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
员 邓海龙）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消息称：1至8
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0%，保持
两位数的较快增长。 其中，产业投资、工业投
资、房地产开发投资来势向好，是促成我省固
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的主要动力。

据统计，前8个月，全省产业项目建设持续
发力，完成投资同比增长21.1%，增速比全部投
资快11.1个百分点。

工业升级发展给力。 全省工业技术改造投

资同比增长23.2%，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35.6%，两者带动全省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7.8%，
增速比全部投资快7.8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依然有力， 投资同比增长
14.6%，比去年同期高0.7个百分点，拉动全省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2.5个百分点。

从投资来源看，1至8月，我省民间投资相当
活跃，投资同比增长19.5%，增速比全部投资快
9.5个百分点， 拉动全部投资增长高达11.4个百
分点，直观反映出全省市场经济活力十足。

前8月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
产业投资、工业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来势向好

接力橄榄绿
9月16日，浏阳市人

民武装部， 来自浏阳市
淳口镇山田新村的新兵
梁鹏即将离开故土远赴
军营， 用军礼向父母告
别。父母均是退役军人，
他的参军入伍， 让父母
献身橄榄绿的梦想得以
延续。 张迪 摄

� � �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
（记者 刘 银 艳 通 讯 员
黄圣平 ） 看病难， 住院
更难， 难就难在“一床
难求”。 但如果有一个方
法， 能缩短患者住院时
间， 将有效缓解住院难。
记者今天从省医疗保障
局获悉， 该局将在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 湘雅二
医院开展择期手术“预
住院” 管理试点工作，
以缩短患者的平均住院
日。

据介绍，“预住院”管
理模式就是患者在门诊
就诊， 经医生诊查确认
需住院择期手术治疗，
但病房暂无床位， 在患
者自愿的情况下， 先为
其办理预住院手续， 并
在正式入院前2天内完成
术前检验检查等项目后
安排患者正式住院， 进
入手术治疗流程。 患者
预住院期间， 医院不收
取床位费、 护理费、 诊
查费等无关费用。 患者
在正式入院前2天内的检
验检查费用以及与此相
关所产生的必要诊疗费
用可纳入住院费用进行
医保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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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罗江帆）今天，省国资委组织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主题宣讲，省国资委主任丛培模介绍我省国
企改革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 截至2018年底，
35户省属监管企业（含3户参股企业），总资产
规模达11410.71亿元，资产规模过100亿的企
业20家，其中湖南高速公路集团、中联重科、华
菱集团资产规模过1000亿元。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始终是国民经
济的“顶梁柱”、“压舱石”，为推动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科技进步和民生改善做出了历史性贡
献。近年来，我省通过国有资本结构调整，大力
推进主业归核、资产归集、产业归位，国有企业
不断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加速转换发展动

能、实现转型升级，湖南建工集团、兴湘集团、
湖南交水建集团、湘投控股集团等一批具备行
业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快速崛起。 湘投金天钛
材、湘电动力、轨道交通集团的中速磁浮、中南
智能等研发或突破关键技术， 或行业技术领
先，成为湖南和国家名片。

今年上半年省属监管企业经济运行继续保持
平稳上升趋势，实现收入2379.28亿元，同比增长
17.4%；实现盈利102.97亿元，同比增长73.2%。

在开放创新战略驱动下，湖南国企昂首阔
步迈进国际舞台。 目前，省属国企共与72户央
企开展实质性合作，涉及对接合作项目369个，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达成合作意向或签署
正式协议项目达90多项。

省属国企资产规模超1.1万亿元
3家企业过千亿

� � �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林宇丰 张曦）正值晚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
省农业植保系统18日在邵阳县召开全省水稻
病虫绿色防控现场观摩培训会，动员各地落实
水稻病虫绿色防控措施， 努力实现“虫口夺
粮”。

晚稻是湖南粮食生产的“大头”。今年晚稻
栽插以来，全省上下抓粮食生产劲头不减。 各
地植保部门搞好服务， 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精
准预测预报，为粮食丰收保驾护航。 省植保专
家称，当前抓好二化螟、稻飞虱等病虫害防控，
晚稻可望迎来大丰收。

记者随专家在现场看到，邵阳县塘渡口至
五峰铺，万亩优质稻连片成带。 克胜新农业等
专业化防治公司开展统防统治，田间投放青蛙
吃虫，安装性诱捕器诱杀二化螟，田埂种豆保

护赤眼蜂等天敌； 前期还推广了翻耕深水灭
蛹、药剂拌种、防虫网覆盖等技术，全程全域绿
色防控病虫害，晚稻抽穗整齐，为夺取优质高
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省植保植检站负责人谭小平介绍，湖南农
业迈向高质量发展，不仅要保障粮食等主要农
产品数量安全、质量安全，而且要确保农业环
境安全。 近几年，湖南推进“农药使用量零增
长”行动，示范推广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全力
保障粮食安全。 同时，绿色防控正从粮食作物
向经济作物拓展，从水田向旱地延伸。

据各地上报数据汇总，今年以来，全省农
作物病虫绿色防控面积突破1500万亩。 水稻
病虫绿色防控示范区内，早晚两季减少农药使
用20%以上，既确保水稻稳产丰收，又实现了
稻谷品质和农田生态环境改善。

减少农药使用 力争“虫口夺粮”
全省农作物病虫绿色防控逾1500万亩

� � �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易巧君 黄圣平）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以下简称“大病保险”)可以有效防止家
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记者今天从省医
疗保障局了解到，我省已于日前发布《关
于调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政策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决定提高大病保险筹
资标准至65元/人左右， 支付比例再提高
5%，年度补偿限额统一为30万元。

该政策自今年10月1日起在全省执
行，有效期5年。

据了解，大病保险保障对象为城乡居
民基本医保参保人，不需个人额外缴费。

根据《通知》，我省大病保险年度人均

筹资标准增加15元，即至65元左右，具体
标准由各市州根据测算结果合理确定。

对于大病保险支付比例，《通知》明确，
对参保人员一个自然年度内累计个人负担
的合规医疗费用， 扣除大病保险起付线以
后，原则上分四段累计补偿：0至3万元(含)
部分报销60%，3万元以上至8万元(含)部分
报销65%，8万元以上至15万元(含)部分报
销75%，15万元以上部分报销85%。 大病保
险年度累计补偿限额统一为30万元。 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特困人员、城乡低
保对象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 四段补
偿比例再分别提高5%，并全面取消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大病保险封顶线。

《通知》强调，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
范围的住院费用， 经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报
销后，患者自付费用(包括部分政策自付、
分段个人自付、起付线个人自付)纳入大病
保险合规医疗费用范围。基本医疗保险《基
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基本医疗保险服务
设施目录》《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目录》
等“三个目录”之外的全自费费用、门诊(含
普通门诊和特殊门诊) 以及门诊使用特殊
药品的自付费用、 住院分娩超定额的费用
(并发症治疗费用除外)、 意外伤害医疗费
用、 按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规定不予支付的
其他医疗费用暂不纳入大病保险支付范
围。

� � � �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易巧君 黄圣平 ） 记者今天从省
医疗保障局了解到， 我省已于日前下发《关
于做好2020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缴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
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参保缴
费标准统一为250元/人， 缴费时间原则上
为2019年9月1日至12月31日。

据了解， 我省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覆盖
了除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应参保人员以外的
其他所有城乡居民， 具体包括农村居民、
城镇非从业居民、 在校学生、 在统筹地区
取得居住证的常住人口。

2019年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
准在2018年基础上增加30元，达到每人每
年520元。《通知》要求，2020年城乡居民医
保财政补助标准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通知》要求，对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
民医保实施资助政策， 包括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的个人缴费部分， 由各县(市区)根据
脱贫攻坚规划统筹给予50%以上的资助；
对特困人员的个人缴费部分， 通过医疗救

助渠道全额资助； 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
象的个人缴费部分， 通过医疗救助渠道给
予补贴， 具体标准由当地人民政府确定。
鼓励有条件的乡镇、街道、集体、单位或其
他社会经济组织对城乡居民参保缴费给予
扶持或资助。

《通知》明确，未在规定缴费期内参保
缴费的， 原则上不得中途参保、 享受医保
待遇。

《通知》指出，因户籍变动等客观原因
或特殊情形(具体指当年新迁入户口、复转
军人、未及时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新生儿
未在28天内参保缴费、 社会福利机构新接
收的弃婴儿、刑满释放人员、因劳动关系终
止导致职工医保断保后需要参加城乡居民
医保的人员、 扶贫部门认定新增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未参保的)未能在统筹地规定时
间内办理参保缴费手续的， 可以按当年度
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含个人缴费部分
和财政补助部分)一次性足额缴纳基本医
疗保险费， 从缴费的下个月起享受医保待
遇。

� � � �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记者 周帙恒 贺佳）记者今天
从省发改委了解到，2019年全省重点建设项目共计196
个，总投资9758.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574.3亿元，1-8月
共完成投资1750.07亿元，为年计划的67.99％，比去年同
期加快7.28个百分点。

从行业来看，产业发展项目完成投资752.49亿元，为年
计划的71.85％；基础设施项目完成投资544.57亿元，为年计

划的67.01％；民生和社会事业项目完成投资415.28亿元，为
年计划的63.05％；生态环保项目完成投资37.73亿元，为年计
划的67.62％。从建设阶段来看，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760.37
亿元，为年计划的62.28％；续建项目完成投资836.12亿元，为
年计划的74.8％；投产项目完成投资153.58亿元，为年计划的
65.24％。从市州来看，娄底、邵阳、永州完成投资情况较好，
分别为79.49％、75.34％、75.30％。

� � � �今年1-8月共完成投资1750.07亿元，为年计划的67.99％
全省重点建设项目进展顺利

湖南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补偿比例再提高5%

全面取消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大病保险封顶线

2020年度湖南城乡居民医保
开始缴费

个人参保缴费标准统一为250元／人
缴费时间原则上为2019年9月1日至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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