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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阴转小雨 7℃～20℃
湘潭市 多云转中雨 11℃～22℃

张家界 阵雨转小到中雨 5℃～15℃
吉首市 小雨转小到中雨 4℃～16℃
岳阳市 阵雨转中雨 5℃～16℃

常德市 小雨转小到中雨 3℃～16℃
益阳市 多云转小到中雨 3℃～21℃

怀化市 阵雨转小到中雨 6℃～14℃
娄底市 阵雨转小到中雨 4℃～20℃

衡阳市 晴转多云 8℃～24℃
郴州市 多云转阵雨 9℃～25℃

市州新闻

株洲市 多云 14℃～24℃
永州市 多云转小雨 9℃～23℃

8
长沙市
今天多云转阵雨，明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
南风 ２～３ 级 10℃～19℃

２０13年2月28日 星期四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邓明 李秉钧
通讯员 贺茂峰）2月25日， 郴州市正式出
台关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五个严禁”的
规定，即严禁超限审批、严禁违规有偿服
务、严禁索拿卡要、严禁乱检查乱收费乱
罚款、严禁损害施工项目环境，全面打响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攻坚战。

为落实好“五个严禁”，郴州市今年将

深入开展“发展环境整治年”活动，重点规
范涉企检查行为、 专项治理市场中介领域
突出问题、提高行政审批效能、深化政务公
开与加强政务服务、 搞好网上政府服务和
电子监察平台建设与应用、 改革公共资源
交易、建设平安环境、优化产业园区发展环
境、建立发展环境监测评价体系等。 对违反
规定的， 将对直接责任人员和负有领导责

任、主要领导责任的人员进行问责。 需要追
究纪律责任的， 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
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同时，从严改进文风会风，确保全市会
议和文件总量均比去年减少50%以上。

据了解，去年，郴州市强力开展作风
大整顿，出台了进一步加强工作作风建设
有关规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作风问责暂

行办法、“五个一律免职”等，狠抓干部作
风建设。 全市因作风问题，问责处理干部
2229人，免职105人。

郴州市委书记向力力表示，只有持续
开展扎实有效的整治活动，才能真正推动
作风大转变、效能大提升、环境大优化，不
断营造让投资者和人民群众都满意的经
济发展环境。

“五个严禁”优化经济环境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徐
佳 龚琳）今天中午，岳阳市
公安局岳阳楼分局人口与
出入境办证大厅内，72岁的
市民何贤述不到3分钟，就
办完了出境证件手续。 他好
高兴：“民警利用休息时间
为民服务，我很满意！ ”

新年上班后，岳阳楼区把
“为民务实清廉” 教育实践活

动作为“新年第一课”，举行了
千名干部宣誓、签名仪式。 岳
阳市政协副主席、岳阳楼区区
委书记李可波，区长秧励结合
党的十八大精神宣讲，邀请专
家上如何做好群众工作的党
课， 强化干部为民服务思想。
该区同步启动了“百个部门联
社区，万名干部进家庭”活动，
干部纷纷下基层进社区，为群
众排忧解难。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王玖
华 陈海安）近日，在双峰县
1000多名社会各界代表参
加的综合测评大会上，为全
县67个县直单位、78个重点

股室、93个项目村排名。
经过测评， 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等6个单位和3
个村委会分别获得综合测评
标兵单位。中石油双峰支公司
被评为“服务发展最差单位”。

本报2月27日讯（通讯员 韩章 记者 王晴）本报2
月9日2版《他确保18位乘客安全》一文报道司机涂小兵
在生命最后一刻的义举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2月26日，雨雾蒙蒙。 岳阳市文明办、岳阳县委县
政府及涂小兵生前好友百余人，冒雨前往岳阳县殡仪
馆，为涂小兵送别。

涂小兵事后被医院认定为突发心肌梗塞致死。 出
生于1978年的涂小兵，在荣家湾读完初中后，以优异
的成绩考入岳阳县一中。 考虑到父亲下岗，母亲又没
有工作，父母供他和妹妹两人读书，生活压力沉重，涂
小兵在读完高二后就辍学。 邻里评价涂小兵，人缘和

口碑很好，非常乐于助人。 小区内有老人需要买米和
换液化气都会要小兵帮忙，而他总是乐此不疲。 妹妹
在外打工，家里的粗重活儿，涂小兵全包了。

涂小兵有一双年幼的儿女， 母亲多年来疾病缠
身，2010年患脑溢血，用去医疗费用10多万元，至今尚
欠6万多元债务。

受涂小兵义举的感动，2月26日，湖南十三村食品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国武带着两名爱心志愿者匆忙从
临湘赶到岳阳县荣家湾镇，掏出1万元现金，交给涂小
兵的妻子陈雪。 岳阳兴达快运公司法人徐大亮也承诺
为陈雪提供工作岗位。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陈鸿飞 朱章安
通讯员 邹爱民 江勇 李英姿） 衡阳市南
岳区南岳镇兴隆村村民谭庆生，因患高血
压，2月16日至22日在镇卫生院住院治疗，
总费用515.54元，扣除起付线150元，其余
全由新农合报销。他高兴地说：“以前报销
85%，现在起付线以上费用全报了。”

去年，南岳在扩大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等方面，连出
组合拳。区里安排资金，将企事业单位老

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 将先天性心脏
病、 白血病等8大类20个病种纳入重大疾
病救助范围， 将救助对象从城乡低保户、
五保户、百岁老人扩大到低收入家庭中重
病、重残者和60岁以上老人。同时，将城镇
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每人每年财政补助标
准提高到240元，并在城乡推行低保、五保
户住院医疗一站式结算。至今年2月中旬，
全区城镇居民医保参保率85%，农村居民
新农合参保率达99.19%。

为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南岳去
年推出新政策， 参合农民在县级及以下医院
住院自付150元， 其他政策内费用由新农合
全部补偿， 并将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范围扩大
到村卫生室。目前，全区所有乡镇卫生院、政
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全部配
备和使用基本药物，实行零差率销售。区里
还安排专项资金，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政
府打包“埋单”形式，免费提供给城乡居民，
先后建立起居民健康档案、计划免疫、孕产

妇保健、老年人保健、慢性病患者管理等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并首次为老年人发放免
费体检卡6000余张。去年，该区财政医疗卫
生支出比上年增长28.62%。

本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再给我推荐几个新品种吧！”最近，记者与宁远县农业
局局长黄生鸿、 总农艺师陈同旺来到该县水市镇水市村种
粮大户唐义成家，唐义成顾不上客套，开口请求。

见记者一脸不解，唐义成打开话匣子：“去年开春，县农
业局农艺师王太贵上门向我推荐水稻深优9586新品种。当
时，我半信半疑：真能增产5%至10%？于是，我把包租的300
亩水田其中50亩分别种上深优9586、广两优1128、红良优5
号、C两优608进行对比。结果，深优9586分蘖力强、抗性好、
结实率高、产量高、米质好，平均亩产602公斤，销售价还高
出1元/公斤。晚稻我全部种深优9586，最高单位亩产达到
626公斤。”

“种植新品种，遇到的困难不少吧？”记者问道。
“那确实，但在县农业局的跟踪服务下一一得到化解。

为解决我资金短缺的难题，他们免费提供早中稻稻种，赊给
钾肥和尿素。因为劳力不够，晚稻育秧错过了6月25日前的
最佳时间，7月5日才播种育秧。以致9月20日至25日低温天
气时，晚稻还没齐穗，我当时那个急啊！得知消息，农业局立
即组织技术员叶面喷施谷粒饱。总算有惊无险，结实率80%
以上。”唐义成的话里充满感激之情。

“去年的收入怎么样？”记者接着问。
“品种优质、科技服务贴心，收入比我年初预算多了这

个数。”唐义成伸出3个手指，说：“将近3万元。”
“老哥，今天我们正是来给你说种田的事。今年，我们还

推荐你种深优9586。 但科技服务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全
县将全面实行技术人员联系种植户的‘保姆’式服务。”黄生
鸿对唐义成说：“你放心好了，只要有优良品种、新技术，我
们会及时推广。”

“好，今后种田我们更有信心了！我要把种植面积扩大
到400亩。” 唐义成笑
着说。 记者在基层

南岳区 20病种纳入重大疾病救助

“今后种田更有信心了！”

岳阳楼区上好“新年第一课”

双峰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排名次”
中石油双峰支公司被评为“服务发展最差单位”

涂小兵义举感动岳阳

2月27日，
麻阳苗族自
治县“花灯艺
术之乡”———
石羊哨乡岩
落寨村，举行
烧花灯别新
年活动。走村
串寨送福闹
春的花灯艺
人，告别今年
的花灯送福
活动，开始春
耕生产。
蒋光禄 摄

郴州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刘凌 通讯员 张凯博）“以前
自己去镇上办证明要花十几块钱车费， 有时候搞不清手
续还要跑几趟。现在有了代办制就方便了!”今天，长沙市
岳麓区雨敞坪镇新卯村群众事务代办员为村民王建华送
来户口迁入审批表时，王建华不禁发出由衷的感叹。

今年，岳麓区在镇、村推行群众事务代办制，将财政、

民政、计生、卫生、公安等52项与村民密切相关的事项列
入代办范围， 在镇、 村两级组建了责任心强的代办员队
伍。同时，镇政务服务中心还在机关大院设立了便民服务
中心， 明确每周二和周五为村代办员到镇便民服务中心
的集中代办日。推行群众事务代办制以来，岳麓区各级为
老百姓代办服务4680次，问题解决率达86%。

岳麓区“群众事务代办制”服务到家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2月 27日

第 2013051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207 1000 207000

组选三 237 320 75840
组选六 0 160 0

6 67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117886
0 6387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28
736
8236

6
16
143

2801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5290
102648

320
2104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3年2月27日 第2013022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1 1103 06 13 24 26 28

本报2月27日讯（记者 肖
军 通讯员 杨家深 ）2月24
日，怀化市贺新春闹元宵摄
影艺术作品展览现场———
香洲广场热闹非凡，数千市
民赶来观看。 他们见到一桩
新鲜事：给摄影家颁奖的是
来自通道侗乡的两位农民，
而不是一旁的市领导。

农历正月初二， 怀化市
摄影家协会组织50多名摄影
家和摄影爱好者， 赴地处湖
南、贵州、广西三省区交界的
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乡平
寨、上岩两个侗族村寨，参加

当地一年一度的“月地瓦”采
风摄影创作活动， 并从征集
到的作品中精选出一批进行
展览和奖励。 得知“穷乡僻
壤” 的民俗摄影作品将登上
“大雅之堂”展出，采风主场
地村民很高兴，推荐杨进余、
陆俄权两位村民专程来怀化
参加活动。

2月24日上午，50多件令
人“眼亮”的摄影作品在怀化
市区展出。 颁奖仪式上，两位
身着民族服装的村民走上台
去，将获奖证书颁发给纪录他
们身边精彩瞬间的摄影家。

侗乡村民给摄影家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