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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公司为103位员工发放5
月份工资共25.5万元，大部分员工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6月20日，城步天元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布闻介绍道。

该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集
粮食果蔬种植、畜禽生态养殖及农产品
生产、加工、销售、科研于一体的综合性
生态发展企业。近年来，该公司成功探
索出“公司+电商平台+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电商扶贫模式，形成了以自主
品牌“三碗客”为主导的系列生态农产
品营销网络，开启了城步苗乡扶贫产业
发展的“加速器”，助力苗乡脱贫攻坚。

让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

“致贫，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自我发
展能力。脱贫，当以产业为根。”肖布闻
介绍，为带领苗乡群众脱贫致富，公司
采取统一种苗、统一技术、统一收购的
办法，组织引导白毛坪、兰蓉、长安营、
儒林、汀坪、威溪等9个乡镇21个村的
贫困农户发展林下经济，生态养殖城步
高山乌骨鸡。2016年，与京东、惠农网
等知名电商平台成功签约，在线上开启
同步销售高山乌骨鸡，为农户共增收

500 万元，惠及贫困人口 2000 余人。
2017年，在长沙和宁乡增设两个购物窗
口，全年为农户增收 619 万元，惠及贫
困人口达2300余人。

儒林镇白云湖村大木山盛产酸甜
可口、芳香浓郁的杨梅，却因交通不便，
农户长期以来受“梅熟待烂”难题的困
扰。为了让村民足不出户就把杨梅卖
出好价格，城步天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自 2016 年起就开始举办大木山杨梅
节，至今已承办了三届，使杨梅销售价
格一路攀升至每公斤24元至30元，很
多贫困户以“梅”脱贫。

推动产业扶贫带富苗乡

整洁的水泥大道在山岭间蜿蜒盘旋，
绿油油的葡萄架下挂满一串串葡萄……
走进天元农业的苗岭农庄，一幅美丽的画
卷呈现在眼前。该公司自成立以来，投资
858万元，在儒林镇清溪村建立133亩集
餐饮、住宿、生态种养于一体的综合性农
庄，现有在职员工38人，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32人，人均年收入2.5万元。

2016年，城步天元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在五团镇坪山村种植南山萝卜1000

亩，带动农户 300 余户发展萝卜种植，
户平增收5.3万元。

2017年初，该公司安排专人外出学
习了“金丝皇菊”的科技种植，从永州引
进22万株菊苗，免费发放到白毛坪乡坳
岭村81户农户手中，完成种植面积103
亩，并签订统一收购协议。当年，81户
贫困农户仅此一项即增收40万元。

今年，该公司在西岩镇小石村、瑶
塘村建立了稻虾生态种养示范基地共
130亩，以“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帮
扶模式，可帮助100多名贫困人口脱贫。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打拼，城步天元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已由最初的传统型农产
品销售企业，逐渐转型为农业电商企业，
2017年实现网上销售收入1363万元。公
司法人肖布闻被评为湖南省劳动模范。

“今后，公司将继续依托电商平台，
为城步原生态有机农业的普及奏响时
代强音，助力苗乡脱贫攻坚。”肖布闻满
怀信心地说。

电商扶贫托起绿色小康梦
本报通讯员 饶兴军 饶兴建

6月25日，新邵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职工、驻新田铺镇新竹村扶贫工作队队
员谭平陪同队长，再一次对村里的危房
改造户挨家走访了一遍，一方面检查工
程质量，一方面催促施工队加快进度，
争取让贫困户早日住进新房。

自今年2月驻村扶贫以来，新邵县
经济和信息化局驻新竹村扶贫工作队
不负重托，加班加点开展精准扶贫工
作。目前，该村今年3月开工建设的光
伏发电项目已并网发电；计划危房改造
14户，目前已动工13户；总投资500万
元的河道改造工程已基本完工；新建
4.44 公里扶贫公路路基挡土墙已全部
完成；水渠清淤和道路建设已完成
80%；村级活动平台建设进展顺利，已
进入室内装修阶段……一项项可喜成
绩的取得，离不开谭平和妻子陆芳芳的
无私奉献。

今年 32 岁的谭平，曾是武警消防
部队的一名战士，参加过 2008 年汶川
抗震救灾。退伍后，2011年被安置到新
邵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工作。

2018年初，谭平与永州姑娘陆芳芳
走进了婚姻殿堂。春节刚过，他就被单
位派驻新竹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听到这个消息，陆芳芳最初有点想

不通。谭平的父母都住在娄底，因此他们
的家也安在娄底。两人都是三十出头的
年龄，该要个孩子了。扶贫工作需常驻村
里，这“小家”和“大家”的位置该如何摆？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陆芳芳辞去
了在长沙的工作，决定当一名“编外扶
贫队员”，和丈夫一起住到村里去。正
月十五那天，夫妻俩将一些简单的生活
用品搬上车，成了新竹村的“新村民”。

新竹村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12
户383人，村里底子薄、负债多，村民除
了外出务工就是种点田土，收入微薄，
工作队的扶贫任务十分艰巨。

协助队长摸清贫困户底子、审核评议
低保户漏评户、落实扶贫资金、为贫困户
申请危房改造补助、筹资新修道路……从
驻村那天开始，谭平就满负荷工作。此
外，他还负责资料打印和收集整理工作，
同时结对帮扶新竹村5个贫困家庭。

年近六旬的残疾村民金喜英，丈夫
去世，小孩在读书。谭平主动为金喜英
的孩子争取扶贫助学金，并自掏腰包为
其购买生活用品。

贫困户罗战勇家两个女儿在县城
读书，妻子重病住院。谭平为其联系帮
扶助学贷款，还去医院看望病人，送去
钱和慰问品。

单身汉罗军搞危房改造的事情，谭
平基本全程包办。如今，罗军的新房已
建好，即将入住。

另外两户全家在外务工的贫困户，
谭平和他们经常保持微信联系，鼓励他
们安心务工早日脱贫，并主动为他们办
理各种政策补贴手续。

陆芳芳为支持丈夫全身心投入扶贫
工作，除了将小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外，
还义务当起了扶贫工作队员的炊事员。
就餐的每天一般是五六人，有时候施工
队搭餐，或是局机关同事集中入村走访，
就餐的可能有十几人甚至几十人，但陆
芳芳从不叫累。几个月下来，她从一名
从没下过厨的“娇娇女”变成了杀鸡、剖
鱼、煎炒烹煮样样精通的“女汉子”。

驻村扶贫几个月来，谭平基本没回
过娄底，陆芳芳也没回过娘家，倒是谭平
的父母曾前来看望过他们一次，并且勉
励儿子尽心工作，不要管家里的事情。

新竹村党支部书记刘胜利说：“小
谭和小陆这对小夫妻，能吃苦，有爱心，
以村为家，村民都很喜欢和支持他们！”

有爱相伴有爱相伴，，扶贫之扶贫之路灿如夏花路灿如夏花
本报记者 张 伟 通讯员 杨能广 何健能

本报讯（通讯员 羊早华）
6 月20日7时许，新宁县金石镇白
沙片黄家塘村贫困户刘大爷从白
沙财政所干部小蒋手中接过惠农
资金发放明细条，高兴地说：“现在
村里扶贫资金使用上了公开栏，老
百姓手上又有明细条，心里踏实多
了，干起事来都有劲！”

6月初，为了推动辖区内扶贫
政策措施落实到位，确保扶贫项
目和资金安全，白沙财政所组织
工作人员分成两个工作组，分早
中晚三个时段，直奔田间地头、直
入农户家中，发放惠农资金明细

条，比对各村台账和农户扶贫手
册，落实帮扶资金的给付情况。
同时，针对个别村扶贫只管要项
目不管成效，群众不见收益的现
象进行摸排，查清问题、分析原
因，上报上级党委政府，督促责任
村加强整改。

为 防 止 扶 贫 政 策“ 剑 走 偏
锋”，白沙财政所还要求各村做好
扶贫资金的公开公示工作，并对
扶贫项目资金的公开、公示、验
收、保障等工作加强督查检查，确
保脱贫攻坚的资金、项目和政策真
正落地生根。

白沙财政所
让扶贫资金在阳光下运行

本报讯（通讯员 阳望春）
6月23日至24日，2018湖南（南山）
六月六山歌节暨湖南南山国家公园
生态文化节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审队
集中对报名作品进行认真观看、公
平甄选，最终评选出全国30强名单。

据悉，全国 30 强选手将分西
南、西北、东北华中华南三个赛区
依次进行线下比拼，决出每个赛

区前六强，每个赛区前六强选手
将在7月2日汇聚长沙，参加全国
总决赛，角逐出 2018 湖南（南山）
六月六山歌节全国少数民族地区
山歌邀请赛一等奖一名、二等奖
两名、三等奖三名。7月18日，全
国一二三等奖获得者将一同前往
城步，参加 2018 湖南（南山）六月
六山歌节开幕式颁奖晚会。

六月六山歌节邀请赛30强出炉

本报讯（通讯员 阳 小 龙
宁志春） 6月21日，隆回县人工
增殖放流活动在魏源湖畔拉开帷
幕，现场共投放青、草、鲢、鳙四大
家鱼夏花鱼种100万余尾。

为有效补充经济鱼类种群数
量，维护生物多样性，改善水域生
态环境，近年来，隆回县积极开展
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活动。今

年，该县人工增殖放流活动时间安
排在 6 月 21 日至 24 日，放流地点
定在全面实行“人放天养”的魏源
湖、木瓜山水库、石马江流域高平
镇茶山段、四都河流域七江镇棉花
园村河段，覆盖县境内的辰河、西
洋江、石马江、四都河四大流域，共
放生四大家鱼夏花鱼种（3至5厘
米）380万尾。

隆回县人工增殖放流鱼苗380万尾

本报讯（记者 艾哲 通讯员
曾纪德） 6 月22 日上午，洞口县
长塘瑶族乡老艾坪村文化活动中
心热闹非凡，来自十里八乡的瑶
族同胞和县乡两级政府相关部门
领导欢聚一堂，一同见证了“棕包
脑”舞展示馆的开馆仪式。瑶族
同胞头包棕片、身缠青藤、手舞木
棍，在馆前空阔的村文化广场上
跳起了粗犷豪放、原始古朴的“棕
包脑”舞，把当日的开馆仪式气氛
推向了高潮。

“棕包脑”舞有近千年历史，是
2014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
种传统舞蹈，也是洞口县唯一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非遗项目。

“棕包脑”舞展示馆主要展示
“棕包脑”舞的起源、传承脉络、表
演道具、历代传承人情况，以及瑶
族同胞生产生活用具用品、梅山文
化展示等。此次“棕包脑”舞展示馆
开馆，标志着“棕包脑”这一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传承
工作有了新的平台与载体，也为省
定深度贫困村老艾坪村的生态旅游
产业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

“棕包脑”舞展示馆落户瑶寨

目前，本地蔬菜进

入上市高峰期，武冈市

农产品市场管理所党

支部得知仕朋蔬菜基

地人手不足，于6月14

日组织党员志愿者来

到蔬菜基地和菜农一

起采摘蔬菜，以满足市

场需求。

通讯员 杨良晖 摄

（上接二版）
医保参保者异地就医，需要先

登记备案。这里面分为五种情况：
如果是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
安置地有关户籍证明，如果是异地
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 6 个月以上
的居住证明，学生需提供学生证或
相关就读证明；如果是常驻异地工
作参保人员需提供参保单位驻外
工作证明；如果是异地转诊人员需
提供参保地经办机构确认具有转
诊资格的协议医疗机构出具的转
诊转院意见；如果是异地急诊人员
需提供就医地医疗机构的门急诊
病历等相关病情证明资料，经参保
地经办机构确认后，方可办理异地
就医登记备案手续。在异地住院的
参保人员，如果没有办理登记备案
手续，则无法享受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服务，其在异地住院的医疗费用
需要回参保地进行报销，其待遇政
策按参保地相关规定执行。

此外，参保人员在办理异地就
医登记备案手续时，应在异地就医
协议医疗机构范围内自行选定就
医地协议医疗机构。参保人员跨省
异地就医时，要带上社会保障卡、
省内异地就医人员应持社会保障
卡或身份证（户口簿和监护人身份
证）等资料，以方便办理异地就医
手续，结算时只需支付个人自付的

部分，其他的医保报销部分由医院
与省医保异地联网办理结算手续。

有几类费用不能直接结算

需要注意的是，符合异地就医
结算条件的对象在异地结算中，也
不是所有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普通
门（急）诊医疗费用（因突发疾病进
行门诊急救或抢救72小时内转住
院的医疗费用除外）、意外伤害的
住院医疗费用。这些不纳入直接结
算的参保人员住院医疗费用，按照
规定需要先由参保人员全额垫付，
然后再带住院收据原件、出院小
结/记录和疾病诊断证明书、住院
医疗费用总清单等资料，回参保地
经办机构办理医保支付结算。

同时，目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暂时只支持住院费用，社保卡
的个人账户暂时还无法在外省使
用，在药店购药、医院门诊时也不
能通过刷卡直接结算，要等到今后
条件具备了，才能实行就医地门诊
和定点购药直接结算。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
爱晴柔。”医保异地结算为健康湖
南建设增添了新推力，为人民群众
增添了新福利，期待全民医保的异
地便利结算早日到来。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 笔：
周湘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