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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12日讯 （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黄巧珍）形如核桃，状似孔雀，动如游
鱼……一道道面点融入奇思妙想， 绽放出独
特韵味。昨天，第六届“安琪酵母杯”中华发酵
面食大赛总决赛在宁乡举行， 来自国内外的
29名个人选手、30个团体代表队参赛。宁乡获
得全国第五个“中国面点师之乡”美誉。

自2010年以来，由中国粮油学会发酵
面食分会主办、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冠
名和承办的中华发酵面食大赛， 吸引来自
海内外的上千位专业面点师和百余个面点
团队参赛， 成为中华发酵面食领域唯一的
全球性的、最具影响力的赛事。

本次大赛， 评委从制作工艺完整性、创
意、色形、实用、味道、营养、卫生、可商业化等
方面进行综合评比。最终，来自广州赛区的
戴梦洁和安徽青松食品有限公司代表队，分
获个人赛和团体赛的冠军。其中，两名来自
宁乡沙田的面点师代表长沙市发酵面食行
业协会队参赛，在团体赛中斩获亚军。

食品产业是宁乡的主导产业、 朝阳产
业。沙田包子历史悠久、从业人数众多，在
湖南素有“十家包子铺，八家沙田人”之说。
目前， 已带动沙田及周边乡镇4.5万人就
业，成为宁乡城乡劳动力转移、解决下岗职
工再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渠道。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记者 邹靖方）支付宝大病互助
计划“相互宝”近日宣布，其成员已超过8000万，成为全球
最大的互助保障平台。其中，72个湖南家庭获得帮助。

依托支付宝的实名、信用、风控等能力，“相互宝”的
“免费加入、后分摊费用”的模式，极大降低了普通家庭
获得大病保障的门槛。数据显示，三线城市及以下区域
的“相互宝”成员占到整体的56%，其中来自县城及农村
的占到整体的30%。

“相互宝” 负责人邵晓东介绍，8000多万成员来自近
5700万个家庭。截至目前，“相互宝”成员已经为1092个家庭
送去希望，获助成员平均年龄36.8岁，他们在获得帮助前平均
为735名成员提供过帮助，真正实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而得益于8000多万人抱团取暖，今年以来，每个“相
互宝”成员最高分摊的金额只有3.58元。随着更多成员加

入，“相互宝” 后续每期的救助人数还会有所增加， 预计
2019年全年的分摊金额不会超过188元。这远低于市面上
同类重疾险三四百元的购买成本。

72个湖南家庭获“相互宝”帮助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高翔）医疗、重大疾病类保险理赔
案件频发，年轻化趋势明显。吉祥人寿今天
发布的半年度理赔报告显示： 该公司上半
年理赔医疗类案件14700件，0-18岁客户
在疾病出险者中占比达42.71%；重大疾病
类案件100件，同比增长32%，主要年龄集
中在35-45岁，且女性多于男性。

根据报告， 吉祥人寿上半年医疗类案
件出险客户人均年龄为35.5岁， 出险原因
以呼吸道、泌尿系统疾病为主。重大疾病类
案件，出险较多的重疾为甲状腺恶性肿瘤、
乳腺恶性肿瘤、白血病、宫颈恶性肿瘤等。

吉祥人寿理赔专家表示，医疗、重大疾
病类案件均呈现出年轻化趋势， 特别是少
年儿童和35-45岁的中年人， 建议这类人
群在基本社保保障的基础上， 及时配置高
保额的医疗和重大疾病保险产品。此外，意
外风险不能忽视，特别是车祸、高坠、溺水
等意外风险较高， 建议在配置较高保额意
外险的同时及时补充意外医疗险。

数据显示 ， 吉祥人寿上半年共为
15038位客户办理了理赔 ， 赔付金额
5480.13万元， 理赔申请支付时效为1.40
天，全系统获赔率为99.27%，微信理赔E化
率呈稳步上升趋势，高达99.65%。

重大疾病理赔年轻化趋势明显
吉祥人寿理赔专家建议配置高保额的医疗和

重大疾病保险产品

中外厨师“面点师之乡”比武
宁乡沙田包子队获团体亚军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邹乔夫 何顺） 记者近日从祁阳县农业农
村局获悉， 苏州金丝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
湖南湘妹食品有限公司相关合作事宜在有序
进行，原料生产基地、设备整合已确定。

湖南湘妹食品有限公司是祁阳县一家集
绿色农作物种植、初深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省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主要生产速冻食品、

冰淇淋、糯米粉系列产品，产品畅销省内及广
西、广东、江苏、湖北、江西等地。

因线路老化，2015年10月，“湘妹”厂区发
生火灾，整个生产陷入瘫痪，加上受金融等方
面影响， 公司进入破产清算阶段。 破产清算
中，祁阳县农业农村局认为“湘妹”有着优良
的无形资产， 通过破产重整实现企业新生希
望很大，于是积极配合法院，对该企业进行破

产重整。
去年， 祁阳县农业农村局获知苏州金丝

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农作物精深加工高科技企业， 并有意向
内地发展。于是，他们先后10多次到该公司联
系， 请该公司负责人来祁阳考察， 全力促成
“金丝燕”与“湘妹”合作。今年7月27日，“金丝
燕”与“湘妹”重整项目签约。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谢立松 龚洵芳）8月10日，在冷水江市肝复乐
片生产线施工现场， 车辆来回穿梭， 一派繁
忙。围绕“项目建设大比拼”，冷水江市强化跟
踪服务、政策倾斜、金融扶持，迎来项目建设
井喷期。上半年，该市共实施项目172个，完成
投资32.4亿元、同比增长15.6%。

近年来，冷水江市以项目建设作为产业转

型的突破口，依托引进、发展、培育一批高新产
业项目，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围绕
项目建设，该市全力推动产业项目快上快进快
成，通过建立“一个项目，一名市级领导，一个班
子，一套方案，一抓到底”机制，跟踪解决困难、
抢抓进度；采取“一周一通报、一月一调度、一季
一讲评”考评机制，形成浓厚建设氛围；推进“放
管服”和“最多跑一次”改革，清理行政审批事项

76项，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25项，每年为
企业和个人减负1000余万元。

同时，建立对接帮扶机制。上半年，冷水
江市63个帮扶工作队共走访企业和项目2000
余次，收集、解决问题300余个，问题办结率达
到90%以上；举办银企对接会10余场次，协调
项目贷款8000多万元， 为企业兑现政策奖补
2500多万元。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张小蕾 王琼）8月8日， 岳阳市君山区广兴
洲镇联合村村民乐志勇心情愉悦，原来，君
山区法院扶贫干部不久前解了他的燃眉之
急，让他对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今年55岁的乐志勇,人称老乐。老乐之
前却没有那么快乐，早年间妻子因病过世，
去年7月他中风致半身瘫痪， 丧失劳动能
力，生活陷入困顿。围绕老乐的困境，君山
区法院驻村帮扶干部与村委会做了许多工
作：为他办了低保、购买“扶贫特惠保”、争
取危房改造补贴、签约了家庭医生服务、节
日慰问、大病“一站式”结算补贴……

“前段时间，我们入户走访，发现他有
两个难题，一是饮食不方便，二是厨房雨天
漏水。” 君山区法院工会主席李炜介绍说。
今年6月底， 他和驻村帮扶干部走访中，发
现老乐吃饭不准点， 经询问才知道他做饭

很困难，加之厨房屋顶漏雨，碰到雨天，连
饭都没法做。 而老乐个性乐观、 要强，觉
得已经得到了太多帮助，就硬扛克服。对
此， 李炜和有关人员立刻召开“诸葛会
议”， 达成了一致意见： 协商聘请护工照
料乐志勇的生活起居问题， 聘人费用则
由君山区法院和镇、村想办法解决；联系
泥瓦师傅修缮其屋顶； 明确在未解决乐
志勇护理之前，由扶贫专干每天送餐，定
期安排清理家居卫生。

因情况特殊， 君山区法院扶贫专干与
村里多方做工作，经过12天的努力，终于找
到合适的护理人员并与之签订协议， 解决
了老乐日后生活起居问题。

后来，老乐有了“专职保姆”，房子也不
漏水了，老乐的笑声更加响亮了。聊天的时
候， 老乐就会激动地跟乡亲们说：“法院扶
贫干部比亲人还亲！”

精准扶贫在三湘

“法院扶贫干部比亲人还亲”

冷水江项目建设快上快进快成

破产重整，“湘妹”新生

8月12日，临武县武水镇，养殖户在给临武鸭喂食牧草。今年，该县在各养鸭场全面推广牧草养殖技术，不仅节约了饲
料，减轻了水污染，还能提高鸭肉品质。 陈卫平 凌琳 摄影报道牧鸭增效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记者 奉永成 实习生
何逸杰）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市场监管系统
价格监管和反不正当竞争会议获悉， 即日起
至2020年3月，我省将分批次对药品、供水供
电供气、教育等重点民生领域，开展价格监管
专项整治行动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行动，集

中整治药品、供水供电供气、教育等领域乱收
费行为。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和反不正当竞争执
法行动，将从严查处原料药价格垄断、哄抬
价格、串通涨价和乱收费等违法行为，依法
打击药店、药房、医疗机构中的商业贿赂等

不正当竞争行为。着重查处公立学校收取与
入学挂钩的择校费，以学分制、中外合作办
学等名义变相提高学费标准，以及民办教育
收费项目多、 标准高等教育行业乱收费行
为。对供水供电供气单位开展反不正当竞争
执法行动，坚决刹住各类价格乱象和违规收
费行为。

今年上半年， 我省不断加强民生领域价
格监督检查，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共
受理价格投诉举报5146件， 清退不合理收费
73.3万元。

对重点民生领域开展价格监管整治
集中整治药品、供水供电供气、教育等领域乱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