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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刘燕娟 通讯员 王艳

“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
何请求， 但这一次， 我请求组织给予我处
分。”

这是桃江县广播电视台浮邱山电视转
播站副站长林弟发的一句话。 在审理谈话
中，他主动要求组织给予自己处分。

“事情源于一份发言提纲。”9月初，桃
江县纪委监委办案人员向记者介绍了有关
案情。

桃江干部的200余字发言
提纲，3次出现“天津”

去年下半年， 桃江县委巡察组在翻阅
县广播电视台2017年“两学一做”专题教
育活动资料时， 林弟发在专题讨论会上的
一份发言提纲，引起了巡察组的注意。

“大家看他写的这两句话：‘以奋发有
为的精神状态抓住天津机遇、 展现天津作
为’‘汇聚加快建设美丽天津的强大力量’。
仅223字的发言提纲，3次出现‘天津’，‘桃
江’一次也没点到。从网上下载别人的发言
稿，一字不改就作为自己的发言提纲上交，
这是搞应付、走过场，是典型的形式主义问
题！”巡察组工作人员表示。

今年初， 该问题线索被移交到了桃江
县纪委监委。

坦然承认错误，主动请求处分
“知道纪委在调查这件事后，我进行了

深刻反思。 我坦白， 那份发言提纲上的内
容， 是我在网上抄袭后作为材料上交的。”
面对办案人员，林弟发没有遮掩。

办案人员查阅当时讨论会上的发言记
录， 发现林弟发在会上的口头发言是这样

的：“作为浮邱山的一名高山台站工作人
员，单位上经常提到要讲奉献，结合自己的
工作， 主要是做好浮邱山上的各项工作任
务，立足本职岗位。”

“我习惯了脱稿发言，如果认真看了自
己上交的发言提纲， 也就不会出现这个问
题。”被调查时，林弟发交代了事情的经过。

“犯下这样的错误，说到底是我对自己
要求不高， 对待党内政治生活不够严肃，有
消极应付的思想。” 林弟发主动提出，“这些
年组织对我很重视，市里、县里给我评过‘优
秀共产党员’，但我没有起到示范作用，还造
成了不好的影响，我请求组织给予处分。”

在后来的审理谈话中， 林弟发依旧表
示：“犯了错误就要主动承认， 没必要从轻
处分。”于是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今年6月， 林弟发因违反政治纪律，被
桃江县纪委监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搞形式走过场，暴露党性不强
被处分后， 林弟发用实际行动弥补自

己的错误。
“最近有3个频道的主机更换，从卸机、

抬机到装机，他一马当先抢着干。平时，他
24小时值守在山顶，一丝不苟检修、维护
着转播站的机器。台里通知搞政治学习，他
会提前到场， 回到山上后还要认真复习。”
近期， 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对林弟发进行
回访教育时，同事们这样反映。

“在政治学习中搞形式、走过场，既暴
露了思想上不严肃、不认真的问题，也暴露
了对党不忠、党性不强的问题。”桃江县纪
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党员干部应深刻
汲取教训， 加强政治学习， 切实解决不愿
学、不会学、不深学的问题，通过学习激发
内生动力，练就过硬素质和本领。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段涵敏 刘
银艳 通讯员 周花燕 黄圣平）记者今天从省
医疗保障局、省卫生健康委等单位获悉，我省
日前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门诊医疗保障政策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 将规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以下简称“城乡居民医保”）门诊医疗管理，
提高城乡居民门诊医疗保障水平。

好消息是， 门诊医疗保障筹资标准和居
民门诊待遇均有提高。 普通门诊统筹基金筹
资规模提高至当年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总额的
10%（提高了3个百分点）；特殊病种门诊基金

筹资规模控制在当年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总额
的8%。参保居民在协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
诊时， 政策范围内门诊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
（也就是报销门槛），支付比例70%。

《通知》指出，各地要将我省已经明确
的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功能衰竭等43个
特殊病种按规定纳入医保基金支付。 在年
度最高支付限额以内， 遵循门诊诊疗规范
和用药范围的前提下， 特殊病种门诊医疗
费用不设起付线，支付比例70%；原支付比
例高于70%的部分特殊病种， 可继续按原
标准执行。

据悉， 我省将探索建立规范的常见慢性
病管理服务模式。参照国家政策，按照“定病
种、定药品、定额度”的原则，研究制定常见慢
性病门诊诊疗规范，合理确定用药范围，明确
医保支付标准，简化申报审核程序，让参保居
民常见慢性病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看门诊有
保障。

《通知》要求，实行个人（家庭）账户的统筹
地区，应于2020年1月1日起取消个人（家庭）账
户，全面实行普通门诊统筹。2022年底前，原个
人（家庭）账户累计结余资金可以由参保居民家
庭成员按原规定继续使用。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陈薇）今
天，由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湖南省作
协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湖南报告文学作家创作研讨会在
长沙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
学会会长何建明出席。

会上，何建明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
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他认为，近年来湖南
报告文学的队伍建设得到大力加强， 一批
重点作家正在迅速成长， 已成为中国报告
文学的主力方阵。 他期望湖南广大报告文
学作家再接再厉，写出更多精品佳作。

此次研讨会以“勇立湘水潮头，争当时
代歌者”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纷纷发言。
他们一致认为，近些年，随着湖南报告文
学的蓬勃发展，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频频
出现，老中青作家梯队科学搭建，先后有
《南方冰雪报告》《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
《守望初心》 等一大批优秀报告文学作品
推出，其中《逐梦》（龙宁英）荣获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骏马奖”，《乡村国是》（纪红建）
荣获鲁迅文学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特别奖，湖南报告文学在全国范围内走在
了前列。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记者 余蓉）9月18
日，由省语委、省教育厅主办的第22届全国推
广普通话宣传周湖南省开幕式在湘阴县举
行。本届推普周主题为“普通话诵七十华诞，
规范字书爱国情怀”，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我
省各地语言文字工作部门、 教育部门将联合
其他部门， 组织开展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
活动，营造良好的语言氛围。

开幕式上， 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诠释了中
华语言文字的无穷魅力。经典诵读《论语》抑扬
顿挫，大型诵读《岳阳楼记》气势磅礴，配乐朗诵
《英雄》声情并茂，千人合唱《我和我的祖国》，让
热爱祖国之情回荡在现场每一个人心中。 现场
还开展了书法展示、签名活动、推广普通话成果
展览等活动，吸引了数千名市民踊跃参与。

近年来， 我省语言文字工作健康持续发
展。 我省首创的全省中小学教师普通话水平
抽查工作成效明显，受到教育部、国家语委肯
定；全省普通话水平年测试量突破45万人次，
位居全国前列；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湖南
项目一期工程即将圆满收官， 国家立项总数
位居全国首位，“湖南经验”在全国推广。特别
是成功举办了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
重要成果《岳麓宣言》在人类语言多样性发展
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彰
显了中国元素、湖南特色。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记者 施泉江 通
讯员 汪丹 ）记者今天从省消防救援总队获
悉，2019年我省第二次国家综合性消防救
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工作已启动， 此次面向
社会公开招录消防员计划为684名。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于2018年10
月成立，隶属国家应急管理部，承担着防范
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
故的重要职责， 按照纪律部队标准建设管
理，是应急救援的主力军和国家队。此次面
向社会公开招录消防员的是消防救援队伍
和森林消防队伍。其中，消防救援队伍由原
公安消防部队转制组建， 森林消防队伍由
原武警森林部队转制组建。

据了解，此次我省招录的684人包括消
防救援队伍630名（其中退役士兵252名、社
会青年378名），森林消防队伍54名（其中退
役士兵22名、社会青年32名）。全省18周岁
以上、24周岁以下(1994年10月11日至2001
年10月10日期间出生 ) 的普通高中应届毕
业生均可报名；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年
龄可放宽至26周岁（1992年10月11日以后
出生）。

招录采用网上报名方式， 报名人员登
录应急管理部官方网站 http://xfyzl.119.
gov.cn，即可查询招录公告、招录计划、政
策法规等信息。 招录报名截止时间为10月
10日18时。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我省完善城乡居民医保
门诊医疗保障政策

●政策范围内门诊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支付比例70%
●高血压、糖尿病等43个特殊病种纳入医保基金支付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聚焦湖南医改 湖南已成为主力方阵

专家在长研讨湖南报告文学创作

网上抄袭发言稿上交，林站长“出事了”———

“请求组织给予我处分”

我省面向社会招录684名消防员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
讯员 梁辉 熊茂 ）16日，由省防盲办公室、省
人民医院联合举办的“眼健康教育师” 进校
园、进社区活动拉开序幕，此活动计划2022
年前在全省培养100名专职眼健康教育师，
对接100个社区、100所学校、100家幼儿园，
形成眼健康教育师管理网络。

当天，省防盲办、省人民医院组织眼健
康教育师来到长沙市雨花区泰禹小学开展
眼健康教育讲座，课程用漫画的形式呈现，
内容包括眼球结构、近视形成原因、正确用
眼方法、 常见眼健康问题及处理等爱眼护
眼知识。 活动中播放了由省人民医院眼科

护士自创的“动眼操” 和原创歌曲“三个
一”，激发了同学们极大的兴趣，不知不觉
中学习掌握了爱眼护眼知识。 省防盲办主
任、省人民医院院长李小松介绍，作为省防
盲办挂靠单位，省人民医院将以此为契机，
逐步建立眼健康教育和百姓眼健康管理的
标准化模式，提供全人、全程、全层的眼健
康管理服务。

除“眼健康教育师”进校园、进社区系列
活动，省防盲办、省人民医院还将于10月17日
至21日举办“湖南省眼健康教育师资质培训
班”， 为基层培养合格的眼健康教育师资力
量，实现眼健康管理的全覆盖。

全省培养100名“眼健康教育师”普通话诵七十华诞
规范字书爱国情怀

我省举行第22届全国
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