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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21日讯 （记者 郑旋 通
讯员 李均荣 杨曦）一台执法记录仪、一台
移动执法终端、 一台便携式打印机……从
今天起， 长沙市芙蓉区在全省率先启用
城管智慧执法综合应用平台， 实现当场
处罚、扫码缴款。这标志着芙蓉区“品质城
区”建设再度升级。

在芙蓉区荷花路上， 一家手机店将
几个易拉宝广告摆在了店外。 记者在现
场采访看到，执法过程中，城管执法人员
首先用执法记录仪将现场照片、 视频和

方位实时上传至平台，再打开手机“微执
法”APP，输入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应处
罚金额等即自动弹出。同时显示，该店此
类违法行为属于首次违反，按照“首违免
罚”的原则，执法人员对店主进行了批评
教育，免于行政处罚。

芙蓉区城管智慧执法综合应用平台
是综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分析、智能终
端等先进技术，全面覆盖现场执法、执法
监督、网上申诉、罚款缴纳、执法大数据分
析等的综合应用平台，将形成包括区、街

道、社区和移动执法终端在内的四级“网
格”，保证执法力量对全区全天候覆盖。

该平台可生成模块化办案文书，大
大精简办案时间； 对门店单位经营者定
期推送政策、法律、法规，加强宣传教育；
执法全过程存档记录， 全程可追溯；行
政处罚决定书一键打印、全面告别“手
开单”；被执法人可绑定银行卡、支付宝
进行罚款支付，直接缴纳至财政非税账
户……平台还可对采集的执法数据进行
大数据分析， 梳理违法热点和违法高发

路段，有针对性地采取管理措施，精细化
管理城市。

近年来， 芙蓉区统筹推进城市规划、
建设和管理， 着力构建与国家中心城市
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市管理体系， 通过
开展市容环境、违规户外广告招牌、渣土
扬尘、违规夜市等专项整治，环境质量和
宜居品质不断提升。今年，随着城管智慧
执法综合应用平台等新技术全面投入城
市管理，省会“品质城区”将迈向更加精致
精美。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王海文 胡怡 )“以资金流查询数
据流，用数据流佐证资金流。通过两者比
对分析，为审计找到正确的方向。”日前，
在中国审计学官方微信上， 湘潭市审计
局在去年医保基金审计过程中首次尝试
的“1拖N+区块链”审计新模式引发业界
关注，受到好评。

湘潭市审计局局长蒋文龙介绍，“1
拖N+区块链”是将经济学“区块链”概念
与审计学“大数据”运营模式相融合的产
物，包括“1拖N”模式立项、“区块链”模式

运营、“全链条”模式产出，在全国属于首
创， 相比传统审计模式有更高的效率和
效益产出。

以去年医保医院基金审计为例，“1
拖N”即以市医保基金大数据审计为“1”，
是主项目；以医保基金管理部门、资金流
经的医院、医疗机构等为“拖带项目”，由
主项目与N个“拖带项目”组成项目集群，
进行立项审计。由此，在湘潭市这一区域
内，形成了横向覆盖医保、医院、医疗机构
的审计板块，纵向覆盖市本级、县市区、乡
镇的审计链条。

在具体审计过程中，采用“区块链”模
式， 以医保基金大数据审计项目为主中
心(主审计组)，医保部门、医院各自构建
审计次中心(次审计组)，通过资金流、数
据流相互贯通，实现“全链条”产出效应。

蒋文龙表示， 传统大数据审计模式
只能出具一个审计报告， 不能为各预
算单位出具独立审计报告。 而现在可
以通过医保、医疗 (药 )数据的综合分
析， 将专项资金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
有效融合大大扩展了数字化审计平台
的分析功能。此外，这种模式还能有效

解决大数据审计项目与经济责任审计项
目集群立项、融合实施的问题，为“一群多
审、一审多果、一果多用”提供了基础。

通过运用新审计模式， 去年下半年，
湘潭市本级住院总费用同比下降4.11%，
统筹支付同比下降4.49%。

“1拖N+区块链”引业界关注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陈新）从即日起，长沙市针对出
租车市场出现的拉客、甩客、宰客、使用跳跳表等违规运
营乱象，将采取有力措施整治，实行顶格处罚。

交通部门重点对机场、高铁站、火车站及市区各大
汽车站区域进行明察暗访， 凡是驾驶员有违规行为被
查处属实的，一律扣车停运3天，企业组织当事驾驶员
进行为期3天的一对一培训，考试合格并接受处罚后方
可上路运营，并统一建立“灰名单”制度，将有违法违规
行为的驾驶员纳入该名单进行管理， 每月组织进行一
次培训。凡是性质比较严重，影响比较恶劣的，一律吊
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并纳入长沙市出租汽车协会“黑
名单”进行管理，通报全行业，5年内不得再从事出租车
运营服务。

集中整治期间，将实行“一案双查”，既要处罚违法违
规当事人，也要处罚其所属企业，对违法次数较多、影响
恶劣的经营单位，交通部门将约谈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
企业3个月内不得申请延续经营。

长沙集中整治
出租车市场秩序

影响恶劣者将吊销从业资格证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张和生 何
文军）“感谢您贡献10个塑料饮料瓶， 积1.4分， 余额1.4
元。”这是2月19日记者在炎陵县体验垃圾智能分类时，设
备屏幕上显示的内容。随后，余额通过手机返现到记者的
微信零钱里。

近年来，炎陵县城市生活垃圾日益增多。目前，该县
日均产生城市生活垃圾60余吨。 怎样让生活垃圾更加
方便快捷进行分类再利用？今年初，炎陵县引进垃圾分
类智能化设施，并实施市场化运营，通过积分返现调动
群众参与积极性。 群众在使用垃圾分类智能化设备时，
只要打开微信扫码机器上的二维码进行注册后，即可形
成个人积分“账本”。投放一个易拉罐、饮料瓶积0.03至
0.15分不等，1积分相当于1元钱， 积分超过1时便可申
请提现。 每个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一天能收集25公斤
生活垃圾约1000个易拉罐， 自主压缩后便可进行资源
化处理。

目前，炎陵县正进行垃圾分类智能化设备推广，并通
过正在参加县里“两会”的代表、委员的“微信朋友圈”传
播开来，得到社会各界点赞。据介绍，该县已引进10套垃
圾分类智能化设备，将设置在县政务中心及医院、中小学
校等人流量较大的场所。

炎陵推广
垃圾分类智能化设备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石向求 ）2月19日晚，2019湖南
怀化洪江古商城“洪福洪江年”春节文化
旅游系列活动之“元宵送龙”在洪江区举
行，吸引近10万人观看。代表洪江48个
会馆的100头龙狮披红挂彩闹元宵，游
客和市民纷纷上街“钻龙”“扯龙”，不亦
乐乎。至此，持续半个月的“洪福洪江年”
春节文旅活动收官。

在洪江区，过年舞龙舞狮已有数百年
历史。举办“元宵送龙”活动，旨在传承和
发展洪江古商城商道传统文化，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做大做响“洪福洪江年”文旅品
牌。当晚7时许，代表各会馆的龙狮队在3
个不同的入城口集结，然后锣鼓喧天踏街
巡游。 活动最后，100头龙狮集中在广场
设坛祭祀，通过“烧龙”“过火”等程序，燃
炮送龙飞升，以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洪江区今年春节，推出了“龙狮献瑞”
“古城戏台”“乡村大舞台”“古城百家宴”
“迎拜财神”“元宵送龙”等一系列活动。据
统计，从除夕至农历正月十四，接待游客
49.62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8695.37万
元，同比分别增长15.33%、16.32%。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 （记者 张颐
佳）记者从长沙市开福区昨天召开的今
年首次环委会上获悉，该区今年铺开环
境污染防治项目62个， 将大气、 水、土
壤、噪声污染防治的目标细化、量化、具
体化。

62个项目中，水污染防治列为重点，
共实施项目40个， 包括新建苏托垸污水
处理厂，对月湖片区、涝湖片区实施雨污
分流改造， 将大明工业园片区污水集中
收集进入新的管网等。

会议明确了开福区段的湘江、 浏阳

河、 捞刀河等主要河流1000米范围内畜
禽养殖全面退出， 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
染。 确保该区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水质达标率为100%，“一江三
河”水质稳定在Ⅲ类水标准，主要污染平
均浓度持续下降。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蒋剑平 肖霄
曹良海 阳小龙）今天下午，隆回县荷香
桥镇党委书记彭向文来到水口龙村，看
望慰问在冰冷河水中勇救一家3口的村
民周玉良。

2月14日14时许， 隆回县横板桥镇
一名40多岁的妇女因发生家庭矛盾，带
着10岁左右的女儿和7岁左右的儿子来
到荷香桥镇田中村荷香桥上， 先将儿女
从桥上推到四五米深的辰河中， 自己再
跳入河中。 附近村民发现后， 大喊“救
人”。 当时，51岁的周玉良正在儿子周润
洪开的一个五金店里忙着，听到呼救声，
他和儿子及邻居一起奔跑到河边。

看到3人在河水中挣扎， 周玉良立即
脱下厚厚的冬衣，只穿一条短裤，从河岸跳
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到达落水者身边， 周玉良迅速扯着
离自己最近的妇女往桥墩方向游。 但这
个妇女身着羽绒服，拉不动。折腾一会儿
后，冷水里的周玉良体力有些不支了，便
放开妇女去拉旁边的小女孩， 带着她游
向桥墩，并奋力将她托上桥洞，再游回去
救妇女和小男孩。

这时，周玉良体力已严重透支。幸好
他儿子周润洪和村民胡林权以及一位船
夫摇着一只小木船赶来。 周玉良抓住落
水者使劲往上托， 船上3人使劲拉扯，救
起了落水妇女和小男孩。

上岸后， 从周边赶来的群众帮助落
水者换上干衣服， 紧急送往当地医院抢
救。目前，落水的母子3人已脱险。轻生妇
女因涉嫌故意杀人，已被隆回警方控制。

通讯员 王玉程 李孟君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2月19日是元宵节，许多人和家人一起在家团圆吃汤
圆。 而国网益阳供电公司东坪供电所老党员廖建华却和
同事们在高山上吃“野餐”，过了一个特别的节日。

这天早上7时， 廖建华和供电所5名抢修队员接到通
知， 出发前往海拔1200米高的安化县田庄乡湘岩村进行
抢修。近日连续出现冰冻天气，湘岩村岩屋支线输电线路
出现故障。

抢修车往山顶开，路面结冰严重，开到一半便上不去
了。抢修队员提着工具徒步前行，凛冽的寒风吹得厚重的
蓝色工作服上结了一层薄冰。他们不顾寒冷，一脚一滑艰
难前行。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达山顶。

“今天是元宵节，正是亲友团圆的时候，没电用多烦
心，我们得赶紧找到故障点。”廖建华对队员们说。

找到故障点后，大家分头行动，打拉线、做安全措施、
准备材料，并从地面挖下去约20厘米深，查验电杆根部是
否受损。一切就绪后，却被裹着厚厚冰层的电杆难住了。
由于摩擦力太小， 辅助攀爬的脚扣固定不住。“让我来！”
有着几十年工作经验的廖建华大声说。 他先一点点敲掉
杆上的冰，再蹬着踩板爬到杆顶接线。廖建华先后两次登
杆作业，在杆上工作了3个多小时。

“下来时，他帽子上、脸上、身上都结了冰。”目睹这次
抢修的村民谌大伯说，“这些电力同志真的辛苦啦！”

当天下午4时，故障排除了，廖建华和队员们开始在
寒风中“野餐”。他们拿出上山前准备的面包和干粮，一点
一点啃。放在棉衣里的矿泉水已成“冰水”，大家拿出来相
互“碰杯”，共祝“元宵节快乐”。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杨娟

2月20日，农历正月十六。在辰溪县
乡俗中，过了元宵节才算过完年。该县柿
溪乡傅家湾村村民傅圣智心情舒畅，对
记者说：“今年这个年过得清爽！”

2月12日， 傅圣智的孙子傅勤结婚，
没请乐队， 没送彩礼， 连鞭炮也没放几
挂，只请双方亲友简单吃了个饭，前后花
了不到7000元，轻轻松松把喜事办了。

过去，在傅家湾村，婚丧嫁娶、升学
宴、生日宴等各种宴席名目繁多，人情开
支让当地群众有苦难言。

“以前，每家每户的‘人情债’，一年
算下来，少的大几千，多的两三万。”村党

支部书记傅作喜说，尤其过年前后，是各
种酒宴高峰期， 村民光买鞭炮都是一笔
不小的开支。

但今年过年，村里悄然发生了变化。
常年在外务工的傅玉章， 今年带着

老婆孩子回乡过年， 特意多取了几千元
钱放在身上， 以备人情开支。“以前回家
过年，最怕的是人情开支，乡邻摆酒都要
去‘随份子’。现在‘人情债’少了，大家的
感情也更融洽了。”傅玉章感叹道。

“村民大操大办，很大原因在于相互
攀比。要改变这种陋习，关键要从村民思
想观念抓起。”傅作喜介绍，近年来，村里
制定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对操办
宴席做了明确规定， 婚事新办、 丧事简

办、其余不办。党员干部带头执行，并逐
户上门做村民工作。

移风易俗大力推进， 村民们不再讲
排场、比阔气，文明、节俭渐成风气。

去年， 村里还成立文艺志愿服务
队，自编自导自演节目，将当地颇有特
色的阳戏、说唱等搬上舞台，在村里重
大节庆、婚丧喜事、联欢会上免费演出，
并举办趣味运动会等，丰富村民文化生
活。

“人情负担轻了，开开心心过年，儿
时的年味又回来了。”村民傅秀平日喜欢
玩点小牌，现在有空就去跳舞排节目。今
年春节，在村联欢会上，表演了舞蹈《开
门红》《五星红旗迎风飘》等节目。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罗素琼

2月18日，原永州市湘南罐头厂退休
干部、79岁的金清环在小区里开展自愿
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的宣传。

2月15日，金清环75岁的老伴邹桂芬
因病去世、自愿捐献了遗体，这是目前永
州市自愿捐献的第三具遗体。

1962年1月，在湖南省轻工业高等专
科学校任教的金清环，响应国家号召，从
长沙来到零陵县冷水滩镇（现在的永州
市冷水滩区）工作。1969年，金清环与长
沙知青邹桂芬结为夫妻。

金清环、 邹桂芬的老邻居纷纷向记
者介绍，金清环、邹桂芬积极响应党和国

家的政策，尽管命运多舛，但他们从没有
怨天尤人，始终保持一副热心肠，尽自己
所能帮助大家。

1972年， 金清环、 邹桂芬在单位
3000多干部职工中，主动响应国家实行
计划生育的号召，第一个申办了独生子
女证。他俩的儿子从部队退伍后，在永
州市湘南罐头厂工作，却在2004年因罹
患直肠癌去世，这时，孙子仅4岁。金清
环、邹桂芬的儿子去世后，冷水滩区政
府、街道、社区、街坊邻居等经常来看望
他们， 让夫妇俩感到社会大家庭的温
暖。

近年， 金清环、 邹桂芬随着年龄增
大，开始考虑身后事。夫妻俩商量：海葬、

树葬、遗体深埋等，都不如捐献遗体供医
学研究有意义， 特别是早些年的丧子之
痛，让他们深切地感受到捐献遗体，有助
于医学专家开展研究，攻克更多的疾病。

2017年，邹桂芬患脑梗塞瘫痪，今年
初，邹桂芬生命垂危住进医院，捐献遗体
提上了日程。 金清环找到永州市红十字
会表达了上述愿望， 夫妻俩都在自愿捐
献遗体协议书上签字。

对金清环、邹桂芬的决定，家人都表
示理解和支持， 金清环的孙子金百勋在
奶奶病床前悉心照顾， 含泪参加了遗体
捐献的交接仪式。金清环的妹妹金希旦、
刘应君表示，尊重哥哥嫂嫂的决定，这是
社会应该弘扬的正能量。

高山上的“野餐”

2月20日， 长沙
市岳麓区莲花镇爱格
花卉市场，郁金香、朱
顶红、洋水仙、兰花等
约200万盆花卉竞相
绽放，吸引了不少市
民前来选购。近年，该
镇大力发展现代生态
农业，加快乡村振兴，
初步形成了特色花、
蔬、果等产业。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春来
花更俏

洪江古商城
百龙闹元宵

春节文旅活动收官

隆回村民周玉良
河中勇救母子3人 “这个年过得清爽”

开福区铺开62个项目落实污染防治

老百姓的故事 七旬夫妻双双自愿捐献遗体

“品质城区”建设再升级芙蓉区
运用大数据加强城市管理

创新医保医院审计模式湘潭市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2月 21日

第 2019045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068 1040 11107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661 173 287353

3 7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2月21日 第2019020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26898214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1
二等奖 23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6275977
15 7529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238
102237
1680141
9570874

113
3939
66735
400552

3000
200
10
5

1212 23 27 2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