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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引下

湘消费

春暖市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一盘新鲜上市的小龙虾、一杯奶
茶、一张景区门票……熟悉的烟火生
活，在清明节小长假回归了。

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欢迎使用
‘湘消费’”的指引海报，更将消费“炒”
得红红火火。

“湘消费”成吸睛利器
“快教教我，有顾客问我怎么使用

消费券。”4月5日上午，长沙富达眼镜
店的张店长跑到楼下步步高超市，找
收银人员“取经”，她说，店里这几天陆
续有顾客在结账时询问是否可以使用

消费券，她得立马学会才行。
从4月7日开始，我省各中小学将

有序错峰开学，加上清明小长假，不少
家长领着孩子来配新眼镜，店里生意
红火起来，配镜师傅都忙不过来了。

6 日一大早，眼镜店刚开门，张店
长就在门口贴上一张海报：本店使用

“湘消费”，配镜有优惠。效果不错，当
天营业额比5日翻了一倍。

记者经过几天走访发现，越来越
多的商家，通过海报、横幅、A4纸等各
种形式，将欢迎使用“湘消费”的指引，
摆放在店门口的醒目位置；湖南苏宁、
步步高超市、客串烧烤等品牌的微信
公众号，也在第一时间推出了店铺“湘

消费”使用指南。
4月5日晚的长沙黄兴步行街，明

牌珠宝、周六福等珠宝店铺门口热闹
非凡，员工们高举消费券优惠活动广
告牌，将其作为吸睛利器，吸引消费者
的注意。

新手爸爸廖先生正好是持“券”消
费者，看到有优惠活动，他走进明牌珠
宝店铺，打算给刚满月的孩子挑个礼
物。他选中了一条“生肖猪”的金饰品，
1998元的价格，使用完消费券和店铺
折扣之后，最后只需要支付158元，便
能买下了一只“小金猪”，还能得到一
个价值 298 元的乳胶枕，让廖先生大
呼“赚到”。

▲ ▲

（下转4版①）

红红火火小长假

三湘都市报记者 朱蓉

“趁着假期，又有优惠，特意来买
些日用品。”4月6日下午，家住长沙市
开福区万科城的王先生一家三口来到
步步高超市王府店，准备来个大采购。

和王先生一样，选择在这个清明
小长假里采购生活用品、添置新衣的
消费者还有不少。

三天假期搭配晴好的天气，特别
是工会福利消费券的推动，星城长沙
迎来了春节后的首个消费小高峰。

现场：买单要排队，商场
停车位紧张

上周五，王先生的手机收到一则
消息提醒，称省工会发放的假日福利

消费券已经到账。“先是了解了一下支
持消费的商户，然后就选定了附近的
这家超市。”王先生笑言，家里的牙膏、
沐浴露都需“补货”，消费券发的正是
时候，“没想到人这么多，买单还要排
队”。记者在王先生的结算单上看到，
购买的商品大多为日化等生活必需
品。

互联网工作者曾小姐也早早计划
了“假期购物计划”。4 月 4 日上午，她
与朋友前往宜家家居商场，想为新家
挑选些家什。曾小姐告诉记者，当天，
不仅挑选到了心仪的斗柜，还购买了
一些用于墙壁收纳的小配件，共消费

1000 余元。而支付时，部分金额使用
了消费券。“去的时候可能比较早，人
不多，但到下午准备回家时，发现来了
好多车，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停了。”

步步高集团品牌部部长杨杰妮介
绍，清明小长假期间，该集团旗下超市
业态人气可以用“爆棚”来形容，“百货
也是好多人，生意很好。”

商家：预计销售额增长2成
4月6日上午，陆续有消费者前往

保利 Mall 一楼服务台，参与该商场推
出的“500元兑550元现金券”活动。▲ ▲

（下转4版②）

清明晴好客流暖

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夺取“双胜利”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龚茶林 陈德兴 马如兰

“请A30008号到一楼A区7号窗
口办理。”4月2日9时，记者走进平江
县政务服务中心，见出入通道人来人
往，办事窗口秩序井然。迎门靠墙处，
传统的咨询台被2米多高的自助服务
机替代，工作人员忙着指引办事群众

查询，全县40家入驻单位、971项审批
服务在这里可“一网打尽”。

入驻一楼的 17 家单位全部实行
“无差别受理”。窗口工作人员对所有
联办事项都能一件事一次办结。通过
取号预约、叫号办理，对服务对象进行
合理分流，减少等待时间，提升办事效
率。工作人员李琼告诉记者，4 月 1 日
23时43分，熊某在网上登记提交了某

公司设立、开业登记申请，2日上午他
就来窗口领走了证件。“因为相关资料
完备，所以从登记到领证只用了不到
10小时。”李琼说。

“1、2、3，OK！”在二楼婚姻登记专
区，平江十中教师周岳、何巧梅照完结
婚照，捧着结婚证接受工作人员祝福。
从取号预约、免费婚优检到领取结婚证
书，仅用半个多小时。

▲ ▲

（下转7版）

别样“110”
——平江县政务服务中心见闻

湖南日报4月6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曾鹤群 黄浔）记者4月3日从
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一年多来，我省
连续出台一系列惠民医保政策，精准
实施医保扶贫，持续提升城乡居民在
医疗保障中的获得感。

统一了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制度，
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
助标准由 2018 年的 490 元提高到目
前的520元，个人缴费标准由220元提
高到 250 元；统一了城乡居民门诊统
筹制度，将限额内普通门诊的报销比

例统一提高到70%。
统一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将

筹资标准提高到了65元/人，起付线降
低一半，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贫
困人口再提高5个百分点，达到65%。

统一了城乡居民“两病”门诊用药
保障制度，将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
门诊用药纳入保障范围，限额内按照
70%比例报销。

我省通过完善医疗救助制度，进
一步规范了医疗救助对象认定标准和
认定方式，明确了医疗费用支付政

策，使困难群众能够及时有效得到救
助。据统计，2019 年，我省在实行参
保资助方面，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参
加城乡居民医保给予不低于 50%的
补贴，对特困人员参保全额补贴，对
城乡低保对象定额补贴，全年共资
助 442.5 万人参保，支出 10.23 亿元；
在实行住院救助方面，全年共救助
177.9 万人次，支出 18.3 亿元；在实行
门诊救助方面，全年共救助 41.7 万
人，支出 1.7 亿元，有效缓解了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问题。

一年多来，我省出台一系列惠民医保政策

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待遇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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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6日讯（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刘飞）“一个电
话，金马农机专业合作社就给
我调配了4台中型拖拉机，400
亩水田只要3天就能翻耕完。”4
月3日，邵阳县金称市镇范街村
种粮大户陈功武一边忙着调度
农机手整地，一边向记者说，

“共享农机”进村来，翻耕速度
快，省力又划算，今年不用担心
抢种双季稻误了农时。

“‘共享农机’成了香饽
饽。”金马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吕方军介绍，合作社有高速
插秧机、履带式拖拉机、旋耕
机、植保无人机等农机30台，其
中翻耕机一天可翻耕 30 亩、插
秧机一天能插 40 亩，服务半径
30 公里的种植户。眼下春耕正
忙，“共享农机”成了农户的好
帮手，大家争相预约。

邵阳县是农业大县，今年计
划播种粮食120万亩、新造油茶
林 2.3 万亩、蔬菜 3 万亩、烤烟

8000亩。为抢回疫情耽误的农时，该县农业
部门对来自全县52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
3880台（套）农机，进行统一调配，农户可通
过微信、电话等方式，预约“共享农机”和专
业农机手上门服务；同时,成立农机互助作业
队，组织400多名农机维修员，免费检修、
保养各类农机。目前，该县利用“共享农机”
完成翻耕、起垄等作业面积30余万亩。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冯兵田 龙良红

“我们把 500 亩一季稻全部改成
双季稻，目前正集中育秧，马上就要抛
秧了。”4月3日，双峰县井字镇黄牛峰
村，飞腾种养合作社负责人葛楚南一
边整理秧苗，一边笑着说。

井字镇是双峰县产粮大镇。为提
升粮食产量与产能，该镇把春耕备耕
作为当前农业生产的首要任务，全镇
双季稻种植面积有望在去年 6300 亩
的基础上“翻一番”。

新增的面积哪里来？井字镇党委
书记赵向阳算了笔账：“一方面来自

‘单改双’，即一季稻改双季稻；另一方
面来自复耕，把荒山荒地，以及易地扶
贫搬迁后的宅基地、旧的废弃地、土地
增减挂钩水田项目等，统一开垦，流转
给种粮大户。”

“单改双”，有诸多政策扶持，葛楚
南这些种粮大户都很欢迎，可小户们
仍有“难处”。4 月 1 日，杨球村村支书
葛增仁和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沈立冬
来到村民彭春辉家。 ▲ ▲

（下转3版①）

湖南日报记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黎小湘

春上惠风吹，机械育秧忙。
“看，这个部分出土量过多，得划

拨均衡。”4月2日，慈利县零溪镇墨园
居委会举行大棚集中育秧推广活动，
85 后技术员向佐敏一边示范，一边给
农户耐心指导。

2000余平方米的大棚内，六七名

工人在忙着操作机械进行摆盘、铺土、
撒稻种，很快，一个个种盘被整齐排放
至棚内。

“机械育秧能缩短生长周期，比人
工育秧短8天。”棚内机器轰鸣作响，合
作社负责人向延奇扯着嗓子告诉记
者，在合作社流转的 2700 余亩土地
中，计划种植早稻 1100 亩，全程推广
机械集中育秧模式。 ▲ ▲

（下转3版②）

春育秧，粮有望

在春光里播撒希望
——双峰县井字镇发展双季稻见闻

据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新华社
根据媒体报道和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科研机构等有关方面了解到
的信息，对中国在同世界携手抗疫过
程中，在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分享防控
经验、推进疫情防控国际交流合作方
面的主要事实，以时间顺序进行梳理，
发布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推进疫情防
控国际合作纪事。

纪事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
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来势汹汹
的疫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
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采取最全面、

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14亿人民
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同疫情展开顽强
斗争，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在全国人
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
势不断巩固和拓展。

纪事强调，近日来，疫情在全球多
点暴发并快速蔓延，令世界公共卫生
安全面临极大挑战。据世界卫生组织4
月5日数据，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
超过113万例，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
区已达200多个。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唯有
团结协作、携手应对，国际社会才能战胜
疫情，维护人类共同家园。疫情发生以

来，中方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及时发布
疫情信息，毫无保留同世界卫生组织和
国际社会分享防控、治疗经验，加强科研
攻关合作，并尽力为各方提供援助，得到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和广泛认可。

中国发布新冠肺炎疫情信息、
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纪事

4 月 6 日，
花垣县边城高
级中学高三学
生漫步在樱花
树下，欣赏美丽
的校园春色。当
天，该县4所学
校高中三年级
学生有序返校
报到，准备开启
新学期校园学
习生活。

周智敏 石琳
摄影报道

春
满
校
园

（纪事全文，请扫新湖南二维码）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刘勇 孟姣燕

驱散疫情的阴霾，湖湘大地春暖
花开。

洞庭湖区，农机在田里欢鸣，春耕
春播赶季节，为了“天下粮仓”更充盈。

在大湘西，山乡“稳粮、壮畜、强
果”，彻底挖穷根，携手奔小康。

广袤的三湘农村，人们争分夺秒，
要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不误农
时不误春。

“抓紧抓实农业、畜牧业生产，确
保市民的‘米袋子’‘菜篮子’货足价
稳，确保农民的‘钱袋子’富足殷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的重要讲
话，如同给农业大省湖南下了一场及
时雨。抓好粮食生产，谋实乡村振兴，
奏响“奋进曲”，逐梦“强富美”，成为三
湘大地的普遍图景。

农业强：粮猪安天下 供给
有保障

在湖南的主粮区湘北，田野生机
萌动。汨罗市弘大惠农公司负责人刘

雄聚齐11个种粮大户，共同交流经验，
分析种粮形势，动员大家努力多种粮，
扩种双季稻。

“早籼稻不好卖，亏了怎么办？”有
大户当场反问，并细算收支账：种一亩
早稻，成本870元以上；年成好的话，亩
产400公斤，按最低收购价每50公斤
121元，利润实在微薄。

“早籼稻不好卖，可找米厂加工，
我来联系销路，变卖谷为卖米，利润就
会增加。”刘雄的一番话，让大家又充
满信心，扩种早稻共3100亩。

各级各部门以优质服务，帮助农
民降低种粮成本。常宁市政协副主席、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郭云金告诉记者，
农民种粮，降本增效有空间。

常宁市今年抓好机具调剂，帮助
缺机具缺劳力的农户种粮，耕、种、收、
植保、烘干等环节实现机械化，每亩可
降低成本逾400元。

“帮到点子上，种粮有利润。”郭
云金说，今年常宁市落实早稻20万亩
机插秧，清明节后即可插田。

今春，各级抓粮食生产力度加大。

省政府出台支农“十条”，省财政增加
种粮补贴，省里抓好 300 万亩集中育
秧，扩大早稻种植面积。

省供销社担当为农服务生力军，
力争今年完成1000万亩大田托管，扶
持农民多种粮。各级农机部门开通“春耕
热线”，春耕将陆续投入500万台农机，
早稻机械化种植面积接近1000万亩。

“农民的积极性上来了，只要早稻
完成1830万亩，湖南实现全年粮食目
标就有保障。”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
人充满信心。

一手抓粮食生产，一手抓生猪产
能恢复。

全国养猪大市湘潭，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抓沙子岭猪及湘沙杂优猪扩
产，抓大型规模养猪场建设。

湘潭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吴买生
说，市里新增500万元专项资金，扶持
养殖小区和中小规模户恢复生猪生
产。市领导紧盯10个大型规模猪场建
设项目的进度，力争早日投产，确保全
市年出栏生猪220万头。▲ ▲

（下转2版）

奏响“奋进曲”逐梦“强富美”
——清明时节三湘农村素描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有城市现代化，
也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

要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上下更大功夫，推动乡村经
济、乡村法治、乡村文化、乡村治理、乡村生态、乡村党建

全面强起来，让乡亲们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要抓紧抓实农业、畜牧业生产，确保市民的“米袋子”

“菜篮子”货足价稳，确保农民的“钱袋子”富足殷实。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浙江考察时强调

育秧工厂化
生产效率高

4月 6日，岳阳市屈原
管理区惠众粮油专业合作
社育秧工厂，员工在加紧生
产机抛秧育秧盘。该合作社
今年种植8000多亩水稻，
育秧全部采用工厂化生产，
不仅出秧率高，秧苗的成长
期还可缩短 5 天。屈原管
理区今年增加集中育秧面
积6万亩。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