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陈淦璋）记者今天从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等6部
委联合发布了《第五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名
单的通知》，全国共有2666个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其中湖南省有401个，数量居全国第一。

记者发现，此次进入名录的全省401个村中，怀化市
共有113个，数量居全省第一；其次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共有90个；永州市、郴州市的数量也较多。

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
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 较完整地体现了一定时期
的传统风貌，拥有较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具有较高
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自2012年以来，
住建部会同相关部门先后分4批将全国4153个村落列入“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其中，我省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等257
个村落列入前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累计获得中央财
政支持资金7.29亿元，传统村落得到有效保护。

据了解，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公布后，湖南省的
中国传统村落达到658个，总量排全国第三，位居贵州省、
云南省之后。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易巧君）记者今天从省医疗保障
局了解到， 省医疗保障局已于日前下发
通知， 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协议医疗
机构和协议零售药店欺诈骗保行为自查
自纠活动，明确在规定时间内主动、及时
清退违约违规违法资金的， 依法依规从
轻处理；否则一律从严从重处理，甚至移
送司法和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根据通知，本次自查自纠时间为6月
20日-7月20日，范围是2017年7月1日至
2019年7月1日期间发生的医药费用。通

知还分别对协议医疗机构、 协议零售药
店全面查纠和重点查纠进行了明确。

省医疗保障局自去年成立后， 便向医
疗保险定点医院、 定点药店骗保行为“亮
剑”，制定下发了《湖南省开展打击欺诈骗
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方案》，以住院和
门诊服务、药店购药服务为主要检查内容，
在全省范围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打击欺诈
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今年5月28日
开始， 该局从省本级经办中心和市州医保
局抽调近20名工作人员， 对部分医院进行
实地稽核，稽核过程中发现，被稽核的医院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违法违规违约行为。
省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通过大数据分析加现场稽核，
已掌握虚记滥用、 串换项目等大量骗保
的违法违规违约线索。 如果相关机构不
珍惜本次认真自查自纠机会， 则将被重
点稽核，从严从重处理。”

据了解， 目前我省不仅实施医疗保
障部门基金监管“一把手”负责制，而且
实施协议机构自查自纠“一把手” 负责
制，自查自纠工作不力，或将导致“一把
手”被问责，甚至影响“乌纱帽”。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李济生 罗尚思）6月21日， 湖南
省卫生健康委举办中国（湖南）第21批援
塞拉利昂医疗队和第17批援津巴布韦医
疗队欢送会并授旗，30名援外医疗队员
将于6月22日启程，奔赴塞拉利昂和津巴
布韦， 执行为期一年的对外医疗援助任
务。

此次两支医疗队员主要由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湖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湖南省人
民医院、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湖南省脑科
医院、湖南省肿瘤医院、湖南省血吸虫病
防治所和长沙、株洲、郴州等地区三甲医
院选派的优秀中青年技术骨干组成。

湖南省自1973年首次向塞拉利昂
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开始，46年来，
共派出长期援外医疗队员38批468人
次，短期援外医疗人员13批157人次，主
要对口支援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两个
非洲国家，诊疗患者近83万人次，完成
手术20万余台。

近年来， 湖南省积极响应落实国家
卫生健康委关于帮助非洲医院开展重点
科室建设的要求， 持续实施了“对口医
院”“光明行” 和妇幼健康工程等10个项
目。目前，津巴布韦的泌尿外科中心有望
成为撒哈拉沙漠以南最大的泌尿外科中
心， 津巴布韦宫颈病变防治中心已初具
规模；塞拉利昂的眼科中心、中医标准化
诊室、创伤急救培训中心、中国式标准化
儿科病房已运转正常， 病理远程诊断已
经实现。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刘永
涛 ）金融扶贫，助力“三农”。6月20日，
2019湖南大学生农村金融教育普及践
行活动———“+乡计划”启动仪式在中南
大学举行。活动鼓励大学生走进农村，为
农户提供金融、法律等多种知识普及，提
高其风险防范意识，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

“+乡计划”活动得到省内多所高校
积极响应。 前期， 该活动已走进湖南大
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工商大学、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是本次活动的
第五站。 这5所高校招募的农村金融调
研团队将分别前往洞口、平江、茶陵、慈
利、双牌，开展“+乡计划”。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4个月，参
与实践的湖南高校大学生将深入农村，
与当地农民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点对
点”交流，对广大农村进行金融知识宣讲
和调研，调研的一手资料将为金融机构
提供参考。

“+乡计划”由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指导， 红网、 湖南省小额贷款公司协
会、 湖南中和农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
司等机构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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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4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516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95
982
6763

7
19
223

2381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2535
79164

318
2546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6月21日 第2019071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1625436 元
02 2010 12 21 22 23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6月 21日

第 2019165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19 1040 435760

组选三 560 346 193760
组选六 0 173 0

8 38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刘勇）
根据省气象、 水文等部门预报预测，20
日至25日，我省开始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雨带自北向南覆盖全省， 全省过程累计
雨量普遍在100毫米以上，湘中以南100
毫米至150毫米，其中湘西南180毫米至
240毫米，局地可达280毫米以上。湘江、
沅水上游广西、 贵州等地同期也有暴雨
洪水过程。

受降雨影响，沅水干支流、资水干支

流、湘江干支流可能发生涨幅3米至6米
的洪水过程，湘江干流全线以及潇水、舂
陵水、 耒水、 洣水等支流将发生超警洪
水， 湘江中上游干流可能超警戒水位2
米。资水干流中上游以及赧水、夫夷水等
支流可能出现警戒水位洪水。

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本
轮强降雨防范工作并作出批示， 要求把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省防指发通知指出， 本轮降雨过程

覆盖范围广、 持续时间长、 局地降雨强度
大，相关各级党委、政府务必充分认识形势
的严峻性，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主要
领导批示精神， 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和
侥幸心理，进一步加强指挥调度，切实强化
工作部署， 全力以赴做好抗洪抢险救灾各
项准备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省防指要求， 要突出做好流域性洪水
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防御应对工作， 特别是
预测可能发生超警洪水的相关地区， 要进

一步加强水库等防洪工程调度，按照“防大
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工作要求，确保各类
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准备到位。 要把确保
人员安全放在防汛抗灾首要位置， 切实做
好中小水库防守、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城镇
低洼区防涝排涝等重点工作， 及时有效做
好山洪地质灾害危险区、病险水库下游、沿
河低洼地带等易成洪致灾区域人员的避灾
转移工作，力争不死人、少伤人，确保不发
生群死群伤。

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公布
湖南401个村上榜，居全国首位

“+乡计划”在湘启航
大学生农村金融

调研吹响集结号

湘江中上游水位可能超警2米
预测洪水超警地区要进一步加强防洪工程调度

湖南两支援非医疗队
22日启程

赴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

� � � �在网络平台投资股票被骗100余万元
长沙警方破获跨省电信诈骗案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蒋新慈）今天，长沙市公安局芙
蓉分局对外通报， 该分局在长沙市公安
局刑侦支队反电诈中心、 网技支队的通
力协作下， 千里追踪捣毁了盘踞在陕西
西安、咸阳的两个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
疑人9人，扣押作案现金267万元，破获
一起跨省特大电信诈骗案。

今年5月初，唐女士接到一个陌生来
电，告知其如何投资股票赚钱，并建议其

加入微信群， 免费听取股票投资专家传
授赚钱方法。该群有40余人，学员们每
天都在群里交流在某APP投资平台购买
股票的心得， 投资专家也耐心细致地给
大家答疑解惑。

最初，唐女士抱着尝试的心态，跟着
群内“专家”指导进行投资，每次都能从
该平台赚到钱，还能顺利兑现利润，这让
唐女士彻底打消了疑虑。在随后的22天
时间里，唐女士先后投入101.6万元。

唐女士看到注册的APP账户显示有
200余万元， 进行兑现操作后前往银行取
款，却发现自己账户上空空如也。她多次联
系平台客服， 对方却都以平台系统升级维
护、无法操作资金兑现业务为由进行搪塞。
唐女士这才怀疑自己可能陷入了电信诈
骗。

接到唐女士报警后， 芙蓉分局高度重
视， 组织精干警力开展专案攻坚。6月15
日，专案组兵分两路分赴陕西西安、咸阳捣
毁两个网上股票诈骗团伙。目前，该案犯罪
嫌疑人刘某伟、张某、宋某冬等人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 相关案情还在进一步审理深挖
中。

湖南自查自纠欺诈骗取医保基金行为
时间为6月20日-7月20日， 范围是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1日期间发生的

医药费用

� � � � 国际领先的矿洞构筑装置和技
术在湖南首次应用
解美丽矿山“难言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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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1日讯（通讯员 俞慧友 记者 李秉钧）
日前在桂阳县召开的“第四届中国膏体充填采矿国际学术
研讨会”及湖南黄金宝山矿业现场观摩会传出信息，国际领
先的高浓度全尾砂膏体充填装备及技术（即用尾砂加工后
构筑矿洞），在湖南首次建成和应用。这标志着湖南矿山绿
色安全高效开采建设迈入新阶段。

桂阳宝山矿是我国大型Ⅱ类矿山企业， 是湖南省主
要的铅锌原料生产基地。在其矿区内，还建有“国家矿山
公园”科普基地，是一座风景美丽的绿色矿山。不过，美丽
矿山也有“难言之隐”。随着开采的推进，矿区尾矿库尾砂
“库存”渐满，亟须“清库存”；且原有的人工废石构筑矿洞
的方法，从安全、环保等方面，均不适应现有生产。

为更绿色安全的开采，2013年中南大学在《高效多
功能组合充填工艺技术研究报告》中，建议采用高浓度全
尾砂胶结充填系统和工艺，提高矿洞充填质量。最终，投
资3000多万元的全尾砂膏体充填项目在宝山矿启动，由
拥有该充填工艺五大核心装备及核心技术的飞翼股份有
限公司实施。“项目正式启动后， 矿区一废两治将获得更
大进步。”宝山矿业副总经理龚勇兵介绍，充填装备可将
尾矿库中40%的尾砂回填，使矿山服务年限增大一倍。同
时，建设成本比过去降低了40%，运营成本也可减少三分
之一以上。在安全方面，高浓度尾砂膏体的充填，不仅让
充填后的采空区很“结实”，还不会因雨水冲刷、渗透土
地，而带出尾砂中的重金属，防止了二次污染风险。

6月21日14时许，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与营盘路交会处，市民在大雨中出行。当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长沙城区迎来雷
阵雨过程。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湖南将有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需严防强对流及次生灾害。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阵雨相伴迎夏至

荨荨（上接1版）
桥梁钢有着高度个性化、交货期紧、质量要求严等特

点。能否按照客户要求生产、交货，考验着企业的研发、制
造实力。

从2009年开始，华菱湘钢着手研发适用海洋大气环境
的桥梁钢。依托先进的板材生产技术装备，加大对高性能桥
梁钢研发攻关，华菱湘钢成功开发出超低屈强比型桥梁钢、
耐蚀型桥梁钢、高强高韧性桥梁钢3大系列11个品种。

华菱湘钢“出品”的桥梁钢，已在国内外众多桥梁建
设中大显身手。 世界设计荷载最大的高速铁路桥———南
京大胜关长江大桥、 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
桥、世界最大跨度的公铁两用斜拉桥———沪通大桥、全国
第一座超低屈强比型双层公路桥———杨泗港长江大桥等
400多座大桥，华菱湘钢桥梁钢都成为首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