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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批准终止营业。

现予以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金地华
园社区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007S243010029
许可证流水号：00565609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2月13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

路583号金地华园11栋103号
发证日期：2014年11月2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豪德市
场社区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007S243010040

许可证流水号：00488497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5月22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玉潭镇

玉兴路2号（豪德市场）会展中心

发证日期：2014年5月2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万煦园

社区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007S243010024

许可证流水号：00488395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2月13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三一大道 203

号万煦园小区A15栋105号

发证日期：2014年2月1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兴汉门

社区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007S243010043

许可证流水号：00565507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6月10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蔡锷路

兴汉大厦一楼

发证日期：2014年6月1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华润凤

凰城社区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007S243010051

许可证流水号：00565672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12月30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星沙大道东、望

仙路南华润凤凰城一期17栋107号

发证日期：2015年1月1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恒大城

社区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007S243010037

许可证流水号：00488494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5月22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时代阳

光大道260号恒大城第14、15栋101号

发证日期：2014年5月2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批准，颁发《中华

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水岸山

城社区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1099S243010022

许可证流水号：00673872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10月19日

住所：湖南省浏阳市水岸山城小区

天马路唐家洲52号门面

发证日期：2020年5月2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湖南体彩
官方微信 ·体彩之家·

“健康不是一切，但没有健康就没
有一切。”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无疑是

2020 年最热的话题，也是人人关心的

事情。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把“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摆到重要地位，提出“没有

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必须把

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重

点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努力

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

础。根据2020年人民网新鲜出炉的两

会调查结果，在网民投票选出的 10 个

最关心的两会热词中，“健康中国”就

位列其中。

在第 12 个“全民健身日”到来之
前，中国体育彩票提前发力，充分发挥
公益属性，进一步将体育彩票与全民
健康深度融合，又一次掀起全民健身
活动热潮，从 6 月 6 日至 8 月 8 日，赋
能体彩实体店，一场丰富多彩的“线
上+线下”全民健身活动，将席卷全国
各地，助力全民“动起来、秀起来”，点
亮你我的城市，点亮健康中国，服务健
康中国战略、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为全
社会燃动活力加油，为全中国向上向

善添彩。

燃起来！运动打卡点亮健康城市

“虽说健身是个人的事情，但如果
能有人一起相互打卡‘监督’，确实会更
有动力。”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全国各地
体彩相继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云健身”
活动，不断为大家送去健康。眼下，在
线上进行运动打卡，已经成为很多人每
天的必修课。

本次活动基于眼下最新最时尚的
“云健身”趋势，依托体彩官方微信小
程序，推出了“点亮健康中国”互动活
动。活动将线上线下相结合，将体彩实
体店与运动健身紧密关联，设置了有
趣、互动的游戏形式和多元、便捷的参
与方式，邀请爱运动的你走进体彩实体
店一起来健身。线下运动健身、线上打
卡抽取奖品，还可以为点亮你的城市助
力，为身边的城市健康增色，为健康中

国添彩。
据了解，被点亮的健康中国地图将

是一张以手绘方式精彩呈现的有故事
的地图，不仅绘制了各地地标性建筑，
还增添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元素，通过更
具人文内涵与亲和力的空间表现手法，
在立体视角中呈现出每个城市独有的
文化魅力和个性色彩。期待爱运动的
你来点亮健康中国地图，一起完成有温
度的城市故事。

“点亮健康城市battle一触即发”，
你爱运动吗？你想参与吗？你想为点
亮自己所在的城市助力吗？那么，就请
在这个6月走进体彩实体店，一起寻找
健康与美好，为健康中国地图增添健康
色彩，用实际行动点亮健康中国吧！

动起来！体彩实体店设置运动角

体彩实体店是体育彩票服务民生
的一线窗口，也是体彩公益宣传的前沿

阵地，还是筹集体彩公益金的一线阵
地，但是在体彩实体店里踢毽子、跳绳、
颠球……你以前体验过吗？

本次活动中，体彩实体店将充分发
挥社交和便民服务属性，以每周玩转一
种运动项目为切入点，在店内设立妙趣
横生的“运动角”，各省市还将根据当地
独具特色的运动项目和元素，设置符合
当地群众喜爱的乡风民俗趣味运动，走
进店内就可进行体育运动。

同时，为了对大家进行科学、规范
和专业的运动指导，中国体育彩票还
邀请了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专业指导员
录制了适合跟学的运动指导视频，并
在体彩实体店进行播放，助力全民科
学健身。

一条条健身路径、一座座体育场
馆、一场场公益活动、一张张受益人的
笑脸，记录并见证着中国体育彩票的公
益足迹。本次全民健身热潮中，体彩实

体店“运动角”将犹如一束温暖之光洒
落在全国各地的街头巷尾，让更多的人
感受到这份温暖。

益起来！体彩为健康中国添活力

中国体育彩票自全国统一发行 26
年以来，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全民健身
事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增添活力。仅自
2011 年至 2018 年，就有逾 156 亿元体
彩公益金支持全民健身，主要用于援建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捐赠体育健身器
材、资助群众体育组织建设和全民健身
活动，以及开展全民健身法规、科研宣
传等工作。

从各地修建体育场馆、体育公园、
健身广场，到各地举办“体彩杯”赛事；
从支持培训社体指导员，到建设全民
健身管理队伍；从青少年到老年人，从
城市到乡村……随处都能看到体彩公
益金在社会各个角落支持全民健身的

身影。
全民健身已经成为当代人民必不

可少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将更多
的精力投入到健身运动中，这些“家门
口”的活动和运动器材为社区居民带来
了更多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从头发花
白的老年人，到体格强健的中年人，再
到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在充分享受着
体彩公益金捐建的健身器材给他们带
来的快乐。

公益如春雨，润物细无声。体彩
公益犹如一股股涓涓细流，源源不断
地浇灌长满青苗的土地，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

燃起来，动起来，益起来！6月是怦
然心动的一个月，也是拥抱健康的一个
月，欢迎你走进体彩实体店，参与全民
健身打卡活动，点亮你的城市，点亮“健
康中国”，我们不见不散！

（石 涛）

掀起全民健身热潮 体彩助力“健康中国”
6月6日至8月8日，相约体彩店不见不散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吴颖杰 余谦

【平江速览】
2019年，国家级贫困县平江脱贫摘帽，告别

贫困，这个拥有光辉革命历程的革命老区迎来崭
新的发展一页。摘帽不摘监管，2019年以来，平江
县纪委监委持续发力，“探头”全扫描，全面查“病
症”，将健康扶贫、产业扶贫、住房保障等13个扶
贫领域纳入监督重点，深入治“病根”，实现长治
长效。

【现场目击】
5月19日，记者来到平江县福寿山镇大和村

刘明家中，38岁的刘明已患尿毒症7年，如今只
能靠药物和每个星期三次透析维持生命。因她的
病，她家尚在未脱贫之列，然而，“两不愁三保障”
已为她家筑起了一道基本保障网，让她看病无
忧，基本生活无虑。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刘明的透析治疗已
从平江县人民医院转到了离家不远的安定镇卫
生院，3 个多月里，她往返多次已成为了那里的

“熟客”，药没有了，医生开好门诊基本药品后，刘

明直接到药房按单即取，透析也是，平江县大病
医疗保险加上健康扶贫特惠政策，大病报销比例
达95%，刘明每月一结只需支付400多元。医疗
保障基金是百姓的“救命钱”，刘明一家能真切感
受到，自付部分越来越少，看得起病了。

2019年，平江县还剩余未脱贫人口1372户
3469人，其中绝大多数家庭因病致贫，平江县再
加大医疗保障力度，为建档立卡未脱贫人口中的
慢性病患者每人每年再增加最多5000元的医疗
救助资金，纳入乡镇卫生院“一站式”结算系统。

然而这项惠民政策却成了个别医院和医生
的“摇钱树”。今年初，平江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卫
健局纪检监察组突击检查乡镇医疗机构，“探头”
扫描到福寿山镇卫生院一张可疑的报销单据。这
张总额5660元的基本药物报销单据上，竟然包
含了田七、野生天麻、品牌阿胶等滋补药品。

“这绝非个例！”一场“防套保、护健康、促脱
贫”的专项行动迅速展开。

检查组立即组织专家对该卫生院近两年的门
诊报销单据进行全面审查，共查出问题处方114
份，总计73396.54元。随后，县纪委监委立即下达
监察建议书，督促卫健、医保部门对城区及全县
24个乡镇各医疗机构进行地毯式排查，严防健康

扶贫资金“跑冒滴漏”。
5月19日，记者随驻卫健局纪检监察组两位

负责人来到了福寿山镇卫生院，看台账，查明细。
“月月督查、院院详查。”负责人表示，如今，对全
县24个乡镇卫生院的督查已成为常态。

福寿山镇卫生院纪检委员表示，“套保案”发
生后，该院倒向核查，收集贫困户名册，逐一上门
走访，将全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病患对象全部登
记在册。对全院的医生也加强了警示教育，针对
出现的门诊开人情方、开滋补药、搭车开药、开单
提成、冒名顶替、超标准报销等违规违纪行为实
行“六个严禁”，全院20多名医护行政管理人员
签署责任状，全院医德医风持续向好，还推动了
医生由“等病人上门”到“主动上门看病人”的转
变。

延长监督的手臂，紧盯扶贫领域违纪违规。
平江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周峰表
示，去年以来，全县纪检监察干部以健康扶贫政
策落实情况为重点，对78 个刚出列的贫困村进
行全覆盖蹲点走访，对发现的问题线索一律由县
纪委监委直查快办，共查处扶贫领域案件 260
件，进一步推动了阳光扶贫，廉洁扶贫，实现了健
康扶贫更“健康”。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护航脱贫攻坚

平江县扫描医疗保障领域“跑冒滴漏”——

让健康扶贫更“健康”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刘彬）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安局获悉，今年以来，
长沙公安机关共刑拘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744人，打掉3人以上团伙163个。同时，长沙市反
电诈中心加强预警劝阻，截至5月31日，成功劝
阻17.4万起，成功劝阻资金1.48亿元。

长沙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5月
以来，长沙警方通过优化警企合作，加强技术

防范，已拦截诈骗电话、短信1.5亿多条，关停
诈骗电话 17.8 万个，并及时向商业银行和通
信运营商通报发现的监管漏洞，推动行业治
理，目前共处置对公账户 1.1 万余个，拦截虚
假注册企业开户350余起。下阶段，长沙警方
将继续坚持严厉打击，突出防控重点，强化源
头治理，坚决打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
犯罪的攻坚战。

突出防控重点，强化源头治理

长沙警方刑拘电诈嫌疑人744人

宁乡警方侦破一起虚假投资
平台诈骗案

5月6日，长沙市反电诈中心接到宁乡市民
熊先生报警称，今年3月在某微信网友的鼓动
下，下载了某投资理财APP，并通过该APP投入资
金106万元进行外汇投资。亏损46万元后，熊先
生发现账号被冻结，意识到被骗并报警。

随后，长沙市反电诈中心和宁乡警方成立
专案组进行侦办。5月22日至26日，专案组民
警在广东省东莞市、韶关市等地将犯罪嫌疑人
陈某容、陈某等4人抓获。目前，4人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雨花警方侦破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案

5月20日，雨花警方接到线索，中国联通
长沙市分公司劳务派遣业务员杨某违规办理

实名制手机卡。
经查，杨某为提高业绩谋取私利，违规获

取他人实名认证电话卡200余张，并以每张电
话卡75元的价格予以出售，获利近2万元。这
些号码中有9个涉及9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随
后，杨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岳麓警方捣毁电诈“洗钱”
窝点

5月 24日，岳麓警方发现辖区内某小区
1212房内有人员聚集，有重大犯罪嫌疑。

经查，该场所为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洗
钱”的犯罪窝点。犯罪嫌疑人冼某滨于今年
年初成立“蓝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大肆招
募员工从事买卖银行卡及洗钱犯罪活动。目
前，冼某滨等 4 人因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
罪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相关链接·典型案例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胡永昌

近日，辰溪县上蒲溪瑶族乡五宝田村脱贫户
老李，郑重地在扶贫领域信访举报回复反馈表上
签字“满意”。至此，老李两年多的重复举报，经过
省市县乡 4 级纪检监察干部的努力，终于得以化
解。

偏房破烂没得到改造、在乡政府大院被人殴
打……2018年2月来，老李多次向省市县纪委、县
委书记信箱举报了8个方面的问题。

辰溪县纪委监委、上蒲溪瑶族乡党委多次组
织人员对举报的问题展开调查，发现公安机关已
对其与他人发生肢体冲突一事作了处理；住建部
门对其房屋进行鉴定，房屋主体结构符合安全标
准，其他查实的涉及违纪的问题已于2018年12月
依规依纪处理到位。

县乡干部多次反馈办理结果，2019年还召开
了公开听证会，但老李就是不满意，多次在关键时
间节点重复举报。

今年3月，按照湖南省纪委监委部署，怀化市
纪检监察系统启动了扶贫领域信访举报问题线索

“百日攻坚清零”行动，其问题由湖南省纪委监委
第九审查调查室负责人包案督办，怀化市纪委监
委相关人员联系督办。

老李反复举报的症结在哪里？省市纪委监委

干部认真审阅以往调查案卷，召集县纪委监委干
部、乡村干部和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多次会商。经
过综合分析，认为老李是个人不合理诉求没得到
满足。

老李文化程度不高，但其列举的问题条理清
晰，均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及社会关注的问题，背后
肯定有熟悉国家政策和工作流程的“推手”为其出
谋划策。

“找出背后的‘推手’，做工作争取变为帮手。
同步组织人员对举报问题复核复查。在政策允许
的情况下解决其偏房的维修。”4 级干部“诸葛亮
会”开出“三剂药方”。

按方“开药”，迅速行动。辰溪县纪委监委迅速
成立核查班子，复核举报问题；筹资开展人文关
怀，于4月中旬完成其偏房维修。辰溪县纪委监委
经多方查找，找到了其“推手”——邻近某地的村
干部张某。

对此，辰溪县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与核查组
人员2次前往张某住处沟通，宣讲检举控告工作规
则，介绍党委政府对老李开展的关怀行动，通报反
映问题核查处理情况。张某了解真实情况后，表示
支持纪检部门的工作。

解释政策，宣传党纪……张某回过头来与
老李谈心交心，“推手”变为帮手，加之偏屋的
维 修 也 搞 好 了 ，老 李 态 度 大 变 ，表 示 一 定 息
访。

省市县乡四级纪检监察干部找准问题症结，精准施策——

“推手”变帮手 老李息了访
湖南日报 6月 4 日讯（记

者 李杰 通讯员 薛野）记者近
日从常德市人大常委会获悉，
为深入推进评议政府优化经济
发展环境工作，常德市人大常
委会强化纪检监督，要求各相
关单位和人员严格执行评议工
作“六严禁”规定。

今年5月，常德市人大常委
会对该市政府 18 个部门、企业
及其下属单位优化经济发展环
境工作启动专项评议。为切实
严明评议纪律、营造风清气正
的评议环境，常德市纪委监委
派驻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
察组牵头负责，成立专门评议
监督组，将纪检监督覆盖动员
部署、走访调查、整改落实、评
议测评等工作全过程。

“严禁接受被评议单位的
礼品礼金、有价证券以及宴请、
旅游等活动安排；严禁利用工
作评议找被评议单位办私事、
谋私利或借机打击报复等。”该
次评议工作相关负责人介绍，
被评议单位严禁责任下移、任
务下推，坚决杜绝打击报复等
情况发生；纪检监督组要实行
全方位跟踪监督，不留死角；任
何违纪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并
查证属实，一律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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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巷子里的“15分钟生活圈”

6月4日，开福区东风路街道王家垅社区，居民在新安装的社区配套健身设施上锻炼身体。
近年，该社区着力打造“巷子里15分钟生活圈”，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唐俊 汪兆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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