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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女 报 / 凤 网 讯（ 记 者 
章清清）比赛现场，选手们凝

视电脑屏幕，只听见一片键盘

敲击声，大屏上实时播放着攻

击进展，一部“黑客”和“网

警”的攻防大片正在上演。近

日，由湖南省教育网络协会主

办、长沙学院承办的湖南首届

教育网络安全技能竞赛决赛在

长沙学院开战。从初赛中脱颖

而出的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

学、长沙学院、雅礼中学等 15

所学校的代表队同台竞技，上

演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持续 8 个小时的比赛，对参

赛选手的脑力、体力而言，都是

不小的考验。来自中南大学代表

队的林同学向记者表示，虽然比

赛时间很长，但真正进入比赛

状态后，会发现这其中的攻防较

量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今日女 报 / 凤 网讯（ 记者  
唐天喜）近日，郴州市临武县妇

联联合农业局在汾市镇麻城村

召开新型职业农民暨精准扶贫

培训班开学典礼。

本次培训主要是帮助贫困

妇女学习传统手艺——龙须草

编织技能，将农村变成一个便

民的生产车间，使农村妇女照

顾家庭的同时也能发展生产，

用新技术、新产业改变家庭经

济状况。县妇联党组书记邓传

秀讲述了龙须草编织技艺传承

人的励志人生故事。农业局农

广校校长赵金保就农业知识推

广做了培训。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
诗韵 通讯员 张亚娜）为进一步

提高大众对疾病预防与控制知

识的了解，12 月 4 日—6 日，湖

南省疾控系统健康教育与新闻宣

传通讯员培训班在长沙圆满举

行。来自全省各市州、县市区疾

控系统的 200 余名通讯员及市

级疾控分管宣教工作的领导参加

了培训。

培训班邀请了省内知名媒体

负责人以及来自湖南省科普作

家协会、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

分别就健康公益活动策划与实

施、网络通讯员写作技巧、舆

情应对以及怎样创作医学科普

和健康科普等方面进行了详细

的授课。

今日女 报 / 凤 网讯（ 记者 
章清清  通讯员 周应）12 月 8—

11 日，由湖南省养生协会、湖

南省营养学会、长沙天仁合会

展服务有限公司等联合举办的

2017 湖南健康养生产业博览会

将在湖南省展览馆举行。

本届展会展出面积达 10000

平方米，届时来自全国各地及海

外共 500 家知名企业同台展示，

展品包括 专业健康养生器材、

中医药保健品、茶叶、紫砂、红木、

书画等。展会期间，组委会除

将举办一系列行业论坛峰会外，

还特邀思养堂医药馆知名老中

医薛伟中坐诊，免费为广大市民

义诊。此外，消费者还可以参与

中医药保健品体验、有机富硒

保健食品体验以及享受各种特

价、折扣、买赠等优惠。

“十二条”发力 !
湖南打响医保监管“保卫战”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
诗韵 通讯员 易巧君 刘运良）医

疗保险基金俗称老百姓的“救命

钱”，是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的重要资金。近日，记者从湖南

省人社厅获悉，省医保局已发出

《关于在全省经办系统开展“推

行 12 条业务监管举措”活动的

通知》，将着力查处虚假冒名挂

床住院、恶意套取骗取医保基

金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规

范医疗机构、零售药店服务和参

保人员就医购药。

《通知》要求，各市州、县市

区要在 12 月底前对民营医院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一次专项

检查行动，重点查处欺诈骗保

行为。同时，为进一步规范协议

医疗机构、零售药店服务，此次

行动，要求全面建立协议机构“点

对点”常态化警示制度。

“我们将 依 据相关 政 策法，

分阶段编写履行协议和规范服务

勇救老人不幸牺牲，铁路保安被评为烈士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

天喜 通讯员 蔡艺芹）12 月 4 日，

长沙铁路公安处收到株洲市人

民政府转达的文件，获悉经湖南

省人民政府批复评定该处铁路

保安汤子华为烈士。

    2016 年 8月23日8点40 分，

株洲市石峰区中盐株化公司正门

对面的沪昆铁路人行过道口，一

位老太太穿越铁路道口时不慎

摔倒，一辆列车正疾驰而来。正

在巡查铁路的汤子华奋不顾身

扑上去救人。遗憾的是，老太太

被撞身亡，汤子华也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很多群众被汤子华感动

了，称“他的事迹和戴碧荣一样

感人”，并自发前往殡仪馆悼念。

     汤子华于 1989 年从部队

退伍后到株洲北站派出所担任

护路联防队员，是该所最早的一

批护路联防队员。27 年来，汤

子华坚守在铁道上，曾多年担任

专业铁路护路联防队员，也担任

过铁路保安队员。

今日女报 /凤网讯（记者 陈炜）
车辆越来越多，停车越来越难，

“天价停车费”现象频现。12 月

6 日，记者从长沙市发改委获悉，

经湖南省发改委同意，该委联合

长沙市公安局、长沙市城市管理

和行政执法局再次发布《关于明

确我市停车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

通知》。

《通知》明确，24 小时的最

高限价是指车辆在某一计费期

间首次进入停车场算起，24 小

时内多次进出或连续停放 24 小

时的最高限价 ( 最高 50 元 )。对

同一台车辆在 24 小时内多次进

出同一停车场的，可分次按标

准收费，但不得超过 24 小时最

高限价。

对多次进出背街小巷且使

用临时停车泊位的车辆，24 小

时 内 最 多 按 2 次 收 取 停 车 费，

具体标准按对应区域的收费标

准执行。“这也就是对关于 24

小时内多次进出停车场的车辆

计费问题，实行 24 小时的最高

限价。”

长沙市发改委服务价格处相

关负责人表 示，同一台车辆在

24 小时内多次进出同一停车场

的，不得超过 50 元的最高限价。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
诗韵 通讯员 沙丽娜 刘奎杰）近

年来，机器人医生“达芬奇”来

到湖南后，一直备受关注。12

月 5 日，记者从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获悉，近日，该院“达芬奇”

为一位手术难度较大的“镜面人”

实施了腹部无切口的直肠癌根

治术，创造世界首例。目前，64

岁的患者朱先生已经康复出院。

“该患者是典型的‘镜面

人’，心脏不在左侧，而在右侧，

体内器官左右‘反长’，给手

术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主刀

医生、胃肠专科主任姚宏亮教

授介绍，“镜面人”的腹腔器

官完全转位，手术难度和风险

大大增加。医院考虑到机器人

高度灵活性及创伤小、恢复快

的特点，决定用机器人为其进

行腹部无切口的直肠癌根治术

（NOSES 术）。据悉，目前湘雅

二医院胃肠外科已累计完成达

芬奇机器人手术 350 余台。

行为的警示短信或宣传资料，每

月或每季‘点对点’地发送或送

达至协议机构主要负责人和业务

经办人员。”省医保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另外，此次将全面强化住院

购药参保人员身份识别、建立健

全住院购药参保人员回访制度以

及全面建立社会监督举报制度。

各级经办机构要强化参保人员身

份信息采集，参保人员住院、购

药必须使用社保卡或身份证进行

医保系统登录和复核，严禁将无

卡无证人员纳入医保系统结算。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利用人社 APP

或微信平台，实时采集参保人员

照片、与相关证件的身份信息进

行比对，随机对住院参保人员进

行远程查房和实时监控。

“人社部已于今年 6 月全面

部署‘互联网 + 人社’2020 行动

计划，互联网大数据已经慢慢渗

透到了医保全流程。”省医保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的医保监

管也迎来了智能时代挑战，包括

如何利用和如何监管两方面。

长沙停车有新规：停车一天不可超50元

“黑客”PK“网警”？湖南15支校队同台竞技

“达芬奇”操刀“镜面人”，创世界首例

湖南健康养生产业博览会12月8日开幕

200余名疾控通讯员学习“划重点”

■妇联星空

常德：全面推进妇女手工制作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

炜）12 月 5 日，常 德 市妇联在

市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举办“巧

手编出新天地”全面推进手工

制作工作新闻发布会。市妇联

主席袁世平出席并讲话。

记 者了解到，近两年，手

工制作已成为妇女脱贫致富的

重要载体，也是常德市妇联工

作的优质品牌。目前，常德市

共有妇女手工制作小微企业及

站点 23 个，创业带头人 55 人，

带动妇女就业 25000 余人。市

妇联采取常规培训、成立协会

等方式，为广大妇女手工制作

从业职搭建了融资平台、宣传

平台和销售平台。特别是桃花

源景区实体店和常德市妇联微

商城的正式上线运营，将线上

线下融合，为市民提供更快捷

便利的服务，成功带动广大妇

女实现创业就业。

临武：新型职业女农民培训开班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
炜）12 月 5 日，经宁乡市人民检

察院批准，宁乡市公安局对交

通肇事犯罪嫌疑人刘某武执行

逮捕。至此，2017 年长沙公安

交警成功破获多起交通肇事逃

逸案件，通过网络追逃的 14 名

交通肇事逃逸嫌疑人已落网。

记者了解到，今年 4 月以来，

长沙公安交警按照省、市公安

机关统一部署，开展交通肇事

逃逸案件集中侦破及网上追逃

专项行动。全省公布了147 名交

通肇事逃逸网上在逃人员名单，

长沙市有限期重点缉拿对象为

12 人。此外，长沙市公安局公

布追逃网上在逃人员 8 人，共

计追逃对象 14 人（有 6 人同时

出现在省市追逃名单中）。专项

行动启动以来，长沙公安交警

制定专门工作方案，抽调警力成

立专案组，追逃工作全面铺开，

经过近 8 个月的艰辛努力，至 11

月 22 日，随着嫌疑人刘某武的

落网，网上追逃的 14 名交通肇

事逃逸嫌疑人悉数落网。

14名交通肇事逃逸嫌疑人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