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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
讯员 刘玮） 记者今天从省人社厅了解到，省
医保局已于近日面向广大医疗工伤生育保险
参保单位及人员、协议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
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实施26项便民措施”
活动。

其中，在优化流程方面，简化参保人员基
础信息修改手续； 延长参保异动业务办理时
限； 简化意外伤害和肿瘤患者等转诊审核手
续。

在待遇审核、发放方面，精简审核流程，
缩短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待遇费用到账时间；
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方式； 取消参保单位领取
工伤待遇的单位收据； 取消工伤门诊就医单
位介绍信。

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方面， 缩短异地就
医住院医疗费用结（清）算周期；完善市州区
域内跨县市异地就医联网结算； 优化省本级
参保人员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尽量减少
手工报账。

在加快信息化建设方面， 优化信息服务
管理，建立信息服务快速处理机制；进一步优
化完善城乡居民医保省级审核结算业务流
程，实现费用审核申报资料信息化；完善信息
系统功能维护， 精准标识扶贫政策和贫困人
口身份信息。

清理积压在银行的医保卡， 尽快将卡发
放到参保单位或个人；扩充医保卡功能，增加
金融子账户， 实现异地安置人员个人账户资
金、工伤抚恤金、生育津贴、个人零星报账、灵

活就业代扣签约“一卡通”。
医保对重症患者无住院天数限制， 督促协

议医院解决催赶重症患者出院的问题； 协调部
分协议医疗机构解决老身份证读卡器不能读
取新发身份证的问题； 受理外地协议机构邮寄
的结算发票。

此外， 省医保局还将建立健全QQ、 微信、
APP等公共平台， 公布相关工作人员办公电话
及手机号码，方便服务对象联系；利用公共服务
平台向参保职工及时推送参保缴费、 住院购药
等有关信息；通过公共服务平台（12333），及时
公布医疗工伤生育保险法规政策和业务动态
信息；及时向协议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和就医购
药人员宣传医保待遇政策、 业务管理规定和便
民服务措施。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熊远帆）
今天下午， 由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主办
的第11届东盟·中日韩（10+3)文化人力资
源开发合作研讨班在长沙结业。

研讨班为期10天，分两阶段先后在北
京、长沙两地举行。共有来自越南、泰国、缅
甸、 菲律宾等东盟6国和韩国的14名文化
行政官员及专家学者参加，围绕“让文化创
意走进大众生活”进行研究讨论。研讨班参

与者与两地文创机构、 文创园区和企业负
责人进行了业务探讨和交流； 参观考察了
故宫博物院、长城、岳麓书院等中国历史文
化古迹；也通过文化论坛、座谈等形式交流
文化发展的做法、经验。

此次研讨班是东盟·中日韩（10+3）框
架下重要的人文交流活动，自2006年起已
举办10期，成为东亚区域文化合作重要平
台。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段涵敏）
今日上午， 太阳光精神康复慈善专项基金
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 基金首个项目108
万元将救助300名贫困精神疾病患者。

据悉， 太阳光精神康复慈善专项基金
是湖南省慈善总会为帮助低收入精神疾病

患者及康复者解决疾病康复救治， 更好回
归社会而设立的。 该基金前期已募集专项
善款108万元，将在湖南省内帮助300名患
者完成3个月的规范治疗， 为救助患者提
供住院个人负担部分的药费和必要的生活
补贴。

东盟·中日韩文化人力资源研讨班结业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孙哲 闫萌）11月24日， 由湖南省教
育厅主办的湖南省2018届女大学毕业生
供需见面会在湖南女子学院文化广场举
办。来自长沙多所大学的3000多名女性毕
业生参加了此次供需见面会。

共有400多家用人单位参加了此次供
需见面会，提供就业岗位15000余个，范围
覆盖对女性人才有需求的各行各业， 并特

设“养老家政人才专区”“教育人才专区”
“出境人才专区”“航空人才专区”以及“综
合人才专区”。招聘会同时针对女性毕业生
设置了“就业指导专家服务站”，邀请省内4
位知名就业指导专家现场为毕业生一对一
指导。

招聘期间， 除湖南女子学院毕业生外，
还有来自湖南师范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长
沙民政职院等12所高校的毕业生参加招聘。

大学女生：15000余个岗位虚位以待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贺小花）今天，由省人社厅、省教育
厅等联合举办的第五届部分大中城市联合
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湖南站）暨“湖
湘工匠，齐聚一堂”湖南省高职院校2018届
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在湖南人才市场举行。

记者现场了解到， 该场招聘会报名异
常火爆，报名单位数量远超场地容量，主办
方最终认真筛选330家用人单位参会，参
会单位包括海尔集团、中兴通讯、富士康集
团等省内外知名企业。共提供行政人事、计
算机信息技术、金融财务、新闻传媒、地产
物业、工程技术等13731个就业岗位。湖南

科技职业学院、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长
沙环保职业技术学院等22所省内高校精
心组织了毕业生参会， 入场的毕业生超过
7000人，近2000毕业生在现场与用人单位
达成了初步的就业意向。

第五届部分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
业生专场招聘会（湖南站）活动包括“全省
市州联合网络招聘大会”、就业创业政策入
校园”“就业去哪儿”秋季篇、“2017年湖南
省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等4项内容。其
中，“就业去哪儿” 秋季巡回校园招聘会活
动入校企业已经超过700家， 现场与2650
名学生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高职院校：330家用人单位争选贤才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田贵学 周海燕）
11月2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中国人
口福利基金会携手张家界市微爱公益服务
中心，在该市永定区南庄坪办事处启动“黄
手环·把爱带在身边”免费发放活动。

“黄手环”是央视新闻公益行动“我的父
亲母亲”发起的一项防止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也称老年痴呆） 的老人走失的爱心行动。
“黄手环” 可嵌入包含老人个人信息和联系
方式的卡片或纸条，便于他人及时发现走失

和患有疾病的老人，帮助他们平安回家。
活动现场，张家界市民政局、永定区民

政和民族宗教局、 区妇联等部门相关工作
人员与志愿者们， 免费向到场的老年人发
放并佩戴了黄手环， 活动当天共发放黄手
环180个。据了解，张家界市微爱公益服务
中心共收到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寄来的
300个黄手环，尚余100多个，有需要的群
众和老人可以随时免费领取， 免费领取联
系电话：18974478791。

把爱带在身边
张家界免费发放180个黄手环

太阳光精神康复慈善专项基金启动
首期108万元救助300名贫困精神疾病患者

我省推出26项医保便民措施
缩短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待遇费用到账时间，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方式

缩短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结（清）算周期，医保对重症患者无住院天数限制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
讯员 龙璐 袁俊）今天下午，由团省委、省学
联等联合举办的“WO爱社团”2017年度湖南
省高校“百优十佳”学生社团网络推选活动颁

奖典礼在中南林科大举行。
“在过去的一年里，高校学生社团组织开

展了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各类活动，呈现出
百花齐放、蓬勃发展的喜人势头，给校园生活

注入了活力与激情。” 团省委副书记仇怡介绍，
“WO爱社团”湖南省高校“百优十佳”学生社团
网络推选活动已连续举办了三年， 一直受到高
校老师和学生的关注，反响热烈。此次活动共有
100余所高校的900多个社团参与， 吸引了近
200万人次参与最终的投票， 投票量高达490
万。经过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最终评出110个
“百优十佳”社团，10个组织奖和10位指导老师
奖。

2017年湖南高校“百优十佳”
学生社团评选结果揭晓

�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通讯员 李思之
记者 易禹琳）今天，湖南新华书店集团2017
年全省业务技能竞赛在长沙落下帷幕。 湘潭
市新华书店代表队、 长沙市新华书店代表队

王曼怡分获“闯关答题终极PK赛”与“营销达
人竞赛”演讲项目冠军。

今年，适逢新华书店诞辰80周年，全省
报名参赛者踊跃，共计3.6万余人次参与“网

上闯关答题”， 162家门店参与“主题陈列赛”，
103家市县分公司参与“阅达书城推广赛”，活
动参与面和参与人数均为历年之最。

全省竞赛自今年6月启动以来，经过初赛、
集训等层层选拔，来自14个市州新华书店和湖
南图书城的15支代表队90人进入决赛。选手平
均年龄不到27岁，其中“90后”占到了67%。

新华书店全省业务“比武”揭晓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田育才）
今天下午， 由省教育厅主办的湘西北地区
2018届高职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在张家界
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来自省内外
185家用人单位参加， 现场提供5000多个
工作岗位，涵盖航空、制造、金融、酒店、旅
游、互联网等多个领域。

记者在现场看到， 尽管天气寒冷，但
是整个招聘现场人头攒动，每家企业的招
聘工作台都被求职者围得水泄不通。这些
企业提供的岗位月薪从3000元到4500元

不等。除常规“五险”外，用人单位还以年
底双薪、带薪年假、年终奖、专业培训以及
特色员工活动等多种福利形式吸引求职
者。

张家界航院招生就业处负责人告诉
记者，为做好此次招聘工作，该校秉着“就
业资源共享”的理念，此前主动向常德、自
治州等地区高职学校发送了招聘会信息，
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渠道。 当天，
共有2000余人进场求职，800余人与招聘
企业达成了就业意向。

湘西北地区：就业资源共享造福学子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
讯员 彭凤华）今日，主题为“创新引领，促进
中西部民族地区开放崛起” 的中西部民族地
区第二届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
在新晃侗族自治县举行。

本届大赛旨在抢抓“一带一部”以及“湘
黔高铁经济带建设”发展机遇，吸引和集聚更
多技术、人才、资金、项目等要素支持和服务
新晃工业集中区建设。

大赛历时5个多月，312个报名项目在深

圳、新晃两地通过初赛、复赛，剩下24个项目进
入总决赛。最终，株洲南冠安全科技有限公司的
交通与现代建筑智能破玻逃生系统、 深圳好时
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好时代清洁能源、 湖南
农民伯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农民伯伯农村
电商项目，分别获得大赛电子信息互联网组、新
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组、 生物医药民族文化创
意组一等奖，各获奖金15万元。

本届大赛由省人社厅、省科技厅、团省委、
怀化市政府主办，新晃侗族自治县政府承办。

中西部民族地区
第二届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关爱贫困户
11月23日，新邵县潭府乡

寺溪冲村，贫困户在领取爱心
物资。近日，该县文广新局和民
族宗教局的干部职工慷慨捐
资，为该村78户贫困户捐赠了
棉被、食用油等生活物资。

吕建设 樊晓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