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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3月6日讯 （记者 刘永涛）
伴随金融科技深入运用，车险理赔服务
得以不断升级。湖南银保监局日前印发
的《2018年车险理赔服务质量评价通
报》显示，通过创新技术手段、优化理赔
程序，去年全省车险理赔服务质量持续
提升。测评得分上，人保财险湖南省分
公司 、中华联合湖南分公司 、平安财

险湖南分公司位居全省23家财险公司
前三名。

评价通报显示，大批新技术手段被
运用于车险查勘定损，理赔程序不断完
善，是车险服务的一大亮点。如，人保财
险推出“理赔服务可视化平台”、平安产
险推出AI智能定损及 IVR视频报案服
务项目，创新运用互联网影音技术合理

简化理赔流程，提升理赔服务效率和客
户体验。此外，“互联网+保险”便捷服务
模式被广泛运用，太保产险“太好赔”、
阳光产险“一键赔”等受到消费者欢迎。

从评价结果看， 全行业车险理赔服
务指标整体持续优化， 部分与客户体验
直接相关的指标， 尤其是周期类指标达
到较好水平。主要指标中，报案电话接通

率由上年的98.33%上升为98.94%；案均
报案支付周期（综合）由上年的24.90天
缩短为23.57天；案均报案支付周期（当
期） 由上年的12.93天缩短为12.65天；小
额赔案案均报案支付周期 （综合）由
10.81天下降至9.84天； 小额赔案案均报
案支付周期（当期） 由8天下降至7.79�
天。

� � � �湖南日报3月6日讯 （记者 刘永涛）
为推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以下简称
“大病保险”） 业务健康可持续运行，根
据相关规定并结合大病保险业务开展
以来的情况，银保监会日前公示了调整

后的保险公司大病保险经营资质名单。
具有大病保险经营资质的保险公司共
有中国人寿、中国人保等32家，我省吉
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进入新增名
单。

大病保险是在基本医疗保障的基
础上， 对大病患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
用给予进一步保障的一项制度性安
排， 属于社会保险范畴。 商业重大疾
病保险属于商业保险范畴， 是社会医

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关
系民生， 保险公司参与大病保险需要
具有一定资格。 但大病保险经营资质
的取消， 不代表保险公司不能卖健康
险。

省社科联精准扶贫
走出新路子

湖南日报3月6日讯（记者 欧阳金雨 通讯员 贺丁辉）
3月5日，省社科联开展“学习雷锋好榜样，扶贫济困送温暖”
募捐活动。 机关干部职工纷纷解囊， 为结对帮扶的贫困
村———怀化市溆浦县大江口镇虎皮溪村困难群众奉献爱
心，共捐款14600元。

近年来， 省社科联党组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精
准扶贫战略思想，把扶贫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抓，第一轮帮扶
村溆浦县大江口镇威虎山村顺利脱贫摘帽。

去年开始，省社科联对口帮扶大江口镇虎皮溪村。 在虎
皮溪村，扶贫工作队将帮扶工作细化为“七个抓”。 抓宏观规
划，形成了《虎皮溪村脱贫攻坚三年发展规划》等文件；抓基
层党建，选优配强村级党组织；抓基础设施，恢复建设村小
学、硬化通村联组公路、修建机耕道；抓产业发展，建成柑橘
种植示范基地、推动油茶低改项目；抓结对帮扶，开展慰问
走访、科技培训、健康义诊；抓资料台账，各类台账优化整
合，决不搞“事事留痕”；抓自身建设，驻村时间、工作质量、
工作纪律个个有保障。 虎皮溪村曾经是省级深度贫困村，如
今村民们的收入增多了，村容村貌变好了，村里办事开会效
率提高了。 2018年度扶贫工作考核中，我省9个驻溆浦的省
直单位参评，省社科联排名第一。

脱贫攻坚没有局外人。 眼下省社科联扶贫工作队人数
接近单位人数的1/10，单位所有员工又一起上阵献爱心，呈
现出全员扶贫的新气象。

湖南支持专业技术人才
到农村扶贫扶智扶业
湖南日报3月6日讯 （通讯员 谭浩 任彬彬 曾科 记者

胡宇芬）记者今天从省科技厅获悉，省委组织部和省科技厅
联合印发了《湖南省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工作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鼓励和引导专业技术人才向
艰苦边远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基层一线流动，到农
村扶贫、扶智、扶业。 省科技厅每年将为每个服务团安排一
定工作经费， 支持服务团团队和成员牵头或参与省级科技
创新计划项目。

据介绍，《管理办法》立足湖南实际，着力推动打造团队
式、成建制科技人才对口帮扶模式，是落实湖南省芙蓉人才
行动计划、推进六项人才工程、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举
措，在贫困地区人才选派、组织管理和考核激励等方面有许
多特色和亮点。

在人才选派方面，《管理办法》 提出服务团团长和成员
一般从省内选派， 有特殊专业需求的也可从国家部委或省
外优势特色地方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引进。 同时，把乡
村能人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考核激励方面，《管理办法》 提出服务团团长和成员
服务期间其原政治待遇、职务、工资福利不变，工作业绩纳
入派出单位考核体系，其职称评定、岗位晋升、评优评奖与
派驻地区的工作绩效挂钩， 年度考核评优不占派出单位指
标，不受相关比例限制。中国音协轻骑兵

走进望城
与雷锋家乡人民同唱

学雷锋新歌
湖南日报3月6日讯（记者 谢璐）昨天，

“与雷锋同行” 中国音乐家协会新兴音乐群
体轻骑兵走基层演出活动在雷锋家乡望城
区举行，70余位中国音协的文艺工作者与
雷锋家乡人民同唱学雷锋主题新歌曲，用文
艺传承红色文化。

“用搀扶熨平冷漠，用热情传递温暖，用
汗水滋润花朵……”上午9时30分，在望城
区高塘岭街道雷锋路社区，一首由轻骑兵团
队金山等5位老师带来的学雷锋主题新歌曲
《与雷锋同行》拉开了活动序幕，朴实而动人
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引得在场群众纷
纷跟着哼唱起来。

晚上7时30分，轻骑兵团队又走进望城
雷锋大剧院，与湖南省歌舞剧院的文艺工作
者一道，为望城人民献上一场高水准的文艺
演出，将整个活动推向高潮。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
办，湖南省音乐家协会、长沙市委宣传部等
单位共同承办，旨在大力弘扬“乌兰牧骑文
艺小分队”精神，广泛开展“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的主题活动，不断推动文艺创新。

� � � �湖南日报3月6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黄圣平）医
保基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保障医保基金安全是头等大
事。记者昨天从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我省自去年10月开展
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
动”）以来，成效明显，在全国综合评分中排名第二，得到了
国家医疗保障局的充分肯定。

我省按照国家医疗保障局的统一部署， 制定了全省专
项行动方案。 各市州均在2018年10月底前制定了专项行动
方案，建立了部门协调机制。从11月1日起，各统筹地区集中
进行了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实地检查。 按照国家医疗保障
局要求， 组织开展了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
自查工作“回头看”，各统筹地区设立专门的举报电话，全面
接受群众举报和监督。

截至2018年12月底， 全省共实地检查协议医疗机构
3654家、协议零售药店4314家、参保人员8万余人（包括大额
费用单据抽查）。共约谈整改医药机构1914家，通报批评912
家，暂停医保服务669家，解除服务协议84家，行政处罚300
家；处理个人286人；追回损失8520万元。共计移交司法机关
处理的案件23件。

据介绍， 今年省医疗保障局仍将巩固打击欺诈骗保的
高压态势。

� � � �湖南日报3月6日讯 （通讯员 林俊
记者 周月桂）3月4日，星沙海关为省内
某钢铁企业签发了我省首份新版中国
-智利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签证货物
为货值4.8万美元的直缝焊管。 按照新
版中国-智利自贸协定关税减让表，这
批出口货物在智利将享受零关税待遇，
较之前减免关税2900美元。

今年3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关于修订〈自由
贸易协定〉及〈自由贸易协定关于服务
贸易的补充协定〉的议定书》正式实施，
将中智双方总体零关税产品比例提高

至98%。其中，智方对我国出口纺织服
装、家电、蔗糖等24个产品的关税由6%
降至零关税。

长沙海关关税处负责人介绍， 根据
中智修订后的协定书， 原产地证书的申
请时限也有较大变化，由原来的“出口前
或出口后30天签发”修订为“货物装运前
或装运时签发， 因不可抗力等原因可以
在1年内补发”，原产地标准也更趋宽松。

长沙海关提醒我省进出口企业，原
产地证书作为证明货物原产地或者制
造地的书面证明文件，在进出口通关环
节， 可发挥享受关税减免的重要作用。

建议企业在拓展对外贸易时，积极关注
智利市场，提前向海关了解中国-智利
自贸协定关税减免政策，通过主动申领
中国-智利原产地证书享受智方进口
关税减免；同时，企业自智利进口商品
报关时，也可凭智方出具的有效原产地
证书，享受我国关税减免。

另据统计，1至2月， 长沙海关共为
我省出口企业签发各类优惠协定项下
原产地证书17499份， 签证金额8.24亿
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63.76%、59.72%，
为我省出口产品减免进口国关税约
3966万美元。

用爱陪伴学生成长
通讯员 王德和

又到开学季，湖南工程职院建筑工程系
辅导员罗健文，又开启了她的全天候工作模
式，早上醒得比学生早，晚上查完学生寝室
才回去休息。工作16年来，她坚守学生工作
一线，用爱心与责任，呵护陪伴学生成长。

罗健文工作任务重， 最多时负责6个班
278位同学的学习、生活、就业等全方位辅
导，但她很细心，对每一位特殊的同学都予
以特别关注。 一位学生高中文化成绩不错，
报名参军体检又不合格，考到这所学校时感
到前途很迷茫， 偏偏又不小心扭伤了脚，更
产生了退学的念头。 罗健文了解情况后，煮
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筒子骨炖淮山汤送到他
的寝室，一边嘘寒问暖，一边对他的情况进
行了深入分析，帮他树立信心。在罗健文支
持下，他发奋学习，不仅考研成功，他的首个
创业项目也顺利入驻麓谷产业园，并在全国
多项创业大赛中获奖。

罗健文的爱与付出赢得了丰厚的回报，
她所教的2017届毕业生毕业率、 就业率都
达到100%， 不少同学在工作上取得了傲人
的成绩。她自己也先后荣获湖南省高等学校
辅导员工作研究与实践“先进个人”，湖南省
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提名奖。

创新技术手段 优化理赔程序

湖南车险理赔服务质量持续提升

保险公司大病保险经营资质名单调整
吉祥人寿进入新增名单

醴瓷《四季同春》
被人民大会堂收藏

湖南日报3月6日讯（通讯员 程耿孺 张
逸鸣 记者 李文峰）昨天，瓷城醴陵市传来
消息，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该市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黄小玲创作的瓷
板屏风《四季同春》就陈列在人民大会堂里，
让代表委员们欣赏到醴陵釉下五彩瓷作品
的独特魅力。

“用色清新淡雅，不流于俗；效果明艳秀
丽，不可方物。”在高3.3米、宽1.65米的超大瓷
板上，牡丹、荷花、绣球、山茶组合成秀丽典雅
的四季花卉，光彩夺目。创作者黄小玲作为全
国人大代表，多次为“醴瓷”代言，并前往人民
大会堂履职， 于是产生了向人民大会堂捐赠
一组醴陵陶瓷作品的想法。 为此， 黄小玲潜
心创作， 最终成功烧制出这幅联屏大瓷板屏
风作品《四季同春》,被人民大会堂收藏。

《四季同春》瓷作以釉下五彩独有的“玛
瑙红”统一基调色，并且采用了勾线、分水等
十几种技法，在构图上注重体现饱满、繁茂
的花开盛景，表达了对祖国繁荣昌盛、人民
安居乐业的礼赞。

我省打击
欺诈骗取医保基金不手软
解除服务协议84家，行政处罚300家

我省首份新版中智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签发
中国-智利自贸协定修订议定书正式实施， 长沙海关提醒进出口企业

注意享惠

� � � � 3月6日，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患者通过导诊机里的三维
实景导航系统寻找目标科室。当天，该院推出湖南省首个医院
三维实景导航系统。患者通过关注医院微信公众号进入，系统
以语音、文字等提醒方式指引，为患者提供最优的就诊路线，方
便他们更快更好就医。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全省首个医院
三维实景导航系统启用

湖南日报记者 李茁 陈鸿飞
通讯员 肖湘东 王威

3月初，记者来到位于湖南衡阳松
木经开区的衡阳建滔实业有限公司，在
环氧氯丙烷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技术人
员正在对年产5万吨环氧氯丙烷项目
试产做准备工作。

“今年春节期间，公司产销两旺，订单
已排满全年。” 衡阳建滔董事长李保文正
在现场进行调度。他告诉记者，这个项目
将在3月份如期投产。投产后，企业的42万
吨烧碱将可达产运行。

建滔集团是一家港资企业，是目前
全球最大的覆铜板生产商、全国最大的
电子级铜箔和集成线路板生产商。在衡
阳已累计投资30亿元， 形成了42万吨
烧碱、26万吨双氧水、20万吨聚氯乙
烯、5万吨环氧氯丙烷等系列产能，已成
为华南地区最大的烧碱企业。

“衡阳有丰富的盐卤资源，为企业
生产氯碱化工系列产品提供了充足原

料，加上当地良好的营商环境，企业发
展很顺利。”李保文乐呵呵地说。

衡阳建滔总经理成疆说，公司在生
产烧碱的过程中，会伴随着产生氯气这
种副产品，如不同时消耗这些副产的氯
气，会影响烧碱的产能发挥。为此，该公
司一方面生产盐酸、环氧氯丙烷、聚氯
乙烯等含氯的下游产品，另一方面引进
锦轩化工、骏杰化工、盛亚化工等消耗
氯气的下游企业。

在实施过程中，公司遇到新上项目
立项备案、环评审批等问题，如果不及
时解决，新上项目就实施不了，公司在
衡阳新增投资计划就会泡汤。去年9月
上旬，衡阳市委、市政府负责人在了解
到情况后，立即率市环保局、松木经开
区及衡阳建滔到省环保部门协调汇报，
顺利解决了项目环评问题。

“当时，天气非常炎热。在协调过程
中，衡阳市委、市政府负责人身上的衣
服都被汗水浸透了。” 衡阳建滔招商总
经理石爱伟说，今年1月10日，这个项

目获得省自然资源厅的环评批复，电子
级环氧树脂项目正式启动建设。

建滔是目前衡阳工业企业最大的
用电大户之一。2017年以前，企业每年
的用电量在10亿千瓦时以上， 每年光
电费开支就逾6亿元。

为了降低成本， 提高市场竞争力,
公司挖掘内部的潜力，2017年向省发
改委申请立项备案，建设年产每小时能
产生440吨蒸汽的超高压锅炉配套60
兆瓦背压式热电联产项目，最大限度地
降低用电成本。同时，企业请求衡阳市
委、 市政府协调省政府将建滔列入
2019年省直购电试点企业， 支持建滔
新增用电享受政府增量补贴，以坚定企
业投资信心。

衡阳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马不
停蹄赴省发改委积极协调建滔热电联
产项目立项事宜，很快取得了省发改委
的项目立项批复。成疆说：“这个项目取
得立项批复并启动建设后，将大大降低
企业部分用电成本。”

衡阳建滔：公司订单排满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