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日，位
于长沙县安沙镇
境内的长沙万家
丽北路与绕城高
速（北三环）互通
投入使用。 该项
目的开通运营，
是长沙市绕城高
速联网收费实施
方案的重要组成
部分， 打通了万
家丽路与绕城高
速的连接， 实现
了交通便利、物
流通畅。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童迪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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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
员 邓圣明） 记者今天从省医疗保障局获悉，
我省决定提高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以下简称
“大病保险”）待遇水平，包括普通参保人员大
病保险支付比例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5个百
分点；年度累计补偿金额限额提高到30万元，
比原来增加了10万元。

日前，我省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就
提高大病保险筹资标准、提高大病保险待遇水
平以及落实贫困人口倾斜政策做出具体规定。

在提高大病保险待遇水平方面，《通知》
分别就提高支付比例、扩大支付范围、提高支

付限额等方面予以明确。
其中，普通参保人员大病保险支付比例，

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5个百分点。即，对参保
人员一个自然年度内累计个人负担的合规医
疗费用，扣除大病保险起付线以后，原则上分
四段累计补偿：0至3万元（含）部分报销55%，
3万元以上至8万元（含）部分报销65%，8万元
以上至15万元（含）部分报销75%，15万元以
上部分报销85%。未按相关政策分级转诊的应
降低支付比例。

《通知》要求，在执行湘政办发〔2015〕92
号文件规定的合规医疗费用范围的基础上，
由省级医疗保障部门在精算平衡的基础上，

统一调整扩大药品、诊疗项目、高值医用耗材
目录等大病保险合规医疗费用范围。

提高支付限额方面， 将大病保险年度累
计补偿金额限额提高到30万元。

为提高贫困人口受益水平，《通知》明确，
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特困人员、城乡低保对
象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 大病保险支付
比例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10个百分点， 具体
支付比例为：0至3万元（含）部分报销60%，3
万元以上至8万元（含）部分报销70%，8万元
以上至15万元（含）部分报销80%，15万元以
上部分报销90%。

《通知》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奉永成）记者
从今天召开的全省推行“证照分离”改革电视
电话会议上获悉，11月10日起，我省将全面推
行“证照分离”改革，对106项涉企行政审批事
项按直接取消、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
化准入服务等4种方式实施改革，进一步压缩
企业开办时间。 这是省市场监管局挂牌成立
后，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推出的重大举措。

我省推行商事制度改革以来， 市场活力

全面激发，截至10月底，全省市场主体总数达
381.76万户；营商环境得到明显优化，据省市
场监管局统计，截至10月底，我省企业开办时
间平均压缩至4天以内。

统筹推进“证照分离”改革，我省已先行先
试。将属于信息采集、记载公示、管理备查类的
事项纳入“多证合一”范围，为企业节约办事时
间，提高办事效率。今年5月，我省在长沙高新区
等14个国家级园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

明确改革试点事项99项，成效明显。
“大力推行‘证照分离’改革，能够有效清除

创业创新主体进入市场的制度障碍，便利市场
主体准入， 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动力。”
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向曙光说，我省将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建立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
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
础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推动我省商事制度改
革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湖南提高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待遇水平

支付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年度累计补偿金额限额提高到30万元
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11月10日起，我省全面推行“证照分离”改革

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
106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取消或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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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戴鹏 通
讯员 尹胜科 游泳）“以后株洲市民补办身
份证等业务， 只需要点击手机就可以轻松
完成了。”株洲市“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说。10月31日， 作为
全省唯一的试点，株洲市公安局发布“湖南
公安服务平台”株洲试点工作启动消息，通
过手机就能轻松办理365项公安业务。

湖南公安服务平台由“互联网群众申
办端”“公安网交互端”“公安网业务办理
端”三部分组成，能够实现网上办事、受理
预约、查询咨询、评价投诉、公益宣传、公共
服务等6大功能。 群众通过微信公众号、手
机APP、 电脑客户端等渠道向公安机关提
出业务办理申请， 相关申请资料通过公安
网交互平台直接流转进入相关警种的业务
平台， 由民警在现有业务平台进行审批办
理， 相关办理结果回馈至互联网平台。目

前，该平台已上线业务达365项，涉及出入
境、户籍、身份证、居住证、交通管理、监所
会见、执法监督、投诉举报以及查询咨询、
公共服务、电子证照等业务。

此次上线的湖南公安服务平台采用公
安部、腾讯公司两种实人认证技术，在网上
可以实现一次身份核验、全网通用，可以生
成与纸质证件对应的电子证照（含驾驶证、
身份证、出入境证件等）；平台还支持网银
支付，群众可以实现网上办理、网上支付和
窗口办理扫码支付；在平台上绑定车辆后，
轻微交通事故可快撤直赔， 交通违法处理
缴费等也可直接在网上办理。

此外，湖南公安服务平台还推出了“监
管场所家属远程视频会见预约”功能。家属
只需在平台提交预约申请， 监管场所审核
通过后，家属可通过QQ软件与被探访者进
行视频会见。

湖南公安服务平台在株洲启动试点
可通过手机办理365项公安业务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见习记者 黄婷
婷）今天，省安委办通报今年1月至10月全
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截至10月30日，全
省发生各类生产经营性安全事故、 死亡人
数、 受伤人数、 经济损失同比分别下降
44.4%、31.2%、62.4%、29.6%。 全省安全生
产形势呈总体稳定向好的态势。

前10个月， 我省13个重点行业领域
中，农业机械、煤矿、非煤矿山、化工、烟花
爆竹、 道路运输等9个重点行业领域出现
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14个市州
中，长沙、株洲、岳阳、郴州、永州、怀化6市
“双下降”降幅均在40%以上。

临近年终岁末，生产经营单位赶工期、
重大节假日密集、节庆活动增多、人流车流

激增、冬季雨雪冰冻、大风大雾等因素，使
事故发生概率显著增大。 历来的事故规律
表明， 当前安全生产正处于重要“关口”。
10月以来，特种设备、爆破施工等长期比
较稳定的行业领域事故出现冒头， 全省安
全生产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复杂。

省安委办表示，今年后两个月，将加强对
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风险防控，严
格落实管控措施，对重点地区、领域、环节和
企业，组织开展一次全面彻底的安全检查；深
入开展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水上交通、建
筑施工、特种设备、人员密集场所消防、有限
空间作业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和综
合治理；强化监管执法；开展安全生产教育；
提前谋划好明年的安全生产工作。

前10月我省安全生产稳定向好
各类生产经营性安全事故下降四成多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严洁

穿过堆满废旧金属杂物的一楼， 爬至
二层小阁楼，10余平方米的低矮空间里，摆
放着一张旧床， 一旁的小桌上堆放着七八
只小药盒， 唯一值钱的液晶电视机是别人
送的。

深秋一个阳光柔和的下午， 记者来到
了中国好人李贻军、 唐兰秀夫妇在永州市
冷水滩租住的家。12年来，夫妇俩为救治患
重病养女，倾其所有。即使生活十分艰难，
生活中， 夫妇俩脸上仍然总是挂着乐观的
微笑。

2006年，夫妻俩在广西返回东安的火车
上，发现一个刚出生不久被遗弃的女婴。“想
都没想，就抱了回来，到民政局办理了收养
手续，取名李文婧。”回忆起当初与养女相遇
的场景，夫妇俩仍有些兴奋，李贻军激动地
说。

小家伙的到来， 让这个因丧失独子而沉
闷的家庭，重新恢复了生气。然而，快乐不过
10余天， 细心的夫妇俩发现女儿没有其他婴
孩活泼好动。经多家医院检查，原来女儿患了
重度地中海贫血症。

地中海贫血症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溶血

性贫血疾病，输血、吃药可维持和延续短暂的
生命，但费用高昂。

亲戚朋友们劝他们：放弃吧，再生一个！
看着活生生的小生命， 夫妇俩坚定地拒绝，
“婧婧已经被抛弃过一次，我们不想让她再受
伤害，就算倾家荡产也得救她！”

夫妻俩原是东安县井头圩镇大福村人，
做点小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富足。为了给女儿
最好的治疗，夫妻俩决定不再生育，带着她跑

遍全国多家知名医院寻医问药，
花光了近20万元的积蓄。

医生建议做骨髓移植手术，
而配型者，最好是婧婧的直系亲
属。为此，李贻军、唐兰秀夫妇多
方寻找婧婧的亲生父母未果，即
使这样，他们救治女儿的念头从
未放弃。

为方便就医，夫妇俩把家从
东安县农村搬到冷水滩。因为时
常要带女儿去看病，李贻军只能
做点废旧金属回收小生意和到
建筑工地打零工， 收入极不稳
定； 妻子在纺织厂做车缝工，每
月收入1800元左右。

10多年里，给女儿输血和吃
药成为李贻军一家人的生活常

态。这两年，有政府和慈善机构提供的健康扶
贫和药物赞助，每年的医疗费用开支还是要5
万元左右。夫妇俩省吃俭用，把钱主要用在女
儿治病上。

趁着父母回收废旧钢铁的间隙， 正读初
二的李文婧悄悄地告诉记者，父母很辛苦，自
己不怕打针吃药，只想快点好起来，长大后好
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好人多助。这些年，这一家人获得社会多
方帮助， 省红十字会正在帮助李文婧寻找合
适的骨髓。为感恩社会，李贻军多次参加义工
活动。

“其实，这算不上啥大事，为了女儿，我们
义无反顾！”秋阳下，一家三口紧紧抱在一起，
是的，有爱在，还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呢？！

对爱的坚守， 感动了社会。2017年11月，
夫妇俩荣登“中国好人榜”。

■点评
有爱，就有希望；有家，就有温暖。一对平

凡的夫妻，12年为爱不离不弃，倾其所有救治
患重病养女，这种大爱感动着许多人。世界充
满爱 ,社会各界也给予了他们许多关爱。感恩
社会对养女的关爱，李贻军在打工之余，多次
参加义工活动， 传递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让
爱的希望得到延续。

第十四届湘台会“秋满洞庭·魅力岳阳”经贸推介会举行
现场签约4个投资项目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超越血脉的亲情
———李贻军唐兰秀夫妇不离不弃守护重病养女的故事

� � � � 李贻军
唐兰秀夫妇。

严万达 摄

三湘时评

彭艺

10月3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人工智
能发展现状和趋势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促进人工智能在公共安全领域的深度应
用， 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
理水平。

当前，长沙正积极抢抓人工智能时代
的巨大机遇 ， 正朝着建设国家智能制造
中心奋力迈进 。 智慧之城 ， 智能交通先
行。 10月29日， 百度与长沙基于Apollo开
放平台达成合作 ，双方共建 “自动驾驶与
车路协同创新示范城市 ”，将把长沙打造
为自动驾驶之城。 根据双方合作，国内首
批自动驾驶出租车将在长沙规模化落地
测试运营，预计2019年规模达到百辆。 同
时 ，Apollo无人驾驶小巴也将在封闭园区
和景区商业化落地 。 此外 ，Apollo还将打
造智能公交示范路线 ， 推动公共出行的
智能化升级。

当然，打造一座“智慧之城”背后蕴含
多重意义。 一方面，发展智能交通是城市
建设和管理的一次升级 。 它可以对整个

城市进行全局实时分析 ， 自动调配公共
资源 ，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对于城市
治 “堵 ”意义重大 。 长沙市一直注重提高
城市的交通效率，拥堵程度从2016年的全
国第12，如今降低至全国第38。 相信随着
向 “智慧之城 ”不断迈进 ，未来长沙居民
可以把用在堵车上的时间交给更美好的
“诗与远方”。

此外，表面上来看投放了几百台自动驾
驶车辆，只是减少了司机的人力成本。 但深
入分析， 它还解决了一些社会综合治理难
题。 例如，近年来，基于大数据发展起来的网
约车、顺风车给群众带来很多便利，但同时
也引发了一些新问题。 今年以来，滴滴接连
出现恶性事件，暴露出网约车存在重大安全
隐患和经营管理漏洞。 无人驾驶的推行，也
许可以为解决网约车安全漏洞提供一种解
决方案。

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谁抢占
了战略先机，谁在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
换上就能赢得主动。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动
脉， 智慧交通更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构成部
分。 因此，打造一座“智慧之城”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

打造“智慧之城”时不我待

第十四届湘台会“桃花源里·湖南常德”经贸推介会举行
5项目签约总额15.7亿元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
讯员 李霞)“青山一道同云雨， 明月何曾是
两乡。”今天，第十四届湘台会“桃花源里·湖
南常德”经贸推介会活动在常德举行，现场
签约5个投资项目，涉及酒店、农产品深加
工、新能源公共交通系统等领域，签约总额
约15.7亿元。

此次活动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 湖南省人民政府台
湾事务办公室、常德市人民政府承办，旨在
加强常德和台湾的合作， 增进两地企业家
之间的联系，把台湾的先进理念、先进技术
和富余资本引到常德来， 把常德的优质产

品、 优良营商环境和低要素成本推介到台
湾去， 更好地促进开放发展， 实现合作共
赢。活动现场，常德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
会正式授牌。常德市还向近70名台商重点
推介了10个项目，总投资额达255.2亿元。

长期以来，常德和台湾两地经贸往来
频繁， 人文交流密切， 合作成果丰硕。目
前，在常台资企业40家，涵盖三大产业。
台湾连续4年成为常德第一大境外游客
来源地。台湾也是常德重要的出口地区，
2017年出口增长25%以上。常德与台湾保
持定期互动， 桃花源还获批省级海峡两
岸交流基地。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见习记者 张
璇 记者 徐亚平 ）今天，第十四届湘台会

“秋满洞庭·魅力岳阳” 经贸推介会在岳
阳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名台商协
会和台资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 推介会
现场签约4个投资项目，总投资约19亿元
人民币。

推介会上， 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陈镇
湘结合自身经历回顾了两岸合作交流的历
程，表达了进一步扩大交流合作、增进两岸
友好关系、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良好愿景。
全国台企联创会会长张汉文说， 当前岳阳
的发展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到岳阳投

资兴业拥有无限商机和广阔前景， 期待各
地台商把握机遇， 进一步推动台湾与岳阳
的经贸交流合作。

会上，岳阳县政府、城陵矶新港区管委
会负责人分别作县区情况推介。 台湾新金
宝集团副总经理姜台昌介绍了集团年产
1300万台喷墨打印机项目落户岳阳的全
过程， 高度评价了岳阳深厚的历史积淀和
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对岳阳市委、市政府的
关心支持表示感谢。

全体参会台商协会和台资企业负责
人，参观了岳阳楼省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城陵矶新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