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江市

连日来，桑植县八大公山镇卫生院医生携带医疗设备
到各村巡回免费健康体检。据该院院长杜茂周介绍，他们
为建档贫困人口提供个性化、免费的家庭签约服务，组建
了由36名医生组成的9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并全面
执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县域内住院“先诊疗、后付费”政
策，做好 29 类大病救治。截至今年 4 月底，共为该镇 172
人次提供了近110万元的分类救治，派驻了9名执业医生
到空白村巡诊，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签约、服务全覆盖。

近年来，桑植县卫生健康局在局党组书记、局长江梓
清的带领下，积极实施健康扶贫，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障制
度。出台了《桑植县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促进健康
扶贫工作实施意见（试行）》，建立完善了基本医疗保险、大
病保险、商业保险、医疗救助、医院减免、财政兜底等制
度。实施贫困人口参保资助制度、“一站式”结算制度、“先
诊疗后付费”制度和“三个一批”制度。2019年，建档立卡
贫困患者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为100%，实际住
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87.66%。

同时，该县不断加强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建设和基础建
设，实现了全县行政村卫生室村村基本达标、村村有村医
的目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县域内就诊率达到88.81%。

（向延胜）

桑植县卫生健康局健康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近日，湖南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曾某捧着一面写有“立检为公显
法律权威 执法有情保企业权益”的锦
旗以及感谢信走进湘潭市岳塘区检察
院，感谢该院的人性执法。

2013 年 6 月 21 日至 2014 年 6 月
20日，曾某在湖南某气体产品有限公
司任销售员。2014年9月16日，曾某
在长沙某特种气体有限公司不知道
其已离职的情况下，以原公司销售员
的身份从该公司骗领湖南某气体产
品有限公司的氦气钢瓶 30 个，价值
16860.60 元。湖南某气体产品有限
公司在得知后一直以民事纠纷在进
行处理，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案发
后，曾某十分后悔，主动投案配合司
法机关工作，赔偿了湖南某气体产品
有限公司共计 75255 元，取得了该公
司的谅解。湘潭市公安局岳塘分局

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以曾某涉嫌诈骗
罪向湘潭市岳塘区检察院移送审查
起诉。

该院公诉部门承办员额检察官
贺蔚寅在审查案件时发现，曾某系湖
南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之一，负
责公司的实际经营工作，如若对其提
起公诉，可能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贺蔚寅本着依法、审慎、稳妥办
理涉民营企业案件的办案理念，多次
向曾某普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鼓励
其积极认罪悔罪。与此同时，贺蔚寅
还花费大量时间仔细了解湖南某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和曾某
的具体工作表现，在此过程中得知，
疫情期间，曾某带领公司团队投身抗
疫前线，保障了合作医院的供氧设备
供应、供氧系统改造，为抗疫作出了
贡献。

5 月 14 日下午，贺蔚寅根据曾某
犯罪事实和情节,结合国家保障民营
经济发展政策，综合考虑案件的法律
效果、社会效果，在曾某真诚悔罪的基
础上，经分管副检察长和检察长同意
后对其作出不起诉处理。贺蔚寅还当
场对曾某进行教育，希望他珍惜机会,
合法经营,为社会多作贡献。曾某表
示，自己一定遵纪守法，切实承担起企
业的社会责任。这才有了曾某赠送锦
旗和感谢信的一幕。

据了解，疫情防控期间，岳塘区检
察院加大对涉民营企业案件的办案力
度，认真落实少捕慎诉理念，坚持依法
惩治犯罪和维护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
营有机结合，坚决避免“案件办了、企
业垮了”的悲剧发生，努力在每一起刑
事案件中彰显司法文明，体现司法温
度。 （欧阳资）

岳塘检察院：酌情依法不起诉 温度执法显担当
今年新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

节奏。然而当国内疫情稍趋缓和之时，国外疫情又在蔓延。

如何让身在异国访学的教师安然无恙，成了湖南文理学院的

头等大事，也成了学校国际学院副院长、负责学校国际交流

事务的唐旻丽的心头事。

“必须平安接回家！”经多方协调，周密筹划，3月 1日 16

时许，一趟从英国辗转比利时的国际航班抵达黄花机场，出

站口走来了12位湖南文理学院赴英访学的教师。当看到唐

旻丽笑吟吟地迎接他们时，12位老师瞬间热泪盈眶。

然而，学校此时还有38名未归国的留学生，在常德过着

几近封闭的生活。为了落实好防疫措施，让这批异国青年既

“留”之则“安”之，唐旻丽每天都要将学校提供的医用口罩、

生活物资等及时分发到留学生手中，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

并和在校外教录制为中国抗疫加油鼓劲的视频，鼓舞留学生

的士气，鼓励他们共克时艰。

唐旻丽文弱谦和，《常德日报》曾以“益友无私，师爱无

尘”为题报道她的师德师风事迹，《今日女报》曾以“常德洋雷

锋背后的女伯乐”为题，报道她爱岗敬业热心公益的事迹，在

这次全民抗疫中，她不惧危险，主动请缨，逆行而上，展示了

刚柔相济的新时代女性风采。 （莫 婷）

抗疫逆行 心系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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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肖军 雷
鸿涛 通讯员 刘辉霞 李林 杨元）5 月
底，走进位于洪江市安江镇的林泉药业
安江黄精基地，脱贫户向八妹和10多位
村民正在除草，有说有笑。“在家门口务
工，一个月有两三千元的工资，不用担心
因疫返贫。”向八妹开心地对记者说。

雪峰山下的洪江市，中药材资源丰
富。近年来，该市把中药材产业确定为
全市“百亿级”产业，作为农业特色优势
产业、脱贫致富产业来抓，建立健全中
药材“种-储-加-销-研”全产业链，奋

力打造“雪峰山药谷”，筑牢防止返贫堤
坝。该市先后在20多个村实施中药材产
业扶贫开发项目。安江镇扶车村有一片
1400多亩的中药材基地，是该市委托湖
南新汇雪峰山药材种植有限公司实施
的省重点扶贫产业项目。仅这一家公司
就建立了 8 个中药材基地，帮扶贫困户
598户1816人实现稳定脱贫。

该市先后引进林泉药业、北京同仁
堂、长沙慧日生物等19家中药材加工企
业,投资建厂或建基地，推行“公司+基
地+农户”模式,发展中药材产业。同时，

重点培育金土地生态农业、雪峰中药
材、雪峰药业、潘多拉中药材等本市中
药材企业，并全力扶持白芨药材种植、
茂丰银菊等38家中药材合作社，实现了
在原产地办初加工的产业布局。由怀化
林泉药业有限公司承担的国家黄精标
准化项目，投资近1亿元,建成了1.1
万亩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180 亩
育苗基地和加工基地、占地 100 亩
的“怀化林泉药业中药材加工基
地”，形成了“山上种药材，山下初加
工”的生产经营格局。

打造全产业链，助力脱贫攻坚。目
前，该市中药材种植面积约10万亩，3年
来先后帮扶雪峰山片区贫困户 1226 户
3700余人实现稳定脱贫。该市先后获得
首批“湖南省中药材种植基地示范县”

“国家黄精标准项目”实施县等荣誉。

湖南日报 6月 4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唐书东 刘志军）5 月下旬，
祁阳县八宝镇香山岭易地搬迁安置点
的邓冬花家又迎来一件喜事，儿子的女
朋友上门来了。以前，邓冬花家住在偏
远的山上，31 岁的儿子因手指残疾，一
直没有女朋友。去年底，邓冬花一家4口
搬到新居，儿子在附近的扶贫车间上
班，没多久就找到了女朋友。

2016年以来，祁阳大力开展易地搬
迁扶贫工作，建设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

置点 25 个、分散小集中安置点 4 个，搬
迁1599户5512人。在省、市易地扶贫搬
迁年度考核中，该县连续 4 年被评为一
类县。

祁阳县努力把扶贫安置点打造成
为宜居的“精品小区”，让广大群众从

“要我搬”转变为“我要搬”。安置点选址
在水电路和通讯等基础设施齐全，就
学、就医、就业等配套条件较好，靠近集
镇或中心村的地点。安置规模以 20 至
50户的小规模安置区为主，避免因人多

导致配套设施难以保障。除完善道路硬
化、电力通讯、安全饮水等基础设施外，
该县还在小区内建设绿色小游园、停车
位、无障碍通道等；考虑到大家的生活
习惯，还集中流转土地分配给搬迁户，
作为各家各户的“微菜园”。潘市镇龙溪
村易地搬迁贫困户冯海花兴奋地告诉
记者，大家对搬迁后的新生活非常满意,
现在,房屋宽敞明亮,生活设施齐全,出门
可以坐车。

为使搬迁户搬得出、稳得住,该县支

持德辉公司、自然韵黑茶厂等龙头企
业，在安置点附近办厂，或在小区内创
办扶贫车间，为搬迁户提供就业岗位，
实现增收。八宝镇香山岭易地搬迁安置
点的马双喜以前在外面打零工，妻子在
镇上租房照顾上小学的女儿，两地分
居，收入也少。去年，他们搬到离镇上不
远的新居后，马双喜在附近的扶贫车间
务工，妻子在小区从事保洁工作，两人
加起来年收入有 5 万余元，还能一家人
团聚。

安置点成“精品小区”
易地扶贫搬迁户安居又乐业

祁阳县

湖南日报 6月 4日讯（记者 邹娜
妮 通讯员 朱华美 杨纹漪）5 月 27 日，
冷水江市泗元菌业有限公司，贫困户潘
应中和工友们正快速打包装箱，将刚采
摘的香菇发往娄底城区。这家菌业扶贫
车间，已形成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产
业链，带动280多名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近年来，冷水江把产业扶贫作为实
现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在推广农特产
业的基础上，努力打造“农产品种植——
特色深加工——市场服务配套”的农产

业脱贫链条，并通过“龙头企业+合作
社+农户”形式，将贫困户联结在产业链
上，实现经济效益、产业发展和稳定增
收的产业发展模式。冷水江成立现代农
业产业链办公室，创新建立“保底收购、
委托帮扶、股份合作、资产受益、吸纳就
业”利益联结机制；实施“能人回乡”工
程，建设农产品加工企业，延伸研发、种
植、加工全产业链；引导企业“上山下
乡”，发展休闲农业，全市已建成五星级
农庄等旅游主体 98 个，建成省级现代

农业特色产业示范园 5 个，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 37 家，带动 5000 多人脱贫致
富。

冷水江从生产、流通、消费三方面
发力，打通发展难点。在生产环节，因人
因户因村实施产业帮扶，重点培育发展
当地特色产业；在流通环节，构建县乡
村三级流通网络体系，政府部门、企事
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等与贫困地区建立

“农餐对接”“农企对接”“农社对接”关
系；在消费环节，强化产品质量监管，逐

步建成重点农产品溯源体系。同时，大
力发展电子商务，帮助贫困村网销当地
农特产品。

目前，冷水江已开设淘宝扶贫小店
207 个，14 个省级贫困村建起了电商综
合服务站，去年电商交易额逾 8000 万
元。该市采取措施，把特色农产品变成

“网红”商品，麻辣豆腐、牙签牛肉、黄
桃、杨梅、蓝莓、云耳等一批扶贫产品热
销，一大批贫困户成了基地老板、致富
带头人、企业员工。

打造“农产品种植-特色深加工-市场服务配套”农产业链条

“链”上发力拔“穷根”
冷水江市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王文）
近年来，长沙市不断加大公租房精准保
障力度，着力改善环卫、公交等公共服
务行业一线困难职工的居住条件，让稳
定就业的公共服务行业困难职工“住有
所居、安居乐居”。截至目前，长沙市共
为环卫、公交行业困难职工定向配租公
租房 3200 余套，解决了 5000 多名环
卫工人和公交司机的住房困难。

湖 南 巴 士 公 司 职 工 单 学 华 从
2015 年起就成为长沙市公租房保障
的对象。他租住的公租房位于岳麓区
谷山庭院，房子 47 平方米两室一厅，
厨卫配套齐全。关键是房租便宜，每平
方米 5 元的租金，加上物业费一个月
只用支付大约 300 元。从 2015 年至
今，仅湖南巴士像单学华这样住进公
租房的一线职工就有 448 人，被分配
到了岳麓区的谷山庭院、开福区的楠
熙筱苑、芙蓉区的合鑫苑以及雨花区

凤凰佳园。
为解决困难职工住房难问题，长

沙市先后组织开展了环卫工人、公交
司机住房状况调研，通过实地走访和
召开座谈会，摸清了环卫工人、公交司
机的基本现状以及住房需求等。

同时，长沙市充分考虑环卫工人、
公交司机工作特点以及通勤成本等因
素，通过在已建房源中调配、租赁市场
房源、购买等多种方式筹集定向供应
的房源，分配给项目周边的环卫工人、
公交司机居住；租赁富余的安置房作
为环卫工人、公交司机等困难职工稳
定、宜居的住所，让他们在长沙切实感
受到家的温暖。

5 月 26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
建设工作简报刊发专文，向全国推介
长沙市实施公租房精准保障着力改善
公共服务行业困难职工居住条件的工
作经验。

中药材全产业链“给力”
3700多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湖南日报6月４日讯(记者 张颐
佳)近几日，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街道
左岸社区十分热闹，鱼贯而入的群众出
门时都捧着一个“红本本”笑逐颜开。

该社区居民车午君说：“2004年，
她一次性付款购买了左岸春天小区
C1栋一套商品房，可房产证迟迟办不
到，这一等就是 16 年。”据了解，该小
区共有1190户，而和车午君情况类似
没有拿到房产证的居民共有630户。

社区党总支书记谢敏说，左岸春
天小区开发建设于2000年，分一、二、
三期陆续建设到2007年，是当时四方
坪片区首屈一指的高档小区。但因开
发商经营不善，既没有还清银行贷款，
也没有将业主缴纳的维修基金、契税
等资金如数上缴，导致小区业主无法
办理房产证。

房产证是老百姓的“定心丸”，为
了从根源上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在市、
区两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从2016年
起，开福区住建局牵头，联合街道社区

上门入户开展工作。
“有的家庭合同、发票、契税名字

不同。”
“有的房屋被转手几次，现在很多

‘三手房’业主资料不齐。”
……
经过调查，左岸春天小区有 20余

种“特殊情况”。社区按照“网签备案”
“票证齐全”“法院诉讼”等等不同方
法，3年多来已帮业主成功领取房产证
450 本。5 月 30 日，又成功出证 45 本，
并有 64 本房产证资料已经进窗在加
快办理中。

小小房产证，牵动千万家。长沙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根据从2015年起
的摸底调查，全市共有98729户因各种
问题导致的“无证”，市住建等部门按照
依法依规、民生优先的原则，集中化解
房地产办证信访突出问题，5年来已为
全市 96000 户群众解决“办证难”，房
产证遗留问题办证率超过97%，最大限
度地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左岸社区495户业主喜获房产证
长沙市5年来已为96000户群众解决“办证难”

长沙公租房精准保障
公共服务行业困难职工
5000多环卫工人和公交司机“住有所居”

“菜篮子”成“钱袋子”
6月3日，益阳市赫山区伏魔山村银桥有机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村民正忙着采摘苦瓜供应市

场。近年，该区采用“公司+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的有机蔬菜种植产
业，全区有机蔬菜年产值达1000万余元，使“菜篮子”成为当地百姓致富的“钱袋子”。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肖萍 摄影报道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3 200106 4 4 0
排列5 200106 4 4 0 2 0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颜石敦 罗徽 文娟 李赟

6月3日晚饭时分，临武县武水镇
坦葫新村，14 岁的文玉莲做好饭菜，
出门叫在外玩耍的弟弟吃饭。文玉莲
出门前叮嘱：“妈妈，你千万别出去，不
然我又找不到你。”

14岁的文玉莲是临武三中八年级
学生，她每天下午放学后回家要洗衣、
做饭，照顾妈妈和弟弟，忙得不可开交。

村里人都说“玉莲是个苦命的孩
子”，爷爷、奶奶年迈，妈妈杨美娟患有精
神病，弟弟还小。爸爸文道生外出务工，
照顾一家老小的重担落在文玉莲身上。

这些年，文玉莲一家借住在叔叔
家的旧房子里，靠亲戚帮衬生活。

杨美娟经常发病，有时连回家的
路都不认识。一次，文道生在外务工，
杨美娟突然发病离家出走。

“妈妈，你在哪里……快回家……”
文玉莲在村里寻找，焦急呼喊。乡亲们
纷纷帮助寻人，可找遍了整个村子也
不见杨美娟，大家决定把搜索范围扩
大到周边山上。

天黑路滑，文玉莲不知摔了多少
跤，手脚鲜血直流，但她不顾疼痛继续
寻找妈妈。2 个小时后，终于在一个山
沟沟里找到了冻得发抖的杨美娟。

平日里杨美娟的性格就像个孩
子，对文玉莲十分依赖，犯病的时候也
只有文玉莲能安抚得住。

文玉莲懂事得让人心疼，插秧、割
稻、洗衣、做饭，悉心照顾年幼的弟弟，
陪护患病的母亲……年幼的她像大人
一样支撑着一个家。

“风吹草不折，弱极而生刚。”即便
身处如此逆境，肩负如此压力，文玉莲
仍然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

文玉莲每天 6 时多起床，准备好
一家的饭菜，然后带上一玻璃瓶咸菜，
步行到 3 公里外的学校上课。下午放
学回家，她马上准备晚饭、收拾家里，
再抓紧时间做功课。

“小学六年她从未迟过到，旷过一
节课，布置的作业都能按时认真完
成。”文玉莲的小学老师文道雄说。

堂屋里文玉莲的奖状贴满了一面
墙，每一张都是她勤奋努力的见证，至
今她的成绩保持在年级前10名。

前不久，临武县一爱心企业主了
解文玉莲的情况后，捐赠了 1000 元
钱，并表示将一直资助她到大学毕业。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文玉
莲说，她的天赋并不算高，只能加倍努
力，如果条件允许，她希望考师范院校，
当一名老师，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老百姓的故事

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姜鸿丽 见习记者 卓萌

通讯员 宋雅婷）6月4日，记者从常德市柳叶湖清科基金
小镇了解到，2020 柳叶湖创投峰会定在 6 月 19 日至 20
日举行。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创投大咖、上市公司高管、
异地湖南商会会长等200多人，将齐聚柳叶湖畔，谋划产
业投资方向，用资本赋能，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本次创投峰会由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办，以
“资汇常德，投赢未来”为主题。与会创投大咖将围绕金融
投资激发强劲动能，科技创新促进城市转型；产业投资的
核心逻辑；资本赋能，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科技、资
本、生态一个都不能少等创投领域聚焦重点，碰撞思想的
火花。

今年是常德“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战略的上台阶之
年，与会嘉宾还将就产业立市的资本视角，从创新引领、
产业投资等专业角度，为常德发展献计献策。同时，峰会
还将发布常德市政府招商推介、常德最具投资价值企业
TOP20、基金小镇新型产业引导资金管理人招募，推介

“清科和德母基金”。

柳叶湖创投峰会下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