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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6月3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书东 何顺 刘名锋）5月底，记
者来到祁阳县采访，只见城区居民小区干
净整治，绿色点缀；不少村庄用上了清洁
干净的自来水，有了小游园、四季花田等。
全县呈现出城乡美、百姓乐的喜人景象。

祁阳县是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整县推进县、 湘江流域农村“厕所革
命”重点推进县。近年，该县对城乡环境
整治和建设一次性规划，明确路线图、时
间表、任务书，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干到底。
城市建设大力补齐基础短板， 打造

生态宜居的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祁阳县
对286个老旧小区和116条主次街道进
行全面提质， 更新雨污水管网227.6公
里、供水管网479公里、燃气管网348公
里。到目前，祁阳县城日供水规模从改造
前的7万吨提升到19万吨，5.1万户居民
用上了干净安全的天然气， 生活垃圾实
现100%无害化处理。

该县通过以奖代补、先建后补、多建

多补，推动各建制镇“10+X”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即在建好一条特色街、一个文化广场
或游园、一个污水处理厂、一个垃圾中转站
等10个规定项目的基础上，鼓励因地制宜
建设X个自选特色项目， 不断完善农村供
水、供气、污水与垃圾治理等基础设施。同
时,积极开展农村“一拆二改三种四清洁”，
即：拆危房空心房，改水、改厕，种树、种花、
种果，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田园、清洁
能源。

近两年， 祁阳县筹集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和乡村建设资金11.51亿元，拆除农村危
房、空心房等340万平方米，完成改厕5.2万
座，建成4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全县粪污处
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86.4%， 农村面貌焕
然一新。去年，该县被评为全省美丽乡村建
设先进县。

湖南日报6月3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向民贵 胡大刚）“我生病住院花
了8012元，其中出院结算时就直接报销
了7210.8元， 县民政局兜底报销801.2
元， 我没有掏一分钱。 健康扶贫政策真
好，我要攒劲搞，早日脱贫致富！”5月底，
家住泸溪县洗溪镇宋家寨村的贫困患者
杨良富告诉记者。

泸溪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1.65万多户、6.6万多名贫困人
口。全县贫困人口参保率、大病救助率、

家庭医生服务覆盖率均达100%。据泸溪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龚佳平介绍， 全县整
合6种保障资金，在县人民医院、县民族
中医院以及乡镇卫生院， 为贫困人口住
院提供“一站式”结算服务，并按住院实
际费用90%的比例，予以报销；“五保户”
和重特大疾病的贫困户， 县民政局再兜
底报销10%。

为加强医疗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泸溪县财政去年来共投入 1400余万
元，整合村级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完成

了全县所有建制村“合格卫生室”建设。
大力推进县医院与兴隆场镇卫生院、浦
市卫生院“医共体”建设，定期派出中高
级医师坐诊，实行基层首诊、双向转诊、
分级诊疗、统一结算，为群众看病提供便
捷服务。 同时 , 为中心乡镇卫生院配齐
DR、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三大件”，
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如今，
该县基层贫困群众看病不再是难事了，
基本实现了“小病诊断不出村、普病诊治
不出乡、大病治疗不出县”的医疗保障服

务新格局。
不让“病根”变“穷根”，泸溪县健康扶

贫开对“药方”。2018年，整合财政、民政、
卫健等部门资金3695万元，该县成立健康
扶贫基金，落实贫困户住院困难救助制度，
实现了贫困户健康扶贫全覆盖。 对贫困人
口特殊慢性病患者，该县还通过财政统筹、
社会捐赠共筹集470多万元资金， 从根本
上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有效遏制了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发生，贫困群众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持续提升。

湖南日报6月3日讯（记者 姜鸿丽）今天，常德市部
署开展村庄规划编制等6项重点工作，全域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

去年以来， 常德市落实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
署，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对10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试点乡镇实施综合整治，并开展“十佳十差”乡镇评选，取
得了一定成效。

今年，该市全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将抓好村庄规划
编制、农村厕所革命、试点乡镇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
行动、生活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6项重点工作。以乡村
振兴示范片区为重点，因地制宜，全市完成880个村庄规
划编制，高标准改厕10万多户。同时，全面规范集镇秩
序，推进杆线管改造，全域整治农村环境卫生，以城带乡
治理生活污水，保护传统村落，整治农村“空心房”，盘活
农村土地资源，推进农宅改革试点工作等。

湖南日报6月3日讯 (记者 周俊 通
讯员 张东红)“立案查处3人， 诫勉谈话
14人，履职约谈30人，对存在过度医疗
行为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谈
话、 履职约谈或提醒谈话。”5月28日，在
娄底市“过度医疗”整治问责警示谈话会
上，一张张“罚单”，令参会的相关单位负
责人红脸出汗。

去年以来，娄底市大力开展“行业作
风整治年”活动，重拳出击“过度医疗”，
遏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重点整治“小
病大治”“过度使用医保目录外药物耗
材”“随意延长住院时间” 及在治疗过程
中脱离病人病情实际而进行的检查、治
疗等医疗行为。 各级医疗机构在进行自
查自纠的过程中，开展谈心谈话1.5万余
人次，提醒约谈2900余人次。卫健部门
在全市公立医院抽取病历1000余份，约
谈医疗机构27家， 并对发现的“过度医
疗”行为进行严厉处罚。

通过专项整治， 该市医疗环境明显
改善，群众就医负担有效减轻。娄底药品
采购价格总体降幅达12%左右， 个别单
位降幅达到18%， 全市公立医院节约药
品采购费用近1.5亿元。

湖南日报6月3日讯 （见习记者 张
璇 通讯员 宋政军 姜帆）“栀子花开啊
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
今天上午，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惠众农庄
内，一曲《栀子花开》的优美旋律，缓缓拉
开“屈原农耕年华-栀香屈原·虾闻天
下”首届栀子文化旅游节的帷幕。

水上草原溢栀香，栀子小镇迎客来。
当天， 来自省内外的数千名游客以花为
媒， 以节会友。 全国人大代表、“栀子姐
姐”杨莉变身现场“解说员”：“栀子全身
都是‘宝’，通过改良黄栀子种苗培育、示
范种植、栀子深加工，全区种植的近1万
亩栀子花，可增加相关产值近亿元，成为
当地农民致富增收的新途径。”

栀香茶、栀子菜、栀子特色民宿……
节会现场，栀子的元素随处可见。营田镇
党委书记湛江介绍，全镇以创建产业强、
环境美、品牌响、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
的栀子特色小镇为契机，围绕“栀子+农
旅产业”，建成一个融文化创意、休闲旅
游、 观光体验、 科学普及的栀子主题公
园，推出多种旅游主题产品。

活动现场精彩纷呈。湖南省首届“栀
香屈原·虾闻天下”正虹杯自行车邀请赛
上演“速度与激情”；“吃龙虾、钓龙虾、赛
龙虾”大赛人气爆棚；黑米、紫米、黄茶、
绿皮鸡蛋、金色栀子、红皮湘莲等400多
个特色农产品亮相。

开幕仪式上，6家旅行社被授牌为
“屈原乡村旅游战略合作伙伴”。

一次性规划整治 “一张蓝图”干到底

政府兜底，贫困群众看病有保障
湖南日报6月3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楚华

陈钢）今天，记者从永州市民政局、财政局、扶贫办等相关
单位获悉，永州市提高全市城乡低保标准和救助水平，以
及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具体规定为，从今年1月1日起，全市城乡低保标准分
别提高至不低于440元/月、3480元/年，月人均救助水平
分别提高至不低于330元、195元。

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基本生活标准提高至不低于
7392元/年，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基本生活标准提高至不
低于4800元/年， 其中在农村敬老院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
提高至不低于7200元/年。全护理人员护理费提高至不低于
5000元/年/人， 半护理人员护理费提高至不低于2500元/
年/人， 全自理人员护理费提高至不低于1500元/年/人，其
中对在农村敬老院集中供养的全护理特困人员护理费按
10000元/年/人标准发放。对于全自理的，为其购买住院医
疗期间照料护理保险后，不再发放照料护理资金。

永州提高低保及特困救助标准

娄底重拳整治
“过度医疗”

常德全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湖南日报6月3日讯（记者 张颐佳）今天，“粽情端午
侨系你我”迎端午活动在长沙市开福区“侨之家”开展，省
市区侨联工作人员与归侨侨眷一起学礼仪，包粽子，共迎
端午佳节。

开福区历来高度重视侨民，以“侨之家”为阵地为广
大归侨侨眷、归国留学生、海内外华侨华人打造了一个加
强内外文化建设、联络联谊及进行各类活动的平台，成为
开福区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建设的重要支点。同时，以乡
情、亲情为纽带，以凝聚人心为重点，着力深化“侨之家”
“万达侨联”“清水塘社区侨联” 等基层侨联平台建设，不
断创新工作载体，倾心为侨服务，广泛开展了迎中秋、庆
国庆、春节联欢等联谊活动以及对侨慰问活动，深受广大
华侨华人的好评。

屈原管理区举行
栀子文化旅游节

近万亩栀子花可增加
相关产值近亿元

侨心聚情浓 端午粽飘香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文兰

近日， 衡阳市南岳区祝融街道，“歪
哥”在社区挨家挨户宣传扫黑除恶，看到
地上有纸屑、烟头，习惯性地拿起街边的
扫帚打扫起来。

当得知记者前来采访他，“歪哥”害
羞了：“不值一提，应该的！”

“歪哥”名叫杨柏均，是祝融街道办
事处武装部长。之所以叫“歪哥”，是因为
他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坐骨神经，
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人看着是歪的。

“歪哥”走路虽有些歪，办事却特别
“正”。

今年4月8日早晨7时，“歪哥” 在上
班途中，经过一家家庭旅馆时，发现浓烟
从未开门的玻璃门缝隙中冒出来。 “屋
里有人吗？”“歪哥”感觉不对劲，对屋内
大喊，不见人答话。

“歪哥”打开玻璃门，朝冒烟的二楼
跑。刚好，一个20多岁的小伙捂着嘴巴
从二楼急匆匆跑下来。

十万火急！“歪哥” 冲到二楼冒烟的
厨房， 发现灶台上已蹿起一米多高的大
火， 高压锅已被烧熔。“歪哥” 来不及多
想， 憋着气跑到厕所提上一桶水对着灶
台上的火焰泼过去，火灭了！

4月20日19时48分，“歪哥” 接到一
居民急促的求助电话， 在西环路周家巷
口处一民房5楼楼顶有一名女子想跳楼
轻生。“歪哥” 立即放下手中的碗筷火速
奔赴现场。

“歪哥”到达现场，但见周围已拉起
警戒线。“歪哥” 三步并作两步飞奔至楼
顶。夜幕下，一女子双手搭在阳台边缘，
脸朝外想跳楼。 消防队员和公安民警正
与该女子沟通。

女子情绪激动， 一再拒绝救援人员

的救援，双方僵持不下。
“我是街道办事处的，你有什么困难和

问题可以和我讲。”
该女子不语。
“我们和你沟通这么久，我得喝点水，

你也喝点不？”
“好。”
“歪哥”认准机会来了！他绕过生锈的

铁丝和钢管， 小心地将瓶装水缓缓递给站
在阳台外缘的女子。 就在女子伸手接水瓶
的瞬间，“歪哥”趁其不备，猛地探出腰去，
双手紧扣，死死地抱住了女子的腰。该女不
甘心，把水瓶一扔，挣扎往外跳，救援人员
趁机一拥而上合力将女子救下。

现场一片欢呼！
事后，“歪哥”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也有

点后怕， 因为差一点他就与挣扎的女子一
同坠楼。“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救人，根
本没想那么多。”“歪哥”如是说。

老百姓的故事 “歪哥”的正能量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陈继伟

近日， 辰溪县委常委会开会研究，提
请县人大常委会依法依程序免去县人民
法院田湾法庭邬方平的庭长职务。

1991年参加工作的邬方平，在辰溪
县法院系统工作多年， 在多个乡镇片区
法庭任过职，2008年出任田湾片区法庭
庭长。

2018年2月， 辰溪县人民法院依法

受理了原告蒋丹某、 蒋济某等与被告蒋
圣某房屋拆迁补偿纠纷一案， 邬方平是
主审法官。7月28日，被告蒋圣某电话联
系邬方平，说要提交证据材料，在某小区
门口邬方平的汽车上， 趁蒋圣某和邬方
平说话的间隙，蒋圣某妻子将1万元现金
放进邬方平的车里。邬方平事后发觉，经
过内心激烈斗争后，萌生了退钱的念头，
但一直没有退。

今年1月14日， 邬方平电话联系蒋
圣某，说要退还1万元。蒋圣某说案子已

上诉到怀化市中院， 要退钱就退到县法院
去。

今年2月，辰溪县纪委监委收到邬方平
在办案过程中收受当事人现金的举报。2月
22日，县纪委监委成立调查组进行初核。

县纪委监委介入调查后， 邬方平主动
向县法院领导汇报，并将1万元钱交到法院
政治部，法院按程序将现金退还了蒋圣某。

在县纪委监委立案审查期间， 邬方平
交代了其在非工作时间、 非工作场合接触
当事人并收受现金的违法行为。

法律法规不可逾越。最终，邬方平受到
政务记过处分， 其庭长职务也被依法依程
序免去。

一万元“放”倒了法院庭长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2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379487
3 739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71
831
687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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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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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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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182 1040 12292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573 173 27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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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阳城乡改造景美百姓乐

健康扶贫开对“药方”泸溪

修筑防洪堤 6月2日，赧水河武冈市邓元泰镇渡头桥村段，村民在修筑防洪堤。该防洪堤长300余米，建好后将
保障下游革新村几千亩农田和12个村民小组住户的安全。村民抢晴天，抓清晨，加快速度，确保在汛期
来临前保质保量完成施工。 王岐伟 曾晓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