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见习记者 李
曼斯 通讯员 洪巧）7月1日，宁乡市梳理
出103项事项目录清单，实现“一件事一
次办”，同时“一件事一次办”系统上线试
运行。这些事项涉及开店、办证、办事等，
与企业、群众利益密切相关。

走进宁乡市民之家政务大厅二
楼，一排印有“一件事一次办”事项清
单的“二维码”十分醒目。市民向先生
想要开便利店， 他拿起手机一扫，“一
件事一次办” 办事指南和工作规范一
目了然。

原来办成一件事情需要来回在多个
部门间跑几趟、填多张表格、等待若干天
才能办成。“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后，市民
只要通过“扫码” 就能一次阅知办事指
南、一次填报申请表格，一次准备申请材
料，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此外， 宁乡还在市民之家政务大厅
设置了“一件事一次办”咨询导办台，负
责引导网上申报和报表填报。同时，设置
4个综合窗口办件，实现“前台综合受理、
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

“本次公布的103项‘一件事一次
办’ 事项都是与企业群众生产生活密切
相关的高频事项。下一步，宁乡将加快打
通数据壁垒，实现互联互通、业务协同、
信息共享。逐步实现政务服务‘一件事一
次办’全覆盖。”宁乡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局长刘宇雄说。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飞 康煌 ）“真是帮了我们家
大忙啊！”近日，在邵阳县人民医院住院
“一站式”结算窗口，该县长阳铺镇三巩
桥村贫困村民胡女士为丈夫办理出院
手续时， 在患者住院服务调查测评表
“非常满意”一栏打了勾。她高兴地说，
丈夫住院1个多月，花费5.8万元，报销
了5.2万余元，自己花费不到6000元。

去年来， 邵阳县采取“先诊疗后付
费”“一站式结算”等措施，全力斩“病根”

断穷根，避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为确
保贫困群众“看得起病”，县财政在去年
和今年分别安排1200万元、1530万元专
项资金，用于贫困群众住院“先诊疗后付
费”。县属各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均设
立建档立卡贫困户看病挂号缴费“一站
式”结算窗口，住院时在窗口登记后，无
需缴费， 就能直接住院治疗； 出院时结
算，可“一站式”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大病
保险、扶贫特惠保、民政救助、定点医疗
机构减免、 政府财政兜底保障等各项补

助与优惠。
为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该县还全面推

行诊疗绩效考评制度， 给每位贫困患者发
放门诊、住院满意度调查测评表，将测评结
果纳入诊疗绩效考评， 力促医疗单位转
变作风、优化服务。对孤寡老人、五保户、
特困群众等住院患者，提供爱心服务。今
年春节， 塘渡口镇黄塘村五保老人黎会
清患脑梗塞住院无人照看， 医院便每天
安排陪护人员照料他,治疗一共花了近6
万元，按有关政策全部报销。

今年1至5月， 邵阳县贫困患者住院
17467人次， 共花费8002.53万元， 报销
7461.77万元， 报销比例均达90%以上，贫
困患者门诊、住院满意度均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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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杨军 通
讯员 何骏 陈尚彪 陆就群）安化县统筹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使其发挥出“乘
数效应”。据统计，2016至2018年，该县
共统筹整合涉农资金14.32亿元，集中用
于扶贫项目等， 有效破解了扶贫等领域
资金瓶颈。近日，该县财政局局长陆小军
告诉记者，该县通过“联渠引水”，化零钱
为整钱，构建起“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

头放水”的财政投入新格局。
为更好发挥涉农资金效用， 安化县

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水利发展资金、农
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等36项涉农资金，
纳入统筹整合使用范围， 并制订了实施
方案和管理办法。按照“收入进笼子不留
余地、支出进盘子不留漏洞、考核设尺子
不留死角”原则，形成了“全面统筹、大类
打通、点菜下单、全程监管”模式。同时，

以贷款贴息、财政奖补等方式，撬动金融资
本和社会资金参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安化县统筹整合的涉农资金， 重点用
于补齐贫困村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短板
等。为此，该县建立了脱贫攻坚项目库，共
有1135个项目，涵盖交通、教育、卫生等10
大领域，让资金跟着项目走。近3年多来，全
县运用统筹整合资金，共建设、改造村组道
路3364公里，改造危桥179座；兴建集中式

供水工程221处，全县农村人口饮水安全达
标率达100%； 实施农村危房改造1.65万
户，全面改善了贫困群众居住条件。

同时，该县通过整合资金，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发展特色产业，带动贫困户稳
定增收。2017年至2018年， 安化县共投入
财政涉农整合资金3.27亿元， 重点扶持茶
叶、中药材、旅游等特色产业，带动了14万
多贫困户脱贫。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郭纯树）6月27日， 宁远
县鲤溪镇仙马石村村民刘文平， 向村两
委提出退出兜底保障申请。原来,刘文平
两年前患病， 县里及时把他纳入兜底保
障一类对象，落实综合扶助措施；如今，
他通过小额贷款入股村农业合作社、任
村保洁员等，年收入2.48万元。这是宁远
县加强贫困人口民政兜底工作的同时，

努力帮助兜底保障群众脱贫的一个缩
影。近日，宁远县民政局被评为全省民政
系统先进集体。

近年来， 宁远县不断提高兜底保障
工作的力度。从今年6月起，该县社会救
助兜底保障一类对象月保障金提高到
295元。临时救助审批权下放到乡镇(街
道)，实现“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
办”。今年以来，共发放救助金416.53万

元，“救急难”近3000余人次。
该县将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病种，由

原来4类9种扩大到27种，年度救助上限上
调至5万元； 为全县6100余名特困人员购
买了住院期间护理险， 免除了他们的后顾
之忧。 该县仁和镇谢高丰村黄水生因肾结
石动手术，导致贫困。县民政部门了解到情
况后， 把他们一家4口整户纳入兜底保障，
给予医疗救助，帮助他们一家渡过难关。

通过民政、 农业农村、 扶贫等部门协
作，该县实施综合帮扶，先后为768户1298
名享受兜底保障的贫困人口， 提供小额贷
款336.5万元，并由相关部门“牵线”入股当
地发展前景看好的农业专业合作社等，明
确每人每年最低分红； 同时, 优先安排了
346户636名有轻微劳动能力的兜底保障
贫困人口就业。今年，该县又有411人次主
动退出兜底保障。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黄立政）
记者近日从常德市优化办获悉， 该市降低企业成本的做
法，被国家发改委作为全国60个案例之一，编入《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实体经济企业
成本典型案例选编》一书，向全国推介。书中编入政府综
合施策案例5个，常德案例是唯一的地市级政府案例。

介绍常德做法的文章题为《做好降成本文章 推进高
质量发展———常德市大力降低工业制造业企业成本》，从
政策惠企、机制活企、解难助企、服务暖企4个方面，详细
介绍了常德的做法及经验。

近年来，常德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把帮扶实体经济作为实施“产业立市”战略重中之重，通
过大力降低工业制造业企业成本，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规模工业年增加值迈上了千亿台阶。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唐铭
徽）一台“多功能美体锻炼器”，被经营者吹嘘为能治“百
病”，使不少中老年女性“中招”。7月3日，怀化市鹤城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黄京标告诉记者，因涉嫌虚假宣
传，该产品已被依法查处，目前案件在进一步查办中。

6月28日，在鹤城区城东市场一出租屋内，一场推介“多
功能美体锻炼器” 的销售活动吸引不少中老年女性前来参
加。根据前期摸排的线索，结合群众举报，鹤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执法人员兵分3路，对“多功能美体锻炼器”在城东及
城北、城南的3处销售网点同步进行查处。经查，该产品每台
售价1.69万元， 但经营者无法提供相关检测报告、 认证证
书、生产资质等。目前，3个网点30台产品已被依法查扣。

邵阳县全力斩“病根”断穷根
贫困患者门诊、住院满意度均达100%

多个渠道引水 一个龙头放水

安化整合涉农资金助力脱贫

宁远兜底保障帮扶群众脱贫
为千余兜底保障贫困人口提供小额贷款330多万元

常德降低企业成本做法
获全国推介

鹤城区依法查处
“多功能美体锻炼器”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员 毛新宇）今
日，张家界出台《张家界市人才引进实施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聚焦引进、培育、扶持人才及团队引进，力争将
张家界打造成为区域人才数量集聚度高、 人才智力贡献
率大、产业发展融合度好、具有吸引力的“人才高地”。

根据《办法》，张家界市人才引进对象主要针对两院
院士、省“百人计划”等高端人才；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技
术职务的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一
流大学或拥有一流学科大学的优秀全日制本科毕业生；
研发能力强、 技术精湛或具有特殊才能的实用型人才。
《办法》明确，对入选的创业创新团队给予100万元至300
万元的团队资助，个人最高给予78万元购房、安家、生活
补助，特殊人才还可一事一议、特事特办。

据了解，该《办法》顺应了张家界作为旅游城市对文
化旅游人才的需要，将全国旅游业青年专家、中国影视大
奖获得者、中国戏剧奖·梅花奖获得者、外语高级导游、省
十佳“金牌”讲解员等列为引进对象。同时，还首次将职
称、 学历不高， 但实战能力强的实用型人才纳入引进范
围，并将经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程序录用或聘
用的符合引进条件的人才纳入了政策支持范围。

体现文旅特色 不唯职称学历
张家界出台“人才新政”

7月3日，长沙市三能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为生产一线的工人送来防暑降温慰问品。当天，长沙市开福区总工会、
区纪委监委驻工会纪检监察组走进生产一线，深入企业厂区，举行“廉洁清风进企业、营商环境更优化”暨“夏日送清凉”主题活动，
让廉政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同频共振，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夏日送清凉

宁乡103项事项
实现“一件事一次办”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1 2889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02
584
8173

14
14
266

2002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1996
91426

278
2383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7月3日 第20190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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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2717 元
02 2110 14 22 26 27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7月 3日

第 20191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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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1040 2236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463 173 25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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