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4 民生 2020年9月24日 星期四
编辑/熊佩凤 美编/刘湘 校对/曾迎春

扫
码
看
本
报

更
多
精
彩
报
道

本报9月23日讯 中网巡回赛
（长沙望城站）正在月亮岛上如火
如荼地进行。记者今日获悉，曾连
续举办两年、 颇具浓厚人文色彩
和望城特色的长沙·望城国际铁
人三项赛，受疫情影响，今年将按
下暂停键。同时，记者也从长沙马
拉松赛事组委会获悉， 今年长马
大概率仍会进行。

自2018年创办以来，长沙望
城国际铁人三项赛已吸引来自
中国、德国、墨西哥等10余个国

家和地区的1600余人次参赛。仅开
办两年，目前就已成为国内参赛规
模最大的铁三赛事之一。9月22日，
2020长沙·望城国际铁人三项赛事
组委会通过赛事公众号宣布：虽然
我国疫情情况持续向好，但为了减
少公共资源的占用，确保大家的安
全，经过组委会与赛事各方长时间
沟通与交流后，最终非常遗憾地决
定暂停举办2020长沙·望城国际铁
人三项赛。

■记者 叶竹 通讯员 陈力 熊静

本报9月23日讯 今天上
午，由省卫健委、省医保局指
导的“湖南全民保”宣传会举
行。据了解，“湖南全民保”是
一款由政府指导的普惠型城
市定制化补充医疗保险，旨
在建立与“基本大病”高度互
补的第三重医疗保障。

“湖南全民保”由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主承， 中国太平
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参与， 在政府的指
导和支持下同步面向全省14
个市州统一发布，统一投保。

据介绍，“湖南全民保”
立足湖南省现有的医疗保障
体系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进行产品设计和定制， 并在
多个方面体现“惠民性”。一
是全省定制： 紧密衔接湖南
省医保， 专属定制补充医疗
保险；二是全民可保：无身份
限制，不限年龄职业，有医保
就能买； 三是惠民划算：300
万元高保额，一年低至49元；
四是特药无忧： 既往症可保
可赔，特药0免赔，新发既往
按比例赔；五是慢病福利：购
药折扣等8项增值服务。

“湖南全民保”在设计上

紧密衔接医保，扩展自费保障，
包含两项保障责任： 一是因疾
病住院医疗费用保障200万元，
保险期内， 被保险人在基本医
保定点医疗机构因疾病住院发
生医疗费用， 属于湖南省本级
或各地州市社会医疗保险规定
的医保范围内的医疗费用，经
当地医保报销后， 应由其个人
自付的费用， 年免赔额2万元
（长沙基本医保参保人2.5万
元）赔付比例80%；二是恶性肿
瘤自费药品费用保障100万元，
保险期内， 被保险人经指定医
院的指定专科医生开具处方，
在指定医院或指定药店购买符
合《湖南全民保恶性肿瘤自费
药品支付范围》的药品，年免赔
额 0元 ， 新发患者赔付比例
80%，既往患者赔付比例10%。

此外，“湖南全民保” 还为
湖南参保人遴选了36种治疗糖
尿病、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
药品，参保同时即可享受全年8
折购药优惠。 参保人还可享有
包括特药直付及配送、 海南博
鳌乐城就医、 临床试验申请服
务、癌症基因检测服务、慢病服
务-康付卡等多项增值服务。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曾勇鹏 实习生 龙飞鹏

本报9月23日讯 今天上午，
湘西世界地质公园揭碑仪式在
湘西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永顺
县芙蓉镇）举行。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驻华代表宣布湘西地质公
园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地质公园网络并授牌。

今年7月7日，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执行局第209次会议通过决
议， 中国湘西地质公园被正式列
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 成为
我国第40个世界地质公园， 继老
司城世界文化遗产后， 神秘湘西
再添世界级金字旅游招牌。

湘西世界地质公园总面积
2710平方公里，由南至北纵跨湘
西州7个县市，包括矮寨、天星山、
芙蓉镇、红石林、十八洞、吕洞山、
洛塔7个园区， 总面积 2710平方
公里。

公园以岩溶地貌景观为主
体， 是全球喀斯特中最具科学价
值、 地学价值、 美学价值区域之

一， 完整记录了湘西地质历史演化
过程，总体呈现四大特色：全球寒武
系标准层型剖面———古丈阶与排碧
阶“金钉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红
色碳酸盐岩石林； 蔚为壮观的高原
切割型台地-峡谷群； 岩溶地质生
态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典范。

据介绍，今年以来，湘西州围绕
中国湘西世界地质公园保护利用，
建成了湘西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
并利用疫情期间游客较少的时机，
积极推进全州旅游基础设施、 服务
设施提质升级，投入资金20多亿元，
完成了矮寨5A景区、 凤凰古城、芙
蓉镇、边城、乌龙山等一大批景区提
质改造。

当天上午， 湘西州还发布了湘
西全域旅游“十大”美景、湘西世界
地质公园“十大”美景，公布湘西世
界地质公园摄影大赛、 抖音大赛结
果， 并抽取了湘西全域旅游卡获奖
名单。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廖静旋

本报9月23日讯 记者
今日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
地质灾害防治“两库两预警
两提升”工作已启动，将建设
农村房屋地质灾害隐患库、
城镇开发边界内重点地质灾
害隐患库, 基本查明农村房
屋和人口聚集区受地质灾害
威胁情况； 分类实施综合性
监测预警系统、 普适型监测
预警系统；提升农村群众地
质灾害自我防范意识以及
地质灾害预警预报能力。计
划用4年时间， 实现农村房
屋地质灾害隐患“识别到
户”、防治措施“宣传到户”、
发灾风险“预警到户”，坚决
杜绝群死群伤，全力减少人
员伤亡。

根据方案， 湖南将分类

划分风险房屋， 调查隐患风险
底数。针对不同风险等级房屋，
在湖南省地质灾害防治综合
信息平台分别建立农村房屋
地质灾害隐患库和城镇开发
边界内重点地质灾害隐患库。
按照“一房一卡”的要求，每栋
受威胁房屋建立地质灾害风
险档案，并制作通俗易懂的明
白卡宣传发放。

根据“两库”数据，对各市
县需要安装监测设备隐患点
（风险区）进行调查摸底，制定
总体监测方案。 针对全省特大
型和大型隐患点， 部署专业监
测设备，开展数据采集、自动存
储传输、综合分析和精准预报、
实时预警等综合性监测预警。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刘泉子 陈瑜玲

“全民保”来了：49元起，最高保障300万
湖南人专属补充医疗保障产品 即日起可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线上投保

链接

投保请扫二维码
即日起， 符合条件的湖南省基

本医保有效参保人员可扫描右方二
维码，或通过官方投保平台“湖南全
民保”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投保，投
保时间截至11月30日。 需为员工购
买“湖南全民保”的企业，可通过关
注“湖南全民保”微信公众号→参保
入口→企业参保预约， 进行团体的
参保预约。

4年摸清全省农村风险房屋底数
实现地质灾害隐患“识别到户”“预警到户”

纵跨7县市，包括矮寨、十八洞等7个园区

湘西世界地质公园
在芙蓉镇揭碑

长沙·望城国际铁人三项赛按下暂停键
今年长马大概率仍会进行

本报9月23日讯 9月23
日晚， 洋湖水街品牌发布会
在洋湖水街项目街区中广场
举行。 洋湖水街紧邻洋湖国
家湿地公园， 项目总建筑面
积9.9万平方米， 以清末民初
建筑风格为主基调展示老长
沙历史风貌，将于9月28日正
式开街。 届时长沙市民可以
在此看到福文化殿堂“五福
堂”、 湘剧表演地“九门戏
楼”、湖湘历史文化精髓“洋
湖书院”，并且品尝到陕西马
嵬驿小吃、王府井小吃、成都
名小吃等多种美食。

洋湖水街位于长沙潭
州大道西侧，紧邻洋湖国家
湿地公园，项目以“一水、两
岸、三街、三岛、九巷”构建
诠释当时湖湘特色民俗文
化，规划了演艺岛、儿童岛、
民宿岛三大主题特色岛屿，
古韵商街、清闲后街、风情
水街三条主街贯穿项目五
个区位， 划分出九条街巷。
洋湖水街涵盖餐饮美食、休
闲娱乐、精品零售、文化体
验、旅游配套五大精品特色
业态，内有饭店、酒吧、游乐
园、茶馆、VR科技会馆等休
闲娱乐项目。

作为洋湖片区文旅产业
的组成部分， 洋湖水街北接
岳麓山脉，西连科技园，南承
大王山旅游度假区， 与省府
板块隔江相望， 一小时城市
经济圈覆盖长株潭及6个地
州市，占据“四通八达”的区
位优势。洋湖水街的建成，为
周边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休
闲生活提供了崭新的空间，
也进一步提高了洋湖生态新
城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记者 周可

洋湖水街
28日开街
感受清末民初老长沙

▲洋湖水街效果图。▲

洋湖水街内景。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