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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伍致健 唐楚华

6月23日，宁远县九嶷山瑶族乡紫江村
两委办公室响起热烈掌声， 湖南鲲鹏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与紫江村签约， 每年订单采
购1万头藏香猪、30万羽土鸡、1万只黑山
羊、100吨石蛙、100吨黑木耳等优质农产
品，销售给长沙10多家大型超市。村民们由
衷地说，这是撤队不“撤心”的扶贫队队长
曹春晖为大家办的又一件实事！

两个月前， 曹春晖得知紫江村部分农
产品出现滞销，他利用双休日，带着简单的
行李北上长沙联系客商。 刚开始，一些购物
中心、超市的负责人，见到只身一人自报家
门的曹春晖不以为然。

曹春晖并不气馁，经过多方游说，最终促
成鲲鹏公司负责人来到紫江村考察和签约。

永州市民政局负责人介
绍， 扶贫工作队虽然已经撤
队， 但曹春晖仍如亲人一样时
常关注挂村里， 千方百计为紫
江村解难题， 办实事， 令人感
动。

2015年5月，从部队转业到
永州市民政局的曹春晖， 来不及把家安顿
好， 主动请缨来到省级瑶族贫困村———宁
远县九嶷山瑶族乡紫江村扶贫， 担任村第
一书记。

3年时间，在曹春晖等人努力下，紫江
村成立了9个农业专业合作社、2个食品加
工厂。 2017年，紫江村集体收入达20万元，
村民人均收入从2015年不足1800元增加
到10100元， 贫困发生率从33.33%下降到
2017年0.33%，实现整村脱贫出列。 2018年
3月，扶贫工作队撤队。

虽然撤队， 但曹春晖仍然牵挂着紫江
村。 紫江村地处九嶷山景区，发展旅游的前
景看好。 2018年9月，在曹春晖的提议下，紫
江村9家合作社抱团组建紫江村众富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发展乡村旅游。 曹春晖还主
动跑银行，争取了400万元贷款，帮助解决
了资金缺口。

搞乡村旅游，规划很重要。 那段时间，
曹春晖每到星期五晚上，就准时赶到村里，
组织大家开会， 了解旅游规划在实施中遇
到的问题和问题；周末，他又组织大家拆除
旧房，建花园、游道等。 一开始，部分村民不
愿意拆除空心房等， 曹春晖便一家一户上
门做工作。 尽管吃了不少“闭门羹”，但他并
没有生气， 而是一次次带着微笑不断上门
做工作。 现在， 紫江村建起了游客服务中
心，发展农家乐10家，直接从事旅游服务的
村民280人。

九嶷山兔是当地特有的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今年初，撤队不“撤心”的曹春晖又与
村里商量，决定把这一产业发展起来。 他自
掏差旅费，请有关部门到村里搞环境评估，
数次南下广东等地， 邀请本地经济能人返
乡考察，参与项目建设。

记者看到， 一个现代化的九嶷山兔养
殖基地已基本建成，7月初将放养九嶷山
兔。 基地负责人盘兴旺告诉记者：“项目投
资300多万元， 每年预计出栏肉兔20万只，
年产值1000万元， 安排20个劳动力就业。
老曹为了这个项目操碎了心。 ”

曹春晖心里有个目标： 争取早日把紫
江村建成为全省小康示范村！

� � �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贺榕） 记者今天从省民政厅了解到， 该厅近
日联合省卫健委、 省住建厅等部门下发通知，
要求在全省深入开展养老服务质量建设专项
行动， 到2019年底实现养老机构重大风险隐
患排查率、 清除率均达到100%。

这次专项行动要求市县民政部门联合相
关部门或组织第三方机构， 对标养老机构运
营服务中的重大风险隐患28项指标， 在6月底
前对辖区内所有养老机构进行彻底排查和全
面评估， 逐条列出重大风险隐患清单， 逐个
列出不合格的养老机构名单， 分类通报同级
相关部门， 重大隐患和问题及时报同级政府
研究处置。 市县民政部门要督促指导辖区内
养老机构对照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开展自查和整治提升， 在此基础上联合相关
部门或组织第三方评估验收， 及时在当地报
纸、 民政官网公布符合基本规范的养老机构。
通过专项行动， 到2019年底， 确保90%以上
的市县老年人福利机构和区域性敬老院、 75%
以上的敬老院及60%以上的民办养老机构符合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通知要求， 将保健品市场乱象整治、 非
法集资风险排查、 扫黑除恶排查等检查任务
与专项行动排查合并进行。 养老机构日常监
管工作应纳入此3项内容， 严禁养老机构向老
年人推销保健产品服务或为其他经营主体推
销活动提供支持， 严禁养老机构向入住老年
人非法集资， 严禁黑恶势力渗入养老机构，
切实保护入住老年人合法权益。

湖南又有100人
被终身禁驾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雷文明 吴多拉）24日， 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举行新闻发布会， 集中通报
了100名终身禁驾人员名单， 并曝光一
批突出违法车辆、高危风险运输企业、事
故多发路段、典型事故案例。

据介绍， 在此次通报的100名终身
禁驾人员中， 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
犯罪的有陈代林、甘运树等70人，饮酒
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
故构成犯罪的有刘威、覃君等30人。 公
安交管部门已将这100人列入黑名单实
施动态监管， 一旦发现其中有人再次申
领机动车驾驶证，系统将自动锁定，不予
办理相关业务。

曝光的事故多发路段和高风险路段
分别是 ：G4京港澳高速公路长沙段
1501Km+390m至1505Km+99m，该路
段事故多发， 省安委将于近期对其挂牌
督 办 ；S21 长 株 高 速 株 洲 段
36Km+109m，该互通弯道半径较小，且
纵向、横向坡度较大，易引发车辆侧翻事
故，匝道内路面坑洞较多、隔离护栏设置
不符合要求，安全隐患突出；郴州市苏仙
区省道S351(原县道X091)线桥口镇高
家塘周家坳组前路段15Km+300m处，
该路段无照明设施，夜间事故多发；衡阳
市蒸湘北路延伸线与松梅路交会路口，
该路段相关交通安全设施不完善， 途经
该路段的车辆车速过快， 存在重大安全
隐患。湖南交警提醒，请过往车辆途经上
述路段，小心谨慎驾驶。

此次开展的交通安全“五大曝光”行
动，目的在于敲响安全警钟，倒逼企业和
驾驶人落实主体责任，按要求整改到位，
确保道路交通安全。

� � �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李国斌）持
续大半个月的“618”网购购物节期间，各家
购物网站在绞尽脑汁提高销售额， 而骗子
们也在拼命“冲业绩”。 昨天，长沙市反电诈
中心发布防骗预警：近期“冒充购物网站客
服” 等诈骗高发， 请广大市民群众提高警
惕，在遭遇电信诈骗时，保护好自己账号密
码的安全， 并及时拨打110或者96110报
警。

6月17日晚，长沙市民王女士接到一个
自称“某购物网站客服”的电话，询问其近
期是否购买了一件T恤。 得到肯定的答复
后，对方表示，由于“客服人员”的误操作，
帮其申请了白金会员， 每年服务费是6000
元，如不及时取消，其绑定的银行卡将于当

晚12时完成扣款。 王女士听完后慌了神，当
即表示想退订。 该“客服”表示，需要将其电
话转接至“银行客服”办理会员取消业务。

很快，有一个自称“某银行客服”的工
作人员联系到王女士， 对方称因系统数据
整合， 指导其进入某虚假银行网址链接进
行核查。 登录网站后，王女士发现页面上确
实显示某购物商城扣除白金会员费的协
议。 王女士对该“客服”信以为真，向对方转
账20余万元。

警方提醒，接到陌生电话时，尤其是自
称购物网站或者银行客服的来电， 一定要
提高警惕， 切莫轻易告诉对方自己的个人
信息及银行卡信息， 一定要通过官方客服
电话进行咨询核实。

我省银行业推出
首家5G智慧网点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熊琦） 通过16路4K高清视频远
程连接， 理财顾问以全息投影方式展现
在客户面前，提供个性化服务。6月25日，
我省银行业首家5G智慧网点落户三湘
银行。 该网点借助大数据、 人工智能、
VR/AR、生物识别等前沿科技，发挥5G
的快捷和集成优势，增强客户体验“代入
感”和满意度。

16路4K高清视频、360全景摄像头
VR直播、AR人脸识别、 基于Cloud� VR
的游戏、基于5G智能开卡，这些新鲜的
场景应用均出现在三湘银行5G智慧网
点。 如，通过高清视频远程，客户可与理
财顾问“面对面”交流，并可办理电子银
行签约、用户信息修改、卡激活、解挂失
等业务。

三湘银行还将5G与生物识别等技
术相结合， 探索替代传统基于银行卡的
客户认证方式。客户走进网点，网点就能
在客户无感的情况下， 捕捉到用户的人
像特征，并与自有系统相检索匹配，将客
户到店信息推送到厅堂服务人员的手持
PAD上， 后台智能引擎同时会基于数据
分析推送该客户潜在需求。 厅堂服务人
员即可根据推送信息， 为客户规划好适
合的网点服务内容。

三湘银行行长夏博辉介绍，随着5G
技术的成熟和普及， 未来银行网点的服
务将会由实体的点，迁移到云端，以效率
更高、 资源池更有弹性的云服务方式提
供。

全省将开展专项行动

促进养老服务质量建设

� � �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杨湖南）24日，为期3天的我省国家通用盲文推
广骨干培训在长沙启动， 来自全省的30余名
盲文教师和盲人代表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也
正式拉开了我省2019年国家通用盲文系列推
广活动的序幕。

据悉，2018年7月1日起正式规范使用的国家
通用盲文与现行盲文相比，优点十分明显，不仅提
高了盲文阅读和书写速度，还解决了读音不准的问

题，意味着我国视力残疾人有了自己的“规范字”。
省盲人协会副主席、 省特教中专高级讲师

郭洋介绍，随着电脑、手机读屏软件的普及，不少
盲人忽视甚至放弃盲文的学习， 他对此深感忧
虑。 他认为，对于盲人而言，读屏仅仅属于“浅阅
读”，如果想要更深入地学习知识、拓宽视野、提
升能力，则需要借助盲文“深阅读”来获取知识和
信息。 他呼吁盲人自身重视并加强盲文学习，积
极参与国家通用盲文的使用和传播。

我省启动国家通用盲文推广培训

� � �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李凌云）今天，在第32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
省戒毒管理局在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举办
“唱响禁毒歌，走好健康路”展演暨第三届“百
千万”戒毒操守典型颁奖仪式。

活动中，省戒毒管理局为44名保持操守的戒
毒典型颁奖。 戒毒典型现场发表了感言，让在场

戒毒人员坚定了“毒难戒，但毒能戒”的信心。
自2017年省戒毒管理局启动“百千万”戒

毒操守工程以来，全省22个司法行政戒毒场所
共培育所内戒毒典型1500多名、 出所戒毒典
型600余名。 省戒毒管理局希望采取榜样引
路、同伴教育、团队培养等正面引导，激励戒毒
人员坚定戒毒信念，抗拒毒品诱惑。

树立戒毒榜样 激励保持操守
第三届“百千万”戒毒操守典型颁奖仪式举行

� � �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李昭菲）今天上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
新闻发布会， 通报长沙市两级法院近一年来
毒品犯罪案件审判情况， 发布毒品犯罪十大
典型案例。

自2018年6月25日至2019年6月24日，长
沙市两级法院共审结各类毒品犯罪刑事案件
1109件，判处1635人。 去年，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100名毒品犯罪被告人判处7年有期徒
刑以上刑罚，对53人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
依法对一批罪大恶极的毒品犯罪分子判处或

依法执行死刑。
据介绍，长沙市两级法院注重打击源头，着

力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的毒品犯罪；注重
打准要害，重点打击毒品犯罪集团、犯罪团伙的
首要分子和主犯；注重打财断血，充分发挥财产
刑的打击效果，降低再犯可能。 严格落实罪刑法
定、证据裁判、罪刑适应的基本原则，切实把好
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发
挥对侦查和审查起诉的引导、促进作用。 做好审
判延伸，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努力实现毒品
案件审判工作社会效果最优化。

长沙两级法院严惩毒品犯罪
一年来共判处1635人

近期冒充购物网站客服诈骗高发
警方提醒：切莫轻易透露个人及银行卡信息

曹春晖：

撤队不“撤心”的扶贫队长

月嫂培训促就业
6月24日，双峰县井字镇，学员在学习婴幼儿护理实操技能。 6月20日至26日，娄底

市妇联在该镇举办月嫂培训班，免费为50余名女性务工人员培训婴幼儿照料、保健与
护理等技能，提升她们的就业能力。 李建新 摄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见习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曾柳）“戒毒从心开始，便能获得战胜
毒魔的强大力量……” 来自南华大学附属南
华医院代表队演讲的《拥警模范沈衡生》，赢
得观众热烈掌声。6月25日， 首届中国·衡阳
“戒毒从心开始”全国演讲比赛启幕，来自全
国16个省、直辖市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120余
名选手云集雁城， 以演讲的方式呼吁广大群
众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据悉，此次比赛由中国警察网、衡阳市委
宣传部、中国“响语演讲颂祖国”大赛组委会、
衡阳市禁毒办和市公安局共同举办。 比赛现
场，参赛选手们动情讲述身边的真实故事，用
强大的逻辑力量诠释“戒毒从心开始”这一理

念，用专业的知识分析药物戒毒、强制戒毒和
精神戒毒的基本内涵， 用曲折的故事情节道
尽“戒毒从心开始”的艰难与意义。

“生理戒毒简单，真正难戒的是‘心瘾’。”衡
阳市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相关负责人观赛后感
慨道，过去有许多吸毒人员戒毒出去后，若还想
着回到吸毒“朋友圈”，便很容易重拾毒物。

近年来，衡阳市在强制戒毒、药物戒毒的
基础上，探索出“精神戒毒”新模式，建立“以文
化人、以情感人、以业立人”工作机制，并邀请
社会各界专家学者为戒毒人员进行心里疏
导，有力推动“戒毒从心开始，出去不再进来”
的戒毒目标实现。截至目前，全市吸毒人员复
吸率由过去的95%下降到48%。

“戒毒从心开始”
全国演讲比赛在衡阳开讲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
员 左龙）今天下午，记者从常德市中级人民法
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从去年6月27日
至今年6月25日， 该市共审结毒品犯罪案件
502件，一审判处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
徒刑、死刑（含死缓）共计64人。

据悉，在常德市、县两级法院审结的毒品犯罪
案件中，贩卖、运输毒品案及容留他人吸毒案居前
两位，分别占50%、42.8%。下一步，常德市将开展
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并继续对毒品犯
罪保持打击高压态势， 加快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不断提升毒品案件办案水平。

常德一年审结毒品犯罪案502件

� � �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易巧君）记者今天从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在
国家医疗保障局日前公布的基金监管方式创
新试点、 基金监管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和医保
智能监控示范点(简称“两试点一示范”)名单
中，湖南长沙市、张家界市、湘潭市分别入选
基金监管方式创新试点、 基金监管信用体系
建设试点和医保智能监控示范点。

“两试点一示范”主要内容包括积极引
入信息技术服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商业
保险机构等第三方力量， 建立健全数据筛
查、财务审计、病历审核等合作机制；构建

部门联动监管机制， 统筹推进基金监管重
大行动开展、重大案件查处等工作。 探索基
金监管信用体系建设路径； 建立定点医药
机构动态管理机制等。 同时针对欺诈骗保
行为新特点， 完善医药标准目录等基础信
息标准库、临床指南等临床诊疗知识库，进
一步完善不同规则库， 提高智能监控的覆
盖面和精准度。 建立省级集中监控系统。

据了解，国家医疗保障局将在2021年5
月-6月组织开展对试点(示范点)工作情况
的总体评估， 总结提炼先进做法和成熟经
验，并加以推广运用。

全国医保基金监管“两试点一示范”名单公布

湖南3市入选

� � � � 6月25日，民警向学生展示仿真毒品样本，讲解毒品的危害。 当天，江永县公安局民警走进江
永县第三小学，通过宣讲禁毒知识、实物展示、发放宣传资料等活动，提高青少年辨识毒品的能
力和防毒意识。 田如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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