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4日， 湘潭市岳塘
区， 竹埠港老工业区重点建
设项目荪湖生态公园绿意盎
然。 该项目有效改善了荪湖
生态水系生态环境、 提高了
区域内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
指数。

记者 辜鹏博 摄

湘潭县射埠镇科协主席邓述东
已从事农业技术服务工作27年。这
位今年47岁、土生土长的“田秀才”，
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 他培育的
富硒五彩稻获国家金奖， 他研究的
稻米降镉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他探索的再生稻高产栽培技术在全
县推广， 他提出的秸秆种菇变废为
宝解决了稻草焚烧问题……

邓述东先后获评中国科技创新
领军人物、科普中国最美乡村科技致
富带头人、全国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先
进个人等。 在我省4月启动的脱贫攻
坚一线干部考察中，邓述东获得好评。

“一亩田脱贫”

7月22日，大暑。记者见到邓述
东时， 他正在湘潭县易俗河镇友谊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楚松林家的农田
里，查看水稻生长情况。

“去年加入述东老弟的‘一亩田
脱贫’，赚了2万多元。今年水稻长势
不错， 收益会更好！”58岁的楚松林
咧嘴笑着说，“如今， 左邻右舍都找
我‘取经’，村里还有三十几户老乡
想加入进来嘞。”

什么是“一亩田脱贫”？事情得
从2017年说起。

这些年，邓述东沉在田间地头，
取得一系列成果。2017年， 他琢磨
着能不能利用自己的成果， 开发一
种投入低、效益高、易操作的种植模
式，带动村民脱贫致富？

说干就干， 邓述东一头扎进试
验田里。“他把工资的80%用于农田
试验和外出学习考察。”跟着邓述东

学技术的贺进军说。
经过日复一日的反复实验，邓

述东创新探索出“一亩田脱贫”模式。
“简单地说， 就是采取包种子、

包技术、包服务、包回收、包利润的
‘五包’机制，带领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种植优质特色水稻， 秋收后利
用稻草做覆盖物， 露天培育赤松
茸。”邓述东解释道，“每户贫困户只
要经营一亩田‘水稻+赤松茸’，年
纯收入可达1万元以上， 可使1户2
至3个人的贫困户脱贫。”

“以五带一集资助弱”

“一亩田脱贫”，让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搭上了科技脱贫“快车”，但那
些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怎么办呢？

邓述东又提出“以五带一集资
助弱”的扶贫模式，即从销售水稻、
赤松茸的利润中， 提取一定比例资
金作为扶持资金，5户可帮扶1户无
劳动能力者脱贫。

为此，邓述东算了一笔账：按照
稻米每600公斤提120元，赤松茸每
2500公斤提1000元计算，每亩可提
1120元。如每户种1亩，则5户共可
提取5600元， 可以使1户无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脱贫。

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湘潭县组
建了专门的服务团队。邓述东带着团
队四处奔波，想尽办法打通了上海、北
京、广东等地的销售渠道，产品还远销
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

2018年，“一亩田脱贫”模式获
得湖南省公益创投大赛金奖。去年，
获得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创新创业
大赛铜奖和中国科技创新成果奖。

目前，“一亩田脱贫” 模式在湘
潭县、湘乡市30个村推广实施，已累
计帮扶1316户贫困户脱贫，带动30
多个贫困户发展成种植大户。

■记者 肖畅 通讯员 胡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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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4日讯 近年
来，个别党员干部热衷传播网
络谣言，网上违规行为时有发
生。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党
员干部的网络行为必须受到
纪律的严格约束。为进一步严
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营造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今日，
记者获悉湖南省纪委监委就
规范我省党员干部网络行为
制定“十条戒律”。

一、不准散布传播违背党
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
央、省委决定的信息；

二、不准制造、传播谣言特
别是政治、人事谣言，杜撰、散
布所谓内部消息和小道消息；

三、不准泄露、扩散应当
保密的内容或者其他尚未公
开的事项；

四、不准发布、传播违背
社会公序良俗的信息；

五、不准利用网络平台搞
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拉帮
结派；

六、不准利用网络红包、转
账支付等功能进行权钱交易；

七、不准利用网络平台捏
造事实、编织谎言，对他人进
行诽谤、诬告和人身攻击；

八、不准利用网络平台从
事非法营利活动；

九、不准擅自以职务身份
在微博、微信、网络直播、论坛
社区等境内外网络平台注册
账号；

十、不准利用网络平台从
事其他与党纪党规、法律法规
相违背的活动。■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殷宇璐

@党员干部，上网这10件事不能做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省纪委监委制定“戒律”，规范网络行为

本报7月24日讯 通过大
数据分析比对，寻找可疑数据
信息再上门核查，改变了过去
“大队伍” 式的监督检查……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医保局获
悉，2020年该局借助国家医保
局“两试点一示范”基金监管
方式创新试点的契机，建立医
保基金“不能骗、不敢骗、不想
骗”的约束惩戒机制。今年上
半年，市本级通过智能监管系
统审核扣付违规单据数5413
张，拒付医保基金214.39万元。

截至今年5月， 长沙市职
工医保、 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
数分别达272.78万人和479.18
万人，定点医药机构突破4000
家。怎样实现有效监管？今年，
长沙市医保局首次探索实施
“行刑衔接”“政企协作”“警企
协作”的联合打击机制，与市
公安局刑侦支队、 科技公司签
署三方合作备忘录，建立“反医

疗欺诈大数据实验室”，分析医
疗欺诈可疑信息，为医保、公安
提供线索和决策支持。

市医保局通过定期对部
分医院的就医人次、就医费用
情况进行分析录入，形成医保
监管数据的整体思路，改变了
过去“大队伍”式的监督检查，
实现了先通过数据统计及分
析比对，寻找可疑数据信息再
上门核查。

公安机关在长沙市医保
局设立工作联络室，专人驻守
联系，第一时间介入医保违法
案件调查。市医保局与市场监
督管理局、卫生健康委签订部
门合作备忘录，就部门联合监
管、线索互移、联合惩戒等建
立工作机制，真正实现“一案
多查、 一案多处”， 让违法者
“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记者 李琪
通讯员张一叶实习生孟凡佳

长沙建约束惩戒机制
斩断医保诈骗“黑手” “一亩田脱贫”路上

村民搭上致富“快车”
记湘潭县射埠镇科协主席邓述东

老工业区
变身生态公园

本报7月23日讯 今天在
株洲市召开的全省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创建文明行业
暨“厕所革命”推进会，对全
面推进城镇“厕所革命”作
出部署，提出了今后3年的目
标任务。

根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印发《关于推进“厕所革
命” 提升城镇公厕建设管理
和服务水平的通知》，将坚持
“布局合理、设施配套、建管
并重、方便群众”原则，通过
“新建一批、改造一批、提升
一批”方式，争取2020年全
省城镇 [指城市和县城（城
关镇）] 消除旱厕， 到2021
年、2022年全省城镇公厕平
均设置密度分别达到每平
方公里3座、4座， 建立以附
属式公厕为主、独立式公厕
为辅、移动式公厕为补充的
城镇公厕网络格局。全面提
升城镇公厕建设管理和服
务水平，鼓励社会厕所对外
开放， 公厕设施配套和服务
功能基本完善， 基本满足居
民如厕需求。

会议指出， 各地要开展
公厕现状普查， 全面摸清底
数；编制“十四五”环境卫生
设施专项规划， 将城镇环卫
公厕作为重点内容； 集中消
除一批群众反映突出、“脏乱
差”严重的厕所，创建一批示
范厕所；优化厕位供给结构，
提高女性厕位比例， 人流集
中场所的女性和男性厕位的
比例不小于2∶1， 其他场所
比例可为3∶2； 城镇公厕要
坚持“三分建、七分管”，健全
长效管理机制。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曾铮 彭胤武

每平方公里
建公厕三至四座
湖南全面推进
城镇“厕所革命”

本报7月24日讯 记者今
天获悉，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日前印发《12336�自然
资源违法线索微信平台有奖
举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
利用自然资源部12336微信
平台对长沙内五区行政区域
内自然资源违法行为的举报，
可获奖励，该局通过进一步提
高12336微信举报平台的使
用率和覆盖面，以有效营造全
员参与、 全民监督的浓厚氛
围。

《办法》规定，举报人依法
通过微信实名认证后， 关注
“12336�自然资源违法线索举
报”微信公众号，按照提示要

求，提交相关信息，向相应的
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举
报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违反土地、矿产资源法律法规
的违法线索，对举报内容经核
查属实且符合有奖举报条件
的， 每次给予100元至300元
的奖励。

有奖举报具体违法行为
包括：违法批地、违法占地、违
法转让土地使用权、 破坏耕
地、其他土地违法行为；违法
勘查，违法开采，违法批准探
矿权、采矿权，违法转让矿业
权， 其他矿产资源违法行为。
实施举报奖励过程中，将对举
报人的个人信息严格保密。
■记者陈月红通讯员刘玉秋

通过“12336”微信平台
举报违法批地等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