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1版）

机关外迁
4月13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宣

传部在凤凰县举行了媒体座谈会。新华社、中
新社、《湖南日报》等10多家媒体参加。

“‘门票经济’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一旦旅
游的产业经济发达后， 凤凰也会走取消门票
收费的路子。”赵海峰说。

有记者问， 为何不采取管住旅行社的模
式。

赵海峰解释道：“湖南的旅游采取的是
‘无缝对接’，也就是组团旅行社来湖南后，不
需要地接旅行社， 所以外面的旅行社凤凰县
是无权过问的。”

有记者问，为何不采取“丽江模式”———

将80元古城保护费含在住宿费里。
赵海峰进一步解释道：“一则国家已不再

允许这种办法，二则凤凰与丽江情况不同，到
了丽江必住丽江，而凤凰距自治州的吉首、怀
化的麻阳、贵州的铜仁，高速公路都只要20到
40分钟的时间， 势必出现把钱用在别处而把
垃圾留在凤凰的怪现象。从去年6月12日至11
月底，采取只管团队而不管散客的做法，收效
甚微。目前这一模式，或许是最好的模式，我
们也在摸索。”

据介绍，自实行旅游“新政”以来的4天，
共售出门票26116张，门票收入351.88万元，均
同比增长30%左右。

据了解，为推动凤凰古城旅游的整治整合，
早在去年，凤凰县就成立了旅游协会，下面设了
6个分会———家庭客栈协会、餐饮协会、商铺协

会、酒吧协会、宾馆协会和旅行社协会。
而为打造凤凰古城旅游， 凤凰县启动了

机关单位从古城里向外搬迁的工程。 在严禁
建设楼堂馆所的时下，4月8日，国家发改委正
式批复凤凰县的报告， 同意凤凰县将56个在
古城中的机关， 全部搬迁至县城西边的红旗
新区。凤凰古城的核心旅游观光及服务区，将
由现在的0.93平方公里，增加至1.7平方公里。

转型升级
此次旅游“新政”，触及利益最大的有四

大群体：家庭客栈、古城商铺、拉客人员和沱
江下游农家船。

在采访中得知，770名拉客人员， 从去年
开始，对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员进行了培训，其
中308名已具备民族旅游的知识讲解资格，将

逐步解决岗位问题。
家庭客栈则将由政府帮助协会， 分区域

进行评估，建议组成多个联盟，然后与旅行社
对接，解决游客住宿问题。

168条农家船，分属于沱江镇的杜田和绵
寨两个村，现已达成组建公司的共识，并由大
家自主选出公司领导班子。 县里将在这一区
域加大投入， 新打造一个全新的旅游品
牌———“沱江夜游”，政府将以投资入股，力争
每年为“沱江夜游”输送50万游客，且一旦时
机成熟，政府所占股份，将全部转送给两个村
里作为集体经济。

王一珍说：“新的政策带来的是暂时的阵
痛，政府正在扮演非常好的角色，帮助客栈和
农家船等利益相关群体转型升级，新政策最终
会给大家带来好的收益，达到多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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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本报4月14日讯 （隆清泉 何锦凤
杨卫军 蒋剑平） 新邵县严塘镇峡江村村
民何能生患支气管炎， 近日到镇卫生院住
院治疗，总费用742.45元，扣除起付线150
元，其余全由新农合报销。他高兴地说：“这
次看病有3个想不到： 一没想到费用这么
少，二没想到报销比例这么高，三没想到卫
生院条件这么好。 ”

近年来，新邵县新农合补偿水平不

断提高，惠及千家万户。 农村五保户县
内住院基本医疗费用全免，农村孕产妇
县乡住院分娩基本医疗费全免，参合农
民住院规定费用以下医疗费用除起付
线外全额报销，将重大疾病扩大至30种
并进一步提高补偿水平。 去年，全县获
新农合补助的参合农民达86万余人次，
共补偿2.1亿多元， 其中10人获得封顶
线10万元补偿。 今年，新农合筹资标准

提高到每人 340元， 农民参合率达
97.99%。

同时， 新邵县积极争取项目及资
金，加快城乡医疗卫生统筹发展。 近几
年，共争取中央投资项目15个，对县人
民医院、13个乡镇卫生院和县卫生监督
体系进行了改建，总投资9098万元。 还
想方设法筹资，为所有乡镇卫生院和村
卫生室完善设备。 大力培养和交流卫生

人才，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医护人员。
2011年开展公立医院股份制改革，邵阳
正骨医院成功改制为正大邵阳骨伤科
医院；去年，县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为二
甲医院。

从2009年起， 新邵县还实施了10项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建立了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 让百姓共享优质医疗服务，真
正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

本报4月14日讯（通讯员 刘
再丽 廖鹤松 彭诗君 记者 贺
威 ）“身边的感动节目我收看了
好几期，我要推荐村里的保洁员
周清和。 ”今天，涟源市茅塘镇永
福村村民打电话，为“身边的感
动”节目提供线索。

涟源市于今年3月启动“发
现身边的感动”活动,目前共刊播
“身边的感动”节目6期。 省“金牌
义工”、 涟源市国税局退休干部
肖光盛连续22年为公益事业共

募集善款414万元； 涟源九中退
休教师谭显亮在市实验学校门
口当义务交通指挥员5年； 白马
镇泉塘村计生专干戴珍华12年
如一日为育龄妇女、 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默默奉献……

涟源市各媒体开通热线电
话、 电子邮箱等推荐平台后，得
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
响应，群众参与热情高涨。 目前，
涟源市共接收到群众推荐电话
120余个，电子邮件80余封。

株洲市中医伤科医院
跻身“最高级”

同类医院全省唯此1家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毕亚炜）今天，记者从省卫生厅获悉，经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批准， 株洲市中医伤科医院日
前成功晋升国家三级甲等中医专科医院，跻
身全国8家三级甲等骨伤专科医院之列，成为
我省同类医院唯一获此殊荣的医院。

据了解，三级甲等医院是国家医院等级评
审的最高级别，是对医院医疗质量、医疗安全、
服务能力等软硬实力的全面反映。

目前， 株洲市中医伤科医院开展中医特
色服务项目达43项，中草药、中成药处方数占
总处方数比例超过70%， 先后获得省部级科
技成果两项、国家发明专利8项，是国家中医
重点专科———肋骨骨折病种诊疗方案制订牵
头单位和省“十一五重点骨伤专科”医院，被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列为国家重点骨伤科建设
项目。

小病不出乡 大病不出县

新邵百姓共享优质医疗服务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11日下午， 涉嫌在洞庭湖违法修筑矮围的挖
机司机郝某某的挖机被扣， 已被岳阳县水务
局立案调查。

矮围是人工在湖中修建的堤坝， 承包人
采用迷魂阵、电打鱼、放水捕捞等方式非法捕
捞。 4月10日中午，杨湘波等5位渔政执法干部
巡湖至东洞庭湖下红旗湖水域时， 发现郝某
某未经水务部门批准,正利用水陆挖机在湖洲
上筑堤。 经现场勘察，挖机在洞庭湖上已筑堤
404米。 因涉嫌非法修筑矮围，执法人员将挖
机查扣。

一挖机在洞庭湖
违法修筑矮围被扣

4月14日， 保靖县葫芦镇黄金村的村民在茶厂内制作新茶。 近年， 该村兴建茶叶加工厂， 年产茶叶25000多公
斤， 村民在村里打工也能获取每人3000元的月收入。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涟源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刘
凌 通讯员 林湘 郑席法 陈珍）
今天， 浏阳市委组织部发布公
告： 面向全国引进70名高层次
党政人才， 其中博士生10名，
“211” 工程院校毕业生60名。

浏阳此次人才引进选用岗
位涉及园区和环保、 水务、 交
通、 财政等市直单位。 对于试

用期考核合格的引进博士生，
可根据本人意愿解决浏阳市直
单位事业编制， 享受单位同类
人员同等待遇， 也可根据本人
意愿， 实行政府雇员制， 年薪
10万元。 引进的紧缺性专业人
才试用期考核合格者， 解决市
直单位事业编制， 享受单位同
类人员同等待遇。

浏阳面向全国招博士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陈
永刚 ）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交通
运输局了解到， 为解决泰禹家
园、 木莲花苑小区居民和泰禹
小学师生公交出行问题 ， 填补
木莲东路、 香月路公交线路
空白 ， 从本月 18日起 ， 长沙
公交121路将延伸至泰禹家园

小区。
121路公交车原为长沙火车

站至上白沙湾(省医药学校)， 线
路延伸后， 公交仍从长沙火车
站发车， 按原线至沙湾路省医
药学校后延伸， 从 (直行 )沙湾
路、 (右转)木莲东路、 (左转 )香
月路延伸至泰禹家园小区。

长沙121路公交线路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