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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肖军
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邓永松 ）

“‘防贫保’好！ 有了它，我们多了一道
保障。 ”9月19日上午，沅陵县马底驿乡
东溪村村民舒宗宣格外高兴， 因为他
在乡政府听到消息， 县政府与太平洋
产险湖南分公司签订了防返贫保险协
议， 享受范围包括他这样的非贫低收
入户。

贫困边缘的农村低收入人群和收
入不高不稳的脱贫户， 因病、 因灾等
可能致贫返贫， 是脱贫攻坚中一大难

题。 为从源头解决贫困增量问题， 9
月18日下午， 沅陵县政府与太平洋产
险湖南分公司签订精准防贫综合保险
合作协议， 由沅陵县安排财政资金，
为全县农村非贫低收入者约26300人
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13755人购买精
准防贫综合保险。 太平洋产险湖南分
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刘修华说，
这是全省精准防贫综合保险第一单，
将通过保险筑起一道防止致贫返贫
的“防火墙”， 建立起防止因病、 因
灾、 因学等因素致贫返贫的长效机

制。
“精准防返贫，才能稳脱贫。 ”沅陵

县委副书记、县长周重颜介绍，该县今
年将实现全县脱贫目标。 开展精准防
贫综合保险， 可从源头上筑起发生贫
困的“拦水坝”。

据了解， 沅陵县以国家现行精准
扶贫标准的1.5倍为限， 设置防贫保障
线，将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非高标准
脱贫户和非贫低收入户“三类”人群纳
入防贫范围，发挥保险公司优势，促进
稳定脱贫、精准防贫。

� � �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杨卫星 黄超 刘蒂莎）“‘屋场
会’这种形式真好，我们村一起久拖未
决的信访积案， 通过大家坐到一起讲
政策、摆道理、谈看法，当事双方都心
服口服，终于解决了！ ”9月17日，涟源
市杨市镇板桥村党支部书记刘选平笑
着说。

今年来， 涟源坚持以群众工作统
揽信访工作，创新信访工作方法，有力
维护和谐稳定大局，赴省、进京上访同
比分别下降37.37%、43.03%。

为切实做好信访工作， 涟源坚持
市级领导每个工作日接访，并建立“首
位”接访领导督办信访案件工作机制。

要求市级领导全年包案化解信访事项
64件，各乡镇（街道）和市直单位党政
负责人包案化解信访事项189件。 认真
做好引导和解释工作， 对群众合理诉
求及时受理、处置、回访。 特别针对涉
扶贫领域信访问题开展集中整治专项
行动，已办结303件，其中息访247件。

涟源还建立多元共治机制， 调动
社会力量参与，积极化解矛盾。 以脱贫
攻坚“春季攻势”专项行动为契机，组
织帮扶干部对重点非贫困户、 信访户
开展大走访活动，收集矛盾线索，并全
部答复处置。 每月两日集中开展“全城
行动”，全面推广“屋场会”，听取群众
意见，对群众提出的问题建立清单，逐

一解决。 组建村民议事会、理事会，推
动矛盾在村级层面自主解决；组织“两
代表一委员”、社会贤达、“五老”人员、
志愿者参与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同时，涟源建立健全防范机制，实
行“阳光操作”。 健全村级财务公开、村
务监督等一系列制度， 让群众参与议
事、决策、管理、监督，保障村民民主权
利， 各地针对村干部的信访举报大幅
下降。 推行“一村一法律顾问”，开展
“律师乡村行”等活动，引导群众运用
法律手段解决问题。 制定村规民约，组
织开展“涟水好故事”等宣讲，引导村
民重义向善，树立良好乡风，减少矛盾
纠纷。

长沙统一战线
表彰70位典型人物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彭赞）

一个群体要有榜样， 一个时代要有楷模。9月20日上午，
长沙统一战线召开“70年70人·同心耀星城”座谈会，集
中表彰和宣传了从全市各条战线、 各个领域评选出的70
位典型人物。他们政治过硬、遵纪守法、业绩突出、社会认
可、代表性强，成为长沙统一战线“形象代言人”。

据了解，“70年70人·同心耀星城” 主题宣传活动从
今年上半年启动，由长沙各民主党派市委、市直统战系统
单位及各区（县、市）推荐，并经市委统战部考察筛选，最
终确定70人。他们中，有优秀企业家、“创二代”，有在教
育、卫生、科研战线表现突出的民主党派人士，也有公益
人士、志愿者、传统文化守护者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70周年， 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份
组织这次活动，具有特殊意义，能生动反映长沙统战的形
象和成绩，以人见事，以小见大。”长沙市委常委、统战部
长谭小平说。

第10届“湘博会”
在娄底闭幕

签约56个项目，总投资301.6亿元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尹伟华
邓杰）19日下午，湖南省第10届农业机械、矿山机械、电
子陶瓷产品博览会（简称“湘博会”）在娄底落幕。在为期3
天的博览会上，共签约项目56个，总投资达301.6亿元；签
订贸易合同165个，贸易合同总额39.3亿元。

这届湘博会不仅吸引来自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巴
基斯坦、坦桑尼亚、加纳等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嘉宾参
加，还有日本久保田、日本东洋、美国约翰迪尔和国内三
一重工、中联重科、中国第一拖拉机厂、蓝思科技等多家
大型知名企业参展。 展会上，“湘非”经贸合作馆、智能制
造馆、电子陶瓷馆、文印产业馆、高新技术产业馆、名优特
产品综合馆等6大主题展馆，作为推荐“湘品出湘”、开展
中非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平台，受到追捧。

目前，湘博会已在娄底成功举办10届，累计签订招
商引资项目397个，投资总额2256.7亿元；签订贸易合同
1464个，贸易合同总额303.95亿元。 通过湘博会，娄底与
9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合作关系。

� � �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见习记者 王梅
通讯员 周健)9月20日，2019中国衡东土
菜高峰论坛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共谋创新发展，谱写土菜传奇。

衡东土菜展台上，摆放着“石湾脆
肚”“衡东土头碗” 等一道道好吃又好
看的衡东菜，引来众人争相品尝。 现场
可以尝，还可以带回家。 记者看到，“劲

脆老鸡爪”“臻汁臭鲈鳜鱼” 等特色土
菜被精心包装好， 食客只需拆开包装
袋，稍微加工即可装盘食用。

与会嘉宾对衡东土菜如何创新发
展展开探讨。“衡东土菜特色在于三个
‘保’。 即保持土味特色， 保证食材新
鲜，保护当地知名餐饮品牌。 ”长沙火
宫殿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焰峰分享自己

的见解。“要融合发展，打造成产业链；
同时， 要规范化发展， 无论是在原料
上、制作工艺上，都要统一标准。 ”湖南
农业大学教授邓放明建议。

据了解，衡东县是我国目前唯一获得
授牌的“土菜名县”。 目前，衡东土菜行业
已申请41个土菜农产品商标，“石湾脆肚”
等12道衡东土菜入选“湖南百道名菜”。

14个优质项目
在沪签约落户马栏山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陈铎林）今天，中国（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
园在上海举行招商推介会， 成功签约项目14
个。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是我省倾力打造的
文化产业新地标， 从2017年12月20日挂牌以
来，发展势头迅猛，目前已新入驻企业587家，
形成了从视频内容制作、存储、播出、分发、交易
和监管等全链条生态圈， 成为全国重要的视听
产品输出基地。

当天签约落户的14家企业包括绿地控股，
将在马栏山建设超高建筑绿地V岛， 并引入深
兰科技、科创集团、金控集团、教育集团等入驻；
另外签约的亚太电竞、笑果文化、竞界电竞等企
业，将在5G科技、全景视频、大数据等多领域，
与马栏山开展全面合作、协同创新。

株洲城市候机楼
开通运行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朱晖 谭洪汀）“跟以往不一样，不用直接去黄花
机场，在此就可以换登机牌、预检行李。 到了机
场还能走快速通道，真的方便很多。”今天，黄花
国际机场株洲城市候机楼开通运行， 中车株机
员工李丹正好出差，体验一番后说。

株洲城市候机楼是我省第3家异地候机楼，
位于石峰区联诚路株洲轨道智谷二期， 功能强
大，服务专业，旅客到达后可提前办理相关登机
手续，并进行预检。 随后，可乘坐大巴前往黄花
机场，再经快速通道登机，大大缩短出行时间。

株洲城市候机楼附近聚集了中车株机、中
车株洲所、 中车电机等轨道交通产业企业近
100家，有职工4万多人，每年飞机出行次数高
达7万单次。 石峰区相关负责人说，在这里建候
机楼，可为企业职工提供更优的出行服务。

� � � � 株高最高2.2米， 亩产可突
破1000公斤，稻米口感好，田里
还混养虾、蟹、鱼、蛙、鳖等———

“巨型稻”浪庆丰年
通讯员 周健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9月15日上午，
秋高气爽，阳光灿烂，记者来到衡东县新塘镇龙
头村，探访设在村里的鑫农投公司“巨型稻”生
态综合混养扶贫示范基地。

蓝天白云下，放眼望去，田野上“巨型稻”随
风摇曳，泛起一波波绿浪。

“你看，这些‘巨型稻’是省农科院研发的杂交
稻新品种。”记者和县供销合作社理事会主任文洪
斌一块来到基地“巨型稻”综合混养试验田边，文
洪斌站在田埂上，用手比划着和稻子比高低。

“一般人身高1.7米左右，这片‘巨型稻’最
高达2.2米。 ”基地一位负责人说，稻子不仅长得
高，与普通杂交稻相比，还具有超强的抗旱、抗
涝和抗病虫害能力。 一粒种子可分蘖50余兜，
每穗谷粒数量平均高出普通杂交稻一半以上。

据介绍，去年10月，衡东县供销社与鑫农投农
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合作， 从省农科院引进杂交
稻新品种“巨型稻”，今年试种140亩，建立了衡阳
市第一个“巨型稻”综合混养示范试验基地。

“今年种的‘巨型稻’，平均亩产预计突破
1000公斤。 ”鑫农投公司负责人陈永辉高兴地
说，稻田里还混养虾、蟹、鱼、蛙、鳖等特种水产，
经济效益可观。

“‘巨型稻’稻米品质高、口感好，很受欢
迎。”陈永辉介绍，光今年中秋节假期，公司就签
了20多吨销售订单，客商来自广东等地。

“衡东的气候、土质很适合‘巨型稻’生长，
这个新品种也适宜搞水产品混养。 试种‘巨型
稻’，对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田综合效益，
是一次有益探索。 ”衡东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说，
明年，县里将在新塘镇扩大试种面积，成功后再
在全县推广。

村里有了“清道夫”
通讯员 方霞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9月19日一大早， 澧县梦溪镇顺林驿村保洁员李诗
贵如往常一样，早早驾驶三轮车，开始他所负责片区100
多家农户的垃圾清理。

李诗贵先将自家分类好的垃圾搬到车上， 然后挨家
挨户收集。 首先来到附近农户龚德云家，见大门紧闭，但
庭院打扫得很干净，便直接走到垃圾桶边，把垃圾取走。

旁边的农户任泽舫家，则令他有的头疼。任泽舫是个
致富能手， 但家门口经常乱糟糟的。 李诗贵再去上门劝
说：“现在县里、镇上都在搞环境卫生，你屋里还有两个小
孙子，卫生不搞好，万一生病了，怎么办？ ”任泽舫的妻子
在旁听得脸一阵通红，连忙道歉，表示一定搞好卫生，争
取评个清洁户。半个小时后，任泽舫家的垃圾总算分类完
毕，李诗贵就带走了3小袋。

李诗贵来到村口，这里原来有个垃圾池，本来是方便
村民，但后来成了污染源。 今年来，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的深入推进，垃圾池被拆除，但仍有个别村民习惯
将垃圾扔在附近，直接影响村子环境卫生。李诗贵决定在
这里多待一会，多宣讲一下。果然，正在清理垃圾的时候，
村民龚道国提着一大袋垃圾过来，边走边漏。“环境靠大
家爱护，把卫生搞好，让村子变美，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
自己。 ”李诗贵说。 龚道国连忙从李诗贵的三轮车上拿出
扫把，边清理边说：“真是不好意思，我下次注意。 ”

临近11时，李诗贵总算把负责片区的垃圾清运完毕，
并将环境卫生检查了一遍，这才安心地回家。

傍晚，村口前坪热闹非凡，不少村民都在谈论村里环
境变化。大家纷纷感叹党员干部确实在为百姓做好事，也
都为“清道夫”李诗贵点赞。

为低收入者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购买精准防贫综合保险

沅陵签下全省第一单

领导接访 多元共治 源头防范

涟源多途径解信访难

2019衡东土菜高峰论坛在长举行

� � � � 9月18日，溆浦县葛竹坪镇山背花瑶梯田，稻谷一片金黄，一只由彩色稻拼成的“熊猫宝宝”
仿佛在欣赏丰收美景。 山背梯田位于雪峰山腹地，海拔在500余米到1500余米，是我国海拔最
高的梯田之一，集雄伟、壮丽、秀美于一体。 目前，栽种的3000余亩水稻正进入收割期。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谢茜子 摄影报道

“熊猫宝宝”
迎丰收

常德成立
三大城市医疗集团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王新） 今天上午，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集
团、常德市第一中医医院医疗集团、湘雅常德医
院医疗集团授牌成立， 标志着常德市综合医改
步入一个新阶段。

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
求，常德市将医改列为重中之重，全力予以推进。
该市临澧、澧县、津市成为全国医改试点单位，城
市医疗集团建设被列入全国试点单位，9个区（县、
市）医共体也将在9月底全部挂牌运行。

这次成立的3大城市医疗集团，分别以三级医
院牵头、二级医院为支撑、基层医疗机构为基础，
康复、护理院等其他医疗机构参与，将充分发挥区
域内大医院人才、技术、设备、信息等优势，构建优
质高效城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提升基层服务能
力，让群众就近看上病、看好病。

东安欢欢喜喜庆丰收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罗毅 刘跃兵 通讯员

严洁 唐建衡）9月20日， 东安县芦洪市镇赵家井村田野
铺金，稻香流淌。 由108人组成的201.9米长龙，在人们的
欢呼中登台表演， 共同祝愿伟大祖国国泰民安、 繁荣昌
盛。 当天，主题为“庆三湘丰收·迎七十华诞”———2019中
国农民丰收节湖南主题活动永州东安分会场在赵家井村
开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永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永州农村已形成粮油、畜禽、果蔬、竹木、烤烟、茶叶、药材
等7大优势产业，成为全省农产品重要生产、加工和出口
原料示范基地，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

活动现场， 永州“十佳脱贫致富能手”“十佳新型农
民”“十佳休闲农庄”“十佳农民合作社”“十佳家庭农场”
受到表彰。 同时，设置了农产品、东安鸡烹饪、民俗展位，
展出100多种永州各地特色农产品，30家东安鸡加工企
业现场烹饪、销售东安鸡，民间艺人当场制作竹制品、蓑
衣等。

活动举办方介绍，2019中国农民丰收节湖南主题活
动永州东安分会场为期2天， 期间举办农民趣味运动会、
农产品展示、蔬菜基地体验交流等活动，为广大农民群众
搭建交流致富经、交易农产品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