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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余志林）4月26日上午，我
省2019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启
动仪式在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麓
谷工业园)举行。记者获悉，我省每年
新增职业病逾2000例， 尘肺病最多，
其次为职业中毒。

4月25日至5月1日是全国《职业
病防治法》宣传周，我省今年的宣传
主题是“健康湖南，职业健康同行”。
湖南是“有色金属之乡”， 工矿企业
多，从业人员也多。据湖南省卫生健
康委通报，2018年， 全省职业病报告

新诊断职业病2083例，其中尘肺病例
1530例，职业中毒518例，物理因素等
其他职业病35例。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易露茜介
绍，从2017年开始，我省实施尘肺病
农民工救治救助民生工程， 对全省
“无责任主体”的农民工尘肺病患者
实施“一提一降一助”。一提是将救
治救助纳入城乡居民医保单病种付
费，提高报销比例至65%以上。一降
是出台临床诊疗规范， 降低医疗费
用。 一助是设立专项资金对医保报
销后的费用实施专项补助。其中，对

建档立卡贫困户患者实行100%补
助，其他患者自付医疗费用占比不超
过7%。

截至2018年底，全省累计临床诊
断尘肺病农民工1.5万例，救治救助患
者2.5万人次，全省救治救助总医疗费
用2亿元。医保报销和专项补助之后，
患者自付费用占总费用4.1%，人均自
付仅329元。 全免救助尘肺病农民工
建档立卡贫困户8081人次，占救助总
人次数33%。据悉，国家卫健委将在全
国启动尘肺病防治3年攻坚行动，明
确提出各省学习参考“湖南经验”。

� � � �我省举办科创板上市后备企业
辅导培育对接会

106家企业入选
首批后备企业库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向兵 任
彬彬）随着科创板推出日益临近，争取上市成为越来越多科
技型企业的新目标。近日，湖南省科创板上市后备企业辅导
培育对接会在长沙举行，各市州科技局、国家级高新区相关
负责人， 首批科创板上市后备企业高管以及知名上市中介
服务机构专家200余人参加会议。

为加快推进我省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促进科技成
果产业化、资本化，推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省科技厅根
据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会同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工信厅
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目前，我省建立了涵盖106家企业的首
批科创板上市后备企业库， 向上交所推荐了17家重点科技
企业。据统计，近3年首批后备企业共有44家承担了省科技
计划项目95个，获专项资金8862万元，5家企业牵头或参与
实施省委省政府100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对接会上，省科技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和省工信厅相
关处室负责人分别介绍了科技创新、资本市场、产业发展等
支持政策。 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家就科创板政策进行了深度
辅导和权威解读。

据悉，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把培育科创板上市后备企业
作为科技创新工作的“重头戏”。加强与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省工信厅等部门协同联动， 支持在湖南区域股权交易市场
推出“科技创新专板”，打造定向对接上交所科创板的企业
培育孵化基地； 加快潇湘科技要素市场和湖南省科技金融
服务中心建设，汇聚技术、成果、人才、金融、信息等各类要
素，为科技企业成长提供“一站式”服务；持续加大对后备企
业技术创新支持力度， 结合创新型湖南建设和科技创新计
划管理改革， 推出更具针对性的科创板后备企业综合培育
政策措施。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杨晓雄

“我家一年级孩子在学校吃午餐，希
望菜里面不要放辣椒。”“学校暑假进行
了改造， 不知道会不会有装修污染。”
“孩子秋季要入学了，请问去哪咨询报
名。”……在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各学
校的阳光服务站， 学生家长提出的形
形色色的疑问， 都能及时得到认真详
细的答复。

近年来，围绕教育阳光服务建设，
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秉持“小中心、大
服务” 的工作原则， 不断创新服务机
制，提高服务质量，形成了“线上线下
齐推进 上下联动利便民”的综合服务
格局， 并获评长沙市教育系统阳光服务
“先进单位”。

阳光平台校校有

为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教学，2018年
暑假，湘府英才小学决定对8间教室、8间
功能室、6间办公室进行改造。 消息刚刚
传出， 就有家长在学校教育阳光服务站
忧心忡忡地提出：“暑假只有一个多月时
间，改造以后马上投入使用，污染怎么办
呢？”

家长关注的问题就是学校工作的重
点。于是，学校每天坚持安排人值班，严
格把关改造工程及原材料的使用。 对墙
漆、油漆等重点材料，更是一一验货才能
开封使用。

8月中旬，学校邀请家长代表及专业
公司对新改造的教室、功能室、办公室进
行检测， 并第一时间将检测合格报告通
过阳光服务站的平台向学生和家长公
示。新学期开学，家长们都放心地把孩子
送进整洁、安全的校园。

这是天心区通过教育阳光服务站知
民情、解民忧的一个缩影。2017年，天心
区教育阳光服务中心建设全面铺开，截
至目前，共建成基层阳光服务站点近100
个，覆盖所有公办中小学、幼儿园，民办
幼儿园也在积极创建。

为规范和促进阳光服务站点建设，
天心区教育局制定《教育阳光服务站
点建设与管理工作考核办法》，规定全
区阳光服务站点均在校门口或校内显
著位置悬挂“三亮”工作牌 (亮照片、亮
职位、亮电话)，职责上墙、制度上墙、办
理流程上墙，不断完善其服务功能，保
障所有来访者的问题都有人管、 有人
解答。

“天心区各阳光服务中心不仅是家
长们的问题咨询平台， 还是家长的信息
反馈平台，接待家长的温馨小屋，解决家
校矛盾的交流桥梁，师德师风、党风廉政
的监督岗。” 天心区分管教育副区长黄
会如此说。

阳光服务“上网入微”

“前两天送孩子来报到，看到学校附
近建筑工地的挡板有些松动， 便和其他

家长在群里反映，校长立即回应了我们，
当天就联系建筑公司将问题解决了。”作
为天心区天鸿小学的一名家长， 佘娇的
教育阳光服务体验源于学校建立的家长
QQ群。

“天悦和苑农民安置小区学区划分
好了吗， 是划到新路小学还是青园中
信小学？”一位吴姓家长于今年4月8日
通过手机登录“天心教育”官方微信，
在“阳光服务”一栏中留言提问，当日，
平台工作人员立即针对问题给出了详
尽解答。

2019年开学初， 仰天湖中建小学的
校长信箱收到一封学生奶奶寄来的求助
信。信中谈到学生父亲已经离世，母亲改
嫁， 完全依靠奶奶抚养。 奶奶没有退休
金，家庭经济困难，难以保证孩子的日常
学习和生活支出，急需救助。在确认学生
家庭情况后， 阳光服务站老师立马采取
行动，帮助学生申请助学金，并积极申报
街道、区市各类补助。

“阳光服务‘上网入微’，实现了教育
服务从实体站点向网络终端的平台转
变，最大程度方便群众。”天心区教育局
局长张伟告诉记者， 当前，QQ群、 微信
群、校长邮箱、微信公众号都已成为天心
区各阳光服务中心的服务平台， 通过将
各个学校的微信客服端进行连接， 已形
成了覆盖全区教育局及各中小学校幼儿
园的教育阳光服务工作网络， 实现了家
长问“掌上答”、 群众事“指尖办”的阳光
服务新形态。

政策宣讲“最后一公里”

“怎样准确了解招生政策？”“我家孩
子入学报名正确吗？” 每到招生季，阳光
教育服务平台上各类咨询、 求助的信息
倍增。

“每年的4月到8月为秋季入学的报
名、资料审核期，很多市民不了解政策、
不清楚报名审核资料的流程， 所以走了
很多弯路费了很多时间。” 张伟介绍，为
更好地帮家长解决这一难题， 天心区教
育局阳光服务中心号召各个学校、 幼儿
园开展“三进”政策宣讲活动，把服务下
移到社区、小区，到幼儿园，让家长们找
到最近的咨询点，更方便、更快速地了解
权威信息。

在仰天湖赤岭小学进幼儿园宣
讲会现场，赤岭小学教师向幼儿家长
充分介绍了学校的概况 ，同时 ，还具
体讲解了“五类生源排序 ”等实际问
题，演示了学校微信公众号的相关服
务功能。在长城水郡幼儿园进小区宣
讲会现场，幼儿园阳光服务站工作人
员向居民们宣讲了幼儿园办园特色
及招生原则，推荐了周边普惠性幼儿
园。

参与活动后， 居民刘先生为天心区
教育局阳光服务中心的这一创举点赞：

“这样的活动及时解除了我们的心头疑
惑， 提高了幼儿园工作的透明度和社会
声誉，让家长们对于幼儿入园更放心，也
更安心。”

让“阳光”洒满校园
——长沙市天心区推进教育阳光服务

我省每年新增职业病逾2000例
尘肺病最多，其次为职业中毒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1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35985
2 1514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25
669
6608

7
16
193

1615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1858
71347

289
183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4月29日 第201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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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0 元
05 1207 10 19 25 27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4月 29日

第 2019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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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 1040 586560

组选三 891 346 308286
组选六 0 173 0

9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