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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向民贵 张建辉 廖浩成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全国首批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
新县、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县、全国义务
教育阶段质量检测样板县……”5月13日，记者
走进泸溪县教育和体育局，只见墙上挂满了一
块块闪亮的“国字号”“省字号”奖牌。

近年来，泸溪县坚持党建引领，大力实
施“政治铸魂、堡垒升级、先锋培育、红色传
承、教育脱贫”为主题的党建五大工程，把党
的建设落实到立德树人全过程，促进了教育
事业高质量发展。2018年全县小学、 初中巩
固率分别达100%、99.32％， 名列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前列，高考本科上线率、本科
上线万人比连续14年位居自治州第一。县职
中毕业生就业率、对口就业率分别达100%、
98%。今年3月，该县荣获“湖南省教育强县”
称号。

政治铸魂为统领， 该县教体局每月开展
一次思想政治学习，抓实意识形态工作，全年
2929人次参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进校园活动。该
局把落实党建工作责任、 履行党员义务与干
部任用、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绩效奖励等工
作挂钩，让党建工作落地生根。

以党支部“五化”建设为抓手，该县整合
资金3.6亿元，三年扩容城区学校4所，提质农
村学校35所，新增校舍面积39万平方米，新建
“六大功能室”222间，安装“班班通”217间，智
能广播系统35个，电子备课室32间，配备学生
生活设施1.85万套（件），实现了每个支部都有
党员活动室、有党组织服务平台。

为有效发挥党员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先
锋模范作用，该县建立“双培养”机制，注重把
骨干教师培养成优秀党员、 把优秀党员培养
成骨干教师。2018年获评名校长、 最美教师、
名教师、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的205人中，党员

占比70%以上。
为了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该县扎实

开展红色教育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活动，先后成功举办“忆屈原爱中华”“点燃
读书激情，让阅读成为习惯”等活动，助推全
县各学校形成“一校一品”红色教育品牌，并
表彰“书香校园”20所、评选“书香家庭”130
家、“书香班级”150个、 表彰“读书之星”200
名。

该县扎实开展教育脱贫工程， 建立贫困
学生数据库， 全面落实建档立卡户子女义务
教育阶段免费教育，2016年以来共落实贫困
学生资助1.5亿元左右， 惠及贫困家庭学生
33.2万人次，确保学生不因贫困而失学。还全
面推行“领导包乡镇、股室包学校、校领导包
村包年级、教师包学生”的教育脱贫责任制，
建立留守儿童成长档案15538册、“爱心之家”
66个，建农村学校少年宫22所，并荣获“全省
百佳学生资助工作典型县”。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黄德建）到每家医院，办不同的就
诊卡，“一院一卡、互不通用”是不少人就医
遭遇的“麻烦事”。今后，居民凭实名认证的
“电子健康卡”， 可在任一医疗机构手机扫
码就诊和支付，不再重复办卡。

5月13日， 省卫生健康委在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召开湖南省电子健康卡普及应用
工作推进现场会暨电子健康卡便民惠民应
用启动仪式。记者获悉，目前在湘雅医院、
省人民医院、省肿瘤医院、省妇幼保健院、
省脑科医院、省儿童医院等6家医院，以及
岳麓区2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了就医

一卡（码）通。
据悉，湖南是全国电子健康卡试点省，

到2019年底，全省所有二级以上公立医疗
卫生机构将实现一卡（码）通用。随着“电子
健康卡”在全国的普及应用，未来将实现全
国医院一卡（码）通。

据介绍，“电子健康卡”是虚拟的居民健
康卡，用于支撑医疗健康行业各项便民惠民
应用。居民可以通过“湖南省居民健康卡”官
方微信公众号申请， 或者在医院服务窗口、
医院诊疗服务APP、公众号、服务号上申请
升级原有诊疗卡， 还可以在医院自助机申
领。一家医院申领后，所有医院通用。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张清）今天，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邵阳市人大常
委会原党组书记
周国利案一审公
开宣判。 被告人
周国利犯受贿
罪， 判处有期徒
刑十年， 并处罚
金人民币七十万
元； 犯滥用职权
罪， 判处有期徒
刑六年； 犯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
罪， 判处有期徒
刑五年； 数罪并
罚， 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十七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七十万元。 被告
人李美华（周国
利之妻） 犯受贿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
十万元；依法追缴被告人周国利、李美华的
违法所得，上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至2018年，
被告人周国利利用担任邵阳市委常委、中
共邵东县县委书记、 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邵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任的职务便利， 为他人和单位在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工程项目承揽、项目建设、干
部职务提拔和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 直接
或通过其妻子被告人李美华非法收受请托
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344万余
元。 其中伙同李美华非法收受请托人给予
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09万余元， 周国
利单独收受贿赂人民币135万余元。

另查明， 周国利在担任邵东县委书记
期间，滥用职权，违法决定将湖南省邵东生
态产业园3000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部分
出让金和契税共计45792万余元返还给邦
盛公司，致使公共财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此外， 周国利家庭有2113万余元人民币、
10万元港币财产无法说明来源。

涉案4亿余元 获利2800余万元
湖南警方侦破一起

制售假烟案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彭吉路 杨勤煊）横跨全国20多个省市，生产、批
发、微商、零售“一条龙”，两年间制售假冒伪劣卷
烟3亿余支，涉案价值4亿余元，获利2800余万元。
怀化市沅陵县公安局历时21个月，累计投入警力
1000余人次，抓获44名犯罪嫌疑人。今天，省公安
厅通报这起制售假冒伪劣卷烟案侦破情况。

一次突击检查撕开该案的“口子”。2017年8
月23日，沅陵警方联合县烟草专卖局开展烟草突
击检查， 抓获涉嫌微信销售假烟的犯罪嫌疑人黄
某君。为查清其身后的假烟销售网络，沅陵县公安
局成立专案组，辗转广东、福建、湖南等地，收集线
索再研判分析，后抓获6名微商上线。经查，该团伙
两年间共销售各类品牌假烟1080万支，涉案金额
400多万元，非法获利200多万元。专案组循线追
踪，抓获2名批发商。经查，批发商通过微信向21
个微商下线销售190多种品牌假烟， 涉案卷烟达
7000多万支，价值1400多万元。

随着批、微、售三级犯罪嫌疑人落网，一个庞
大的制贩假烟犯罪团伙及生产加工工厂浮出水
面。因该案网络层级复杂、涉案人员多、涉案价值
大、时间跨度长、跨越区域广、侦查难度大，被公安
部和国家烟草局同时列为督办案件。

2018年12月27日晚，300余名警力集结，多警
种跨省协同作战，在广东潮州、福建漳州两地同时
收网，直捣制假窝点。现场抓获制假人员30余人，
收缴19个品牌假冒伪劣卷烟470余万支， 卷烟机
械设备3台， 市场价值高达680余万元。2019年3
月，该犯罪团伙另两名骨干成员也相继落网。

“电子健康卡”来了
年内全省二级以上医院普及应用一卡（码）通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 （记者 易禹琳）
博物馆曾经是高大上的代名词， 如今，“跟
着博物馆去旅行”“为一座馆，赴一座城”
却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游客青睐的旅游方
式 。 记者今天从驴妈妈旅游网发布的
2019博物馆主题游数据获悉， 今年1-4
月，该平台以“博物馆”为关键字搜索及
预订旅游产品的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5%。其中，湖南省博物馆和秦始皇陵兵
马俑、 故宫博物院等成为最受欢迎的10
家博物馆。

据悉，2018年， 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开
馆一年接待观众362万人次， 成为全国接
待人数最多的省级博物馆。2019年“五一”
期间，湖南省博物馆4天接待观众7万余人
次，提供讲解137批次。驴妈妈旅游网发布
的数据显示，湖南省博物馆、秦始皇陵兵马

俑、故宫博物院、杜甫草堂、陕西历史博物
馆、上海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成都武
侯祠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
等成为最受欢迎的博物馆。

据分析， 喜欢博物馆游的人群增多原
因有多方面。亲子家庭游客增加，不少父母
愿意带着孩子赴博物馆寓教于游， 占比接
近4成。和往年相比，今年18-30岁的年轻
游客占比增幅超过28%， 显示了越来越多
年轻游客成为博物馆游出游主力。这两年，
《国家宝藏》等大型文博节目的热播，国内
各地的博物馆不断尝试新的玩法， 如故宫
博物院推出的“紫禁城里过大年”和“元宵
夜游狂欢”活动，湖南省博物馆引进古埃及
文物特展、阿富汗国宝展等，让博物馆有温
度，让历史活起来，吸引了更多游客特别是
年轻游客的关注。

湘博成最受游客欢迎博物馆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叶 ） 湖南省博物馆今天透露，
2019年度“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
场活动将在该馆开幕，届时有古琴、陶瓷、
书画3大专题展同步与公众见面。这3个展
览将与“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湖南人三
湘历史文化陈列”两个基本陈列一起，成为
该馆的常设展览，免费开放。

湖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丰富， 现有藏
品18万余件，时间跨度从远古时代至近现
代，藏品类别多样。除了蜚声中外的马王堆
汉墓出土文物、商周青铜器，还有熠熠生辉
的各类陶瓷、数量可观的历代名琴、名家大
师的书画名作等。基于此，该馆将推出3大
专题展览：“激逸响于湘江兮———潇湘古琴
文化展”“瓷之画———从长沙窑到醴陵窑”
“画吾自画———馆藏齐白石绘画作品展”。

“激逸响于湘江兮———潇湘古琴文化
展”精选了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28张古琴

作为主要展品， 将以湖南地方古琴相关的
人和事为主线， 较为全面地介绍湖湘大地
上的古琴文化。

在“瓷之画———从长沙窑到醴陵窑”展
览中，湖南省博物馆将联合江西省博物馆、
河北磁州窑博物馆、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
究所、湖南省文物交流鉴定中心等4家文博
单位， 遴选自唐代到清末民初的各类绘画
瓷器160余件， 向观众展示不同朝代的陶
瓷工艺、绘画技法以及装饰题材、纹饰的阶
段特征。

齐白石是湖南最具代表性的绘画艺术
家。“画吾自画———馆藏齐白石绘画作品
展” 从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齐白石艺术作
品中，精选了约100幅代表性作品，包括花
鸟、山水、人物等画种，涵盖齐白石绘画创
作的各个时期， 力图构建齐白石绘画相对
完整的风格序列， 突出湘博馆藏齐白石绘
画作品的地方特色。

琴、瓷、画三展同开

湘博展陈体系全面升级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见习记者 陈新 通
讯员 杨田风）“闯红灯的违章我来作证， 损失
和责任我来承担。”今天上午，长沙陈女士特意
联系滴滴司机戴师傅， 连连表示感谢。3天前，
陈女士1岁多的孩子高烧，在去医院的途中突
然惊厥抽搐，紧急情况下，滴滴司机戴师傅连
闯红灯及时将孩子送到了湘雅医院救治。

陈女士称，5月10日晚上，她孩子突然
发烧到39度多，自己单独带着孩子约了一
辆滴滴网约车准备去附近诊所。 还没到达
目的地，孩子突然就失去了知觉，她赶紧要
司机送往湘雅医院。

“从长沙盛世路到湘雅医院一路有六
七个路口，我当时吓得整个人都傻了，一路
上急得哭。”陈女士说，滴滴司机戴师傅一

路打着双闪、按着喇叭，还闯了红灯，以最
快的速度送到了湘雅医院急诊部， 医院也
在第一时间进行了紧急抢救， 孩子脱离了
危险。医生说，孩子是因为高热引起惊厥抽
搐，如果晚到几分钟，很有可能会因异物堵
塞而引发呼吸不畅导致休克。

“看到孩子的情况时，我心里也很慌，
就想着怎么又快又安全地把孩子送到医
院，得到及时治疗。”戴师傅说，当时情况紧
急，没想那么多，就算因为闯红灯被扣分罚
款也认了。

滴滴出行方面透露，“滴滴敢扶公益专
项计划”将表扬戴师傅的行为，并将授予戴
师傅“滴滴公益榜样”称号,给予1000元现
金奖励，鼓励其正能量行为。

男孩高烧惊厥 母亲焦急万分

长沙滴滴司机闯红灯急送医

滥用职权致国有资产流失4亿余元
邵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周国利

一审获刑17年

政治铸魂 立德树人
———泸溪县党建引领教育高质量发展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王成奇 ）11日，以“中国非洲研究
70年：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2019年中国
亚非学会学术研讨会在湘潭大学举行。来
自国内各非洲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及相
关部门人员汇聚一堂，回顾、总结、展望70
年来中国非洲研究工作，开展学术交流，为
推动中非关系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交流平台、人才基地、人才培养与对
外传播方法，是当前非洲研究中要着力解
决的问题”“中非研究要与政府机构紧密合
作，理顺非洲研究的体制机制”……研讨会

上，与会者就非洲研究中的问题、智库建言
的路径等进行了交流、探讨，就中非政治、
国际关系、法律等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
大家讨论深入而热烈， 发表了不少真知灼
见。

这次研讨会由中国亚非学会主办，湘
潭大学承办。据了解，湘潭大学是国内非洲
研究重镇， 先后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非洲问
题研究机构和非洲法律研究机构。2005
年，该校组建了非洲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
是目前我国高校中唯一的专门研究非洲法
的学术机构。

“中国非洲研究”研讨会
在湘大举行

孕期关爱
公益行
5月11日，医护人员

讲解新生儿护理知识。
当天， 省妇女儿童发展
基金会、 长沙市妇联在
宁儿妇产医院举办“孕
期关爱公益行” 长沙市
专场活动，为200余名孕
妈妈传授优生优育知
识。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丁丽娜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通讯员 欧明全
王梓） 临澧县四新岗镇久丰村清水堰组72
岁的邵万忠终于摘下了贫困帽。今天，他激
动地握着县财政局扶贫干部的手说：“感谢
财政部门的‘绿色银行’帮助我脱贫摘帽！”

邵万忠原是一位木工匠， 妻子贾雪技
患有肿瘤病，长期药罐不离身，是全镇的深
度贫困户。 临澧县财政局扶贫工作组进驻
后， 对贾雪技按特殊病种救助政策实行医
药费全免，还为其签订了“家庭医生”合同，
定期上门服务。 邵万忠通过土地流转入股
和基地务工的方式， 每年纯收入1万元以
上。由于他有木工手艺，县财政给予30万

元无息贷款，在家门口办起了小型木工厂，
一年纯收入2万余元。

临澧县四新岗镇久丰村是省级贫困
村。两年多来，临澧县财政局及驻局纪检组
探索精准扶贫思路，推进“企业+合作社+
贫困户”方式，通过广泛征求贫困户意见，
确定了土地入股、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油
茶发展委托帮扶模式，并对产业扶贫、健康
扶贫资金进行全程监督，为村民建立“绿色
银行”，大力发展油茶产业，实行土地流转
收益、持续收益及务工收益，共帮扶贫困户
146户419人脱贫致富，其中有48户97人是
因病致贫户。

72岁老农摘下贫困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