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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汤惠芳 陈俞彤 许燕

“以前办个事要转很久，现在家门口
填个表，就能一步到位。 ”5月22日，在中方
县中方镇陈家湾村便民服务中心，拿到刚
办好的老年优待证，村民汤朝凤感慨道。

群众办事方便了， 这得益于中方县
“一件事一次办”改革。

今年来，中方县全面推行“一件事一
次办”改革，按照线上“一次登录、一网通
办”、线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的服
务要求，结合“放管服”改革、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等工作，再造服务流程，延伸基层
“服务触角”，构筑“政务服务+商务服务+
事务服务”新窗口，打造“一站式”智慧民
生平台，逐步变部门“最多跑一次”为一件
事“最多跑一次”。

每到傍晚，是中方县桐木镇半界村便
民服务中心最热闹的时候：伴随着院外健

身队的歌舞声，办事大厅里货架上各类特
色农产品整齐摆放，领证、购物、寄件的村
民各取所需……办事大厅外，村民何文英
笑容满面地告诉记者， 以前进城缴医保，
得提前集几件事一起办， 可事情一多一
急，不是丢了折子就是漏了项，又要回家
去拿， 让人叫苦不迭。“现在散个步的工
夫，就能缴医保、办优待证、存取钱了。 ”何
文英说。

为确保“一件事一次办”落到实处，中
方县持续做大基层服务“盘子”。投入1500
万元，打造了集服务大厅、便民超市、物流
服务点、简易金融网点等10大阵地于一体
的农村综合服务平台。 投放147台一体机，
拓宽线上智能政务渠道；线下大厅则融合
54项政务服务，拓展18项商务服务，强化
12项事务服务，使办理出生登记、医保、防
疫合格证以及缴电费、话费等服务在全县
130个村、15个社区落了地。县政务服务中
心还专门开设办事窗口，对接村级代办员

工作。
“经过梳理整合、流程再造，我们先把

多个部门办理或多件相关的‘事’变成‘一
件事’，再由村级代办员这根针，串起政务
服务千条线。 ”中方县政务服务中心负责
人介绍，在改革中，该县不断完善政务服
务效能，打通县、乡、村三级帮代办体系，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 配优村级代办
员，将政务、商务、事务服务“送”到群众家
门口。

据了解，中方县通过购买湖南德隆民
生科技有限公司的服务，建立起村级代办
员网络，由政府部门组织群众对代办员进
行考评，并由企业支付其工资，代办员除
代办政务服务事项外， 还办理企业的
业务。

说起自己的“引线”作用，中方镇
站坪村便民服务中心代办员覃平说：
“我就是服务员，乡亲们点菜，我负责
与后厨衔接，以最快速度准点上菜。 ”

经村支两委推荐、企业聘用、政府培
训，覃平年初上了岗。 因为服务态度好、办
事效率高，她高分通过群众考评，拿到年
薪2万元。 通过提供商品代购、手机销售、
网络办理等服务，她还从相关企业获得收
入。

“多办多得”的运营方式整合了农村碎
片化资源，减少了财政投入，让代办员安心
在基层更好服务群众， 落实“一件事一次
办”。 今年头4个月，站坪村级便民服务中心
网上办理及物流代办事项达312余件， 办理
电费话费等代缴业务517件， 电子商务实现
营业额5227元， 帮助村民线上代卖土鸡蛋、
茶油、蜂蜜等农产品创收7108元。

长沙“百人会”赴江西
接受红色主题教育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蒋耀

明）5月20日至24日， 长沙“百人会”36名成员在长沙
市委统战部的组织下， 奔赴江西省的安源、 莲花、永
新、井冈山、瑞金、于都等红色革命根据地，听党史、上
党课、现场教学，接受红色主题教育。

5天4晚的行程中，“百人会”成员为“不当将军当
农民”的甘祖昌事迹感动；被形式活泼的“三湾改编”
现场教学吸引；在与红军后代面对面互动教学中踊跃
提问；在瑞金，八子参军的故事让不少“百人会”成员
潸然泪下；回程中的车厢分享会更是打开了大家的心
扉，谈心得，谈感受，回顾总结过往，展望未来。

“苏区人民对革命牺牲太多，奉献太多，踏上赣
南，我们脚下的每块土地，都掩埋着烈士的忠骨，附着
烈士的英灵，常常让我感触不已，震撼不已，这是一次
触及灵魂的红色主题教育之行。 ”

“一路走来，甘祖昌、龚全珍的无私奉献精神，卢
德铭为革命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融
洽干群关系等都让人肃然起敬，久久不能忘怀。 ”

“这是一次虔诚的朝圣、一场庄严的洗礼、一次坚
定的宣誓、一场崭新的出发，永远跟党走……”行程
中，“百人会”不少成员纷纷感慨。

据了解，“百人会”是长沙市委、市政府联系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
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新媒体从业者）的
桥梁和纽带，由长沙市委统战部2018年7月5日牵头组建，
并在其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目前有101位成员。

一个特殊的“政治生日”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陈志杰)

歌唱祖国歌唱党、重温入党誓词……5月26日，郴州市机
关事务管理局举行今年第5次主题党日活动， 给张宜勇、
李红兵、朱广根、谢建平等4名不同年代5月份入党的党员
过了一个特殊的“政治生日”。 4名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及家
属也来到活动现场，见证这个庄严的仪式。

郴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人， 分别给4名党员
赠送生日贺卡及“礼物”———《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
材》，勉励他们“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以信仰之
力开创美好未来。 ”4名党员重读入党志愿书，阐述自
己入党初心。 1998年5月26日， 李红兵加入中国共产
党，她发誓：“我只属于党、属于人民，对党忠诚老实，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21年来，李红兵在质量技
术监督岗位上奉献自己的青春、汗水、激情，敬畏法
律、职业操守、人格品德，一路前行，一路收获。 郴州市
质量技术监督局原党委书记李知福，是李红兵的入党
介绍人，他勉励李红兵继续努力，在平凡的工作岗位
上做出更大贡献。

参加当天主题党日活动的党员， 听了张宜勇、李
红兵、朱广根、谢建平等人赤诚入党的初心后纷纷表
示：将以这次“政治生日”为契机，给自己加油、充电，
补精神之“钙”。

� � �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 （记者 周俊）“不
仅能当银行卡用， 还有缴纳各项社会保险
费、职业技能鉴定费，领取养老金、失业金、
就业创业补贴以及工伤医疗报销费用等6
大实用功能。 ”5月24日，在娄星区政务服务
中心， 工作人员小刘正为群众详细介绍社
保卡的用途。 截至3月底，娄底已累计发行
社保卡334万张，覆盖全市85%常住人口。

社保卡在娄底公共服务领域已得到
广泛应用。 参保人使用社保卡能就医购
药， 异地就医备案人员使用社保卡能办
理医保异地结算，部分涉农补贴、乡村医
生补贴、 民办教师补贴以及城乡低保通
过社保卡发放。 目前，娄底已建成统一、
完备、便捷、优质的社保卡服务体系，通
过社保卡服务窗口、合作银行窗口、服务

网站、手机APP、微信公众号、自助服务
设备为群众提供便捷化服务， 建成线上
线下相互补充的多元化服务生态圈。

同时， 娄底全力深化社保卡应用广
度， 在全市各级人社业务经办窗口逐步
推行“持卡办事，一卡通用”，并推进电子
社保卡线上业务场景应用， 实现互联网
上“实人、实名、实卡”；开展社保卡服务
能力专项行动， 解决社保卡发行与应用
过程中存在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确
保年底覆盖全市90%的常住人口， 基本
实现“一人一卡”。

石门6家基层医疗机构
获赠彩超设备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向延波）
5月25日，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石门县
南北镇卫生院、壶瓶山镇中心卫生院等6家医疗机构分别
赠予1台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设备总值360万元。

彩超是现代治病救人不可缺少的医疗设备，但石
门大部分山区医疗机构都缺乏这种医疗设备。 南北镇
是石门县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有3个多小时车程。 南
北镇卫生院院长李兴辉说：“一旦群众出现阑尾炎、肠
梗阻、脾破裂等急腹症，以前只能将病人送往县城救
治，山高路远，长途颠簸，群众苦不堪言，甚至还会错
过最佳治疗时间，有生命危险。 现在好了，有了彩超检
测，可以快速明确诊断，为救治群众生命赢得时间，减
少患者病痛，阻击贫困。 ”

石门曾是贫困县，经各方同心协力，终于在去年摘掉
了贫困帽， 但自然条件恶劣， 本已脱贫的贫困户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时有发生。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赠予的彩超设备， 将明显提升贫困地区的医
疗服务水平，对精准脱贫起到积极的作用。

� � �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 （见习记者 成
俊峰 通讯员 胡雅萍）“大医院专家来到
家门口为我们治病， 能为我们节省一大
笔开支。 ”5月23日，刘兰英在祁东县中医
医院接受完湘雅医院医师刘育鹏为其做
的骨折修复手术后感慨，“医联体” 架起
了“大专家”到“小医院”为患者诊疗的桥
梁。

“医联体” 指在一定区域内不同类
型、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共同组成的跨
行政隶属关系、 跨资产所属关系的联合

体， 其打通了不同层级医疗服务之间的
壁垒， 提升了各级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
效率与活力。 近年来，祁东县深化医疗卫
生服务领域“医联体”建设，将当地各大
小医院与部省属医疗机构“链接”起来，
助力群众在家门口能“好看病、看好病”。

通过“医联体”建设，祁东县中医医
院、县人民医院等3家公立医院，与湘雅
医院、 省人民医院等部省属大型医疗机
构， 组建省级医疗集团或省、 市专科联
盟。近2年来，先后邀请部省医疗机构210

余名专家前来诊疗，并安排620余名县级
医院医务人员进入部省属医疗机构进修
学习， 使县级医院看大病的综合服务能
力不断提升。

祁东县还以“互联网+医联体+智慧
医疗”为突破口，开辟远程会诊服务，患
者可在小型医院或服务中心通过互联网
与大型医疗机构专家沟通。 如此不仅为
患者解除远赴大医院之累， 还能节省来
回行程、陪护等费用。

“随着全县大小医院综合服务能力
提升，部分医院门诊就诊率提高近4倍。 ”
祁东县卫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该
县外转就诊率大幅降低， 县内就诊率由
79%提升至91%。

� � �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通讯员 刘林 记
者 徐典波）今天，突如其来的降雨，并没有
影响周边市民来汨罗市弼时镇休闲观光的
热情，游客一批又一批，徜徉在山水相依、景
田互映的美景之间。 镇党委书记吴艳平介
绍，全镇通过对生态环境集中整治、合理规
划、创新“秀美屋场”模式等举措，让绿水青
山不仅成了展示弼时镇面貌的“金名片”，而
且成了全镇可持续发展的“聚宝盆”。

弼时镇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同
志的故乡、“骆驼精神” 的发祥地，107国
道纵贯弼时镇南北。 该镇曾受益于“国道

经济”， 也一度成为私搭滥建的“重灾
区”。 今年初，岳阳市委、汨罗市委吹响村
庄清洁行动冲锋号， 弼时镇党委发出了
镇村干部带头、党员骨干带头、知名人士
带头、示范户带头“四带头”的号召。 铜盆
村党支部书记张红向率先垂范， 拆除自
家3层楼房，弼时村党员任弼凡、任荣甲
父子舍小我为大我， 带头拆除花费40多
万建造的砖混钢架棚。 截至目前，全镇共
拆除空心房、违章建房等“四房”969栋，
计9.6万余平方米， 成为汨罗107国道路
域整治中拆除体量最大、完成任务最快、

推进效果最好的典范。
弼时镇围绕“破是为了立，拆是为

了建”的思路，以107国道、武广高铁、
湘慧线沿线为示范区，建设成规模、有
特色、可复制的美丽家园。 明月山村坝
上屋场40户村民自筹资金， 高产水稻
连片，花卉苗木成景，田园风光浑然天
成。 湄江村利用“三山夹两水”地形，开
发以农耕文化为主题的农旅项目 ，实
现了从荒山闲地到金山热土的华丽升
华。 该镇还以3条交通要道为轴，以示
范点带动示范带，示范带带动示范片，
带动全镇布局好、 颜值高的“秀美屋
场” 遍地开花， 打造了岳阳的南大门、
长沙的后花园， 吸引省内各地游客集
聚于此，欣赏秀美田园风光。

澧县向“升学宴”
“谢师宴”说“不”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
员 袁野 万传文)“我宣誓，从自身做起，从现
在做起，坚决不办‘升学宴’‘谢师宴’……”5月
23日，在澧县职中报告厅内，1023名高三学生
集体宣誓。 下个月便进入毕业季，为防止违规
赈酒风反弹，澧县再次敲响“升学宴”警钟。

自去年4月全省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
喜庆事宜工作以来，澧县强力推进赈酒乱象治
理工作，与群众签订“拒绝违规赈酒承诺书”，
与餐馆、流动乡厨签订“不承接违规赈酒承诺
书”，并组织高三年级学生举行拒绝“升学宴”

“谢师宴”集中签名宣誓活动等。 目前，澧县文
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已劝退及群众主动取消各类酒席1300余起，
县纪委监委处分违规赈酒党员干部18人。

打通服务“最后一米”
开福区93个社区全面推进“全岗通”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记者 张颐佳）近
日,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街道为芙蓉路社区
南山、广媒、湘运3个“全岗通”零距离服务
点授牌，至此，该街道零距离服务点增至12
个， 可谓打通了居民办事办证的“最后一
米”，百姓交口称赞。

去年4月，开福区率先在全市推出了城
市社区“365天开放服务”，即周末、节假日
与工作日上班时间一样正常办理各种业
务，制度实施一年多来，大大提高了办事效
率，方便了居民群众。

今年,开福区率先在长沙出台了《开福
区城市社区“全岗通”工作制度（试行）》的
通知，在93个城市社区全面推行“全岗通”，
把服务窗口进一步前移，即除2名坐班留守
人员外，社区70%的人力派驻到网格、楼栋
的办公点，设置“全岗通”服务站和流动服
务队，把以往的“专人专岗”转变为“全岗
通”服务，变“坐等上门”为“主动入户”，着
力构建办事顺心、服务贴心、居民暖心服务
体系，推动基层工作效能提升和作风转变。

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中方县“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纪实

娄底累计发行社保卡334万张
覆盖全市85%常住人口

“医联体”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好病”
祁东县内群众就诊率由79%提升至91%

“秀美屋场”遍地开花
弼时镇打造绿水青山“金名片”

小小故事会
5月26日，长沙市开福区马栏山文创园24小时自助图书馆，孩子们与志愿者老师一起创编故事。 当天，由长沙市图书馆、开福区

文旅体局打造的“儿童脱口秀”栏目“圈圈故事会”第三季开启，通过创编、演绎故事，引导儿童爱上阅读，养成爱看书的好习惯。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5月 26日

第 2019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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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1040 4565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072 173 185456

8 9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5月26日 第2019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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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2860494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11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10 24638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94
55657

1125191
7643924

70
2413
42844
299992

3000
200
10
5

0104 20 23 2714

福临镇中心小学获
“中国工农红军湖南长沙
陈树湘红军小学”命名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 （通讯员 杨潇麟
记者 李治）长沙县福临镇昨天举行陈树湘
烈士缅怀活动。 陈树湘生前战友———开国
中将韩伟之子韩京京和儿媳张微微、“中国
工农红军湖南长沙陈树湘红军小学”200多
名学生代表参加活动。

近日， 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
公布2019年最新全国红军小学名录。 名录
显示，长沙县福临镇中心小学获“中国工农
红军湖南长沙陈树湘红军小学”命名。 全国
红军小学建设工程于2007年启动， 旨在弘
扬红军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目前已完成
300所红军小学建设。

1905年1月，陈树湘出生于长沙县福临
镇福临社区晏公塝组一个贫困的佃农家
庭。 在红军突破湘江战役中，陈树湘任红34
师师长，负责中央红军总后卫，连续战斗18
天直至弹尽粮绝， 身负重伤后断肠就义。
2009年9月，陈树湘烈士被选为“100位为新
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其感人事迹， 先后多次被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纪念长征胜
利八十周年座谈会、2019年全国“两会”等
会议上公开提及。

福临镇中心小学位于福临铺社区。 该
校一直致力于传承红色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