 专项稽察易
地扶贫搬迁项目， 该项目涉及中央投资
16.8万元。从今年4月开始，市发改委每月
稽察一个区（县、市 )的易地扶贫搬迁项
目，确保项目资金用在刀刃上。

今年来， 常德市发改委给国家投资
项目常念“紧箍咒”，加强事前、事中、事后
监管，确保政府投资发挥更好效益。除了

严把项目审批关、可研评审关、招投标关，
还在项目建设中，逐级督查、重点督办。
在事后监管中，坚持问题导向，先后对
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中
央及省预算内投资项目和易地扶贫搬
迁等领域48个项目进行了专项稽察。这
些项目涉及中央投资2.285亿元、 省投
资702万元。目前，已通报问题75个，处
理2人，下发整改通知140份，并完成了
91%的整改。

� � � �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通讯员 鞠文
霞 记者 李治）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办公厅发文，批准全国53个地区开展“企
业开办全程网上办”试点，长沙县成为我
省唯一试点单位。

这是长沙县全面推进“最多跑一次”
改革的成果。为压缩企业开办时间，该县
简化流程， 将企业开办必备环节精简为
登记、印章刻制、发票申领3个。通过设立
企业开办主题窗口，合理配置印章刻制、
税务发票申领、银行开户等服务，实现企

业开办一厅申请、信息共享、并行办理、限
时办结等， 在我省首次将企业开办时间
压缩至2天。

同时， 长沙县全面推行“互联网+企
业登记”。通过智能抽检、智能执法、智能
监管、智能考核、智能维权等一系列智能
化探索，创新“互联网+市场监管”。下阶
段，该县将对市场监管部门质监、食药监
16项审批事项进行“网联”审批，提供企
业开办网上申请、审批、证照邮寄等“零见
面”政务服务。

常德国投项目常念“紧箍咒”

“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
长沙县成为我省唯一全国试点单位

� � � �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熊远
帆）区块链产业快速发展，也带来一系列
安全问题。今天，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与
长沙经开区签约， 共同建设国内首个区
块链安全技术检测中心， 将联合星沙区
块链产业园，开展区块链代码审计、安全
检测、风险监控等工作。

据了解， 目前区块链存在经济、社
会、技术等方面的安全问题。国家互联网

应急中心作为国家网络安全核心单位，
这次跟长沙经开区共同建设区块链安全
技术检测中心， 将有利于规范区块链行
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支撑国家在区块
链领域开展的监管工作。

长沙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区块链
安全技术检测中心运行后， 将带动中南地
区区块链产业发展。预计未来5年内，区块
链软件检测服务可年创产值5亿元。

国内首个区块链安全技术检测中心
落户长沙

机器人“安全员”
10月24日，长沙市地下综合管廊试点项目高铁新城片区，机器人在对管廊设施进行巡检。这些

巡检机器人装备有红外实时监测设备，能准确找到众多管线中的故障管线，并实时将数据传输到监
控中心。目前，长沙市地下综合管廊试点项目已有高铁新城、梅溪湖控制中心投入使用，智能巡检机
器人很好地充当了“安全员”角色。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王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