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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邓明 李秉钧
通讯员 曹碧波 刘跃飞）日前，省商务厅
有关工作人员深入高视伟业集团调研，
了解该集团即将向非洲市场出口的“数
字电视系统”情况。 据悉，目前高视伟业
是全球唯一一家大规模生产从前端到终
端的全套数字电视设备企业， 其相关产
品已远销中东、北非、欧美等60多个国家
和地区。

高视伟业集团是一家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 总部坐落在郴州市苏仙区高斯贝
尔工业园，拥有郴州、深圳与成都三个生
产基地与研发中心， 集团下属20个事业
部，涉足数字电视、卫星电视、安防监控、
电源、家居智能、移动互联网、微波陶
瓷、磁体等多个领域，拥有员工6600多
人。 多年来，该集团立足科技创新，建立
了一支由300多名博士、 硕士、 高级工

程师等组成的技术研发队伍。 该集团的
微波介质陶瓷部门成功开发出“环保型
KU波段微波介质陶瓷谐振器”、“陶瓷
基板”等，打破日本、美国对这一行业的
长期垄断，被国家科技部、商务部、质检
总局及工商总局认定为国家重点高新
技术产品。

通过持续的科研创新， 髙视伟业在业
内打造了GOSPELL(高斯贝尔)、XIPOINT�

(希典)、GOSCAM(高斯康)等品牌。 其卫星
接收高频头目前产销居全球第一， 世界
10%的人每天直接或间接用其产品；其
“Ku波段平板卫星接收天线” 填补了我国
该项技术的空白； 其无线射频监控技术也
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目前，高视伟业年产高
频头2000万只、数字电视机顶盒600万台、
卫星接收天线300万台、无线摄像头150万
只，总产值达20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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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中雨转阵雨 24℃～28℃
湘潭市 大雨转阵雨 24℃～26℃

张家界 阴转阵雨 25℃～32℃
吉首市 小雨转多云 24℃～30℃
岳阳市 小雨转阵雨 24℃～27℃

常德市 小雨转多云 22℃～29℃
益阳市 阵雨 23℃～28℃

怀化市 中雨 23℃～26℃
娄底市 中雨转阵雨 23℃～27℃

衡阳市 多云 27℃～33℃
郴州市 多云 28℃～34℃

株洲市 大到暴雨转小到中雨 26℃～30℃
永州市 中雨转阵雨 26℃～29℃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中到大雨 明天，小雨转多云
北风 2～3级 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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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陈玉新）6月25日， 记者来到位于株洲云龙
示范区磐龙湖绿色生态城的湖南铁路科技
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一所“两型”理念生态
化、数字化、人文化的绿色学校映入眼帘。

校园满目葱茏，大楼环保节能，交通
自成综合型低碳体系。 这个建筑面积23
万平方米、 可容纳1万余学生的新校区，
按照教学、 生活与生态相协调的要求，将
“两型”全面贯彻、体现在总体规划、详细

规划、工程设计等各个环节。不久前，它被
省内建筑专家评审组认定为“一星绿色
建筑”，成为磐龙湖边最亮丽的风景。

作为国家教育信息化首批试点单位，
湖铁科院率先开展“三网融合”试点，采用
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数字化校园， 建设数
字图书馆、智能教学管理系统，并融入城区
实行统一的一卡通系统。 区域网络采用万
兆主干、千兆桌面的设计标准，无线网络覆
盖到学院每一个角落，建有“3G实景课堂”

多功能教室，能满足所有主干课3G实景教
学的需要。同时，每位师生均发放职教新干
线账号， 充分利用职教新干线云平台进行
专业教学、师生交流、学生管理等工作。

院长万友根介绍， 为进一步深
化绿色学校内涵， 学院注重将职业
人文科学环境教育， 从课堂渗透扩
展到全院整体性的教育和管理之
中， 建立火车头精神为核心的“人
本、服务、开放、精技”院本文化。 目

前，学院已与全国18家铁路局、20余家地
铁公司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合作就业关系，
2013届、2014届毕业生已被抢订一空，获
评教育部人才培养水平评估优秀学校。

高视伟业高频头产销冠全球
世界10%的人每天用其产品

湖铁科院打造低碳绿色学校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钟绚丽）近日，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宣教队走
进宁乡武警黄金十一支队， 给驻守在这里的
官兵们带来了一场听觉和视觉的文化盛宴。

在礼堂，200多名官兵们认真听了刘少
奇同志纪念馆馆长罗雄主讲的《刘少奇的军
事思想》的讲座。 2个小时的讲课含有大量的
PPT图片介绍， 官兵们认真聆听并做着笔
记。 课后，官兵们观看了摆放在操场的临时
展览。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精心组织的这次宣
传分队进军营活动， 以流动的陈列展览，资
深研究员的流动党课，从不同的角度宣传了
少奇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 敢于负重的勇
气，脚踏实地的作风，勤政廉洁的品德。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颜冠雄 谢正兴）近日，怀化市
直工委召开大会， 追授张险峰同志为
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并举办“向
张险峰同志学习，做‘五有’纪检监察
干部”主题演讲比赛。

张险峰生前系怀化市纪委案件审
理室副主任，去年12月10日，因连日超
负荷工作，在上班期间突患脑溢血，经
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年仅39岁。 今年5
月22日，本报在一版刊登长篇通讯，报
道了张险峰铁面无私、 一心为公的先

进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演讲比赛中，15名选手从不同侧

面深情讲述了张险峰的先进事迹，阐
述了“五有”（有原则、有感情、有思想、
有能力、 有个性） 纪检监察干部的内
涵，将向张险峰学习活动推向新高潮。

刘少奇纪念馆宣教队
进军营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尹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汪本莲 黄杰）世界最高最长、总投资约5.7亿元的张家界大
峡谷玻璃桥项目、总投资约2.5亿元的禾田居“山水实景”度
假酒店、 上千亩中草药示范基地与产业园等48个新上项目
正在慈利县顺利推进中。 今年上半年，全县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15.52亿元，同比增长27.6%。

去年以来，该县围绕建设实力、开放、绿色、幸福“四个
慈利”的战略目标，狠抓项目建设。 全县共安排建设项目186
个，其中重点项目58个，总投资逾54亿元。 所有项目建立了
“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套机制、一抓到底”的推
进责任制，由60多名县级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实行“一对
一”的“保姆”式服务，阻碍项目建设的诸多问题与困难逐一
得以解决。 前不久，通过摸排问题，已遭停工的县燕子洞粮
库项目、瑞星饲料厂搬迁项目重新上马。 5月初以来，张家界
全市上下开展以联系项目、联系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解决
具体问题，打好旅游升温、项目建设等“六个攻坚战”为内容
的“双联双解六攻坚”活动，该县11个重点项目又新添了11
名市级领导作为“后盾”。“这是一股东风。 ”县委书记陈竞深
知，发展好慈利经济是第一要务，而发展的关键是抓好大项
目、好项目的落实，并为项目实施创造好环境。

今年以来，该县招商引资形势喜人，共有11个项目达成
合作意向，预计投资73.9亿元。其中，正式签约项目6个，投资
额为16.6亿元。

慈利：
好环境引得项目热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谭琪正) 近日，
《长沙市政府法制工作规定》培训班开班，着力提升全市200
多名市直部门、区县政府法制工作人员的实务操作能力。

今年，长沙在全国率先出台了首部规范政府法制工作的
地方政府规章———《长沙市政府法制工作规定》，得到了国务
院法制办的推荐。 在首日的培训中，长沙市政府法制办主任
陈剑文选取20个规范文件案例和10个行政执法案例进行了
现场点评，围绕《长沙市政府法制工作规定》明确的工作责任
机制、法律审查机制、公众参与机制、评议考核机制四大机制
展开培训。

长沙 集中培训法制干部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匡玉 通讯员 李钢彪）6月25日，
衡阳市启动了“禁毒志愿者进社区”主题活动。 禁毒志愿者
组织开展戒毒知识大宣讲，普及《禁毒法》和《禁毒条例》等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开展禁毒知识抢答赛。 并与吸毒人员结
对交朋友，帮助他们进行戒毒咨询和心理疏导，帮扶社区戒
毒康复人员安置就业。 志愿者还将协助街道社区定期与戒
毒康复人员谈心， 协助做好戒毒出所人员的衔接管理和毒
情大排查。

衡阳 禁毒志愿者进社区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彭美君）近日，
常德市召开企业特派员工作会议，15名企业特派员肩负着市
委、市政府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使命，被派驻到中联重科、常德
卷烟厂、创元铝业、金健米业等15家骨干企业，开始服务企业
的特殊工作。

向企业派驻特派员， 是常德市推进新型工业化、 实施
“1115”（5年内，将常德经开区建成千亿园区，将烟草产业发
展为千亿产业集群， 培育10个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过50亿
元的企业）工程的一项重要举措。 企业特派员负责协调企业
与政府部门的关系， 牵头办理与政府部门有关的各种手续，
协调解决与政府部门有关的各种问题，推动企业完成重点项
目建设，促进企业发展。

常德 特派员进驻骨干企业

“五有”纪检监察干部

张险峰被追授为“优秀共产党员”

本报6月27日讯 （通讯员 向民贵 符红
松 记者 李宁）“我家房子的房产证还没办
理好，是否属于报告事项？ ”今天，在泸溪县
委组织部，一位拟提拔的干部向工作人员咨
询。今年5月起，泸溪县开始实施干部任前廉
政报告制。

该县要求拟提拔重用对象对本人及家
庭基本情况、主要经济来源、执行廉洁自律
各项规定情况于任前向组织报告说明，由单
位党组织和县纪委对个人呈报事项进行核
查， 对报告事项不实的取消其提拔任用资
格，对其个人“德”的方面进行否决，并存入
个人档案，永久备查。 到目前，该县拟提拔任
用的两批19名科（乡）级干部均向县纪委和
县委组织部提交了任前廉政报告。 在干部考
察环节，有一名干部因个人廉政事项报告不
清，有待进一步核查而暂缓提拔重用。

泸溪推行
干部任前廉政报告制

6月27日，岳阳市在巴陵石化举行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检验相关部门对危险化学品突发事件的应急和
处置能力，提高全市应急救援工作水平。 彭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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