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李珈名

5 市州
新闻

张家界 晴 15℃～29℃
吉首市 晴 13℃～28℃
岳阳市 晴 17℃～28℃
常德市 晴 15℃～28℃
益阳市 晴 17℃～28℃
怀化市 晴 14℃～30℃

娄底市 晴 17℃～29℃
邵阳市 多云 15℃～28℃
湘潭市 晴 16℃～28℃
株洲市 晴 17℃～29℃
永州市 多云 17℃～29℃
衡阳市 晴 18℃～30℃
郴州市 晴 17℃～30℃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晴天
北风 2级 16℃～27℃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星期二２０14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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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6日讯（记者 周云武 施泉江）近日，望城
区医疗急救中心和望城区人民医院警务室正式启用，标
志着该区“一中心、二分站”的院前急救体系基本建成。

望城区此次启用的院前急救体系包括医疗急救
中心、8台装备有先进医疗急救设备和监护设备的救
护车辆、2个急救分站、8家院前急救网点医院。 作为
平安医院建设的重要内容， 望城此次在该区人民医
院设立的医院警务室， 配备标准的警用装备和信息
系统，由专职民警和协警轮班值守。

近年来， 望城区委、 区政府以区财政投入为主

体，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进行提质改造，乡镇卫
生院、村卫生室已基本达到规范化标准。同时，完善
了由区、乡两级财政兜底建设资金的财政投入机制，
仅2014年就追加建设资金3000万元。 从2013年开
始，区财政连续3年共投入1500万元，用于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医疗设备配备和维护更新， 增强了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

同时，望城区注重为民众提供优良的医疗服务。
区财政每年安排150万元用于卫生技术人员招聘、
引进、培养工作；推动特色专科发展，走与名医院合

作之路，建立上、下级医院对口帮扶；大力推广中医
适宜技术应用，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实施“家庭医
生”模式的签约式服务，形成以区级医疗卫生单位为
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网底的三级网
络，老百姓就近就医的需求基本得到解决，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此外，望城区积极探索新型医患纠纷调解机制，通
过成立医患纠纷调解中心，引进第三方调解，有效破解
医患纠纷难题。自2012年该中心成立以来，共受理各类
医患纠纷123件，调解成功率达92%。

本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建国

轰鸣的机器声，在空中回荡；疾驰的运输车辆，
往来穿梭于工地；工人们挥汗如雨、来回忙碌……
这是记者10月6日在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施工现场
看到的场景。

总投资130亿元的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作为
“十二五” 期间全国重点水利建设项目和全省水利
建设“一号工程”，是一项以灌溉为主，结合防洪、
发电、供水、放木、航运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
工程。开工两年来，已顺利实现了左岸临时交通洞
通车、右岸导流洞通水。目前工程已进入主体大坝
开挖、厂房洞群等项目“攻坚战”关键期。

在大坝厂房洞群施工现场， 工人们正脚踏黄
土，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来回穿梭。工程项目负责
人徐申飞介绍说：“黄金周是大家休息的好时光，也
是我们赶工期、拼进度的黄金时间。为了抢季节，赶

进度，几千名工人自愿加班加点，节假不休，为的是
每天都有新变化。”

在溪江石料场，数百名工人各司其职，有的在吊
装管道，有的在焊接接缝，忙得不亦乐乎。来自山西
的40多岁的电工刘峻说，他是去年8月从山西来到涔
天河工作的，一年多了一直没有回家，每天从早干到
晚，他先后参与建设的临时道路、石料场Ⅲ区施工道
修筑、覆盖层剥离等施工工程均已如期完工，看到工
程一天天发生的变化，刘峻表示很有成就感。

据了解，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计划今年10月主
体大坝截流，11月开始填筑施工。 目前正进入水利
工程建设的机械大会战和技术大会战的关键阶段
中，工程技术含量更高，施工难度更大，内容也更为
复杂。 涔天河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祥红介绍说，
为完成工期计划，工程从开工以来，整个工地都在

“高速运转”。国庆长假期间，各个工地24小时昼夜
不停施工。“大家都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确保‘一号
工程’在2017年如期完工！”李祥红说。

通讯员 舒晓东 张建军
本报记者 余蓉

溆浦县九溪江乡华荣村，是一个边远贫穷的小
山村。

近年来， 村里很多青壮年选择了出门打工。全
村总人口1303人，其中外出务工530余人，占40%。
全村有空巢老人90余人，留守儿童84人。村支两委
一班人，挑起照顾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重担。

村民马茂在生育两个女儿后， 多次回山东娘
家，想躲生一个男孩，家里留下70多岁的父母。村里
主动承担了照顾的责任。 老两口住的地方偏僻，用
水很不方便，村支书黄峰自掏腰包，购买了自来水
管，为她家接来了山泉水。老两口经济困难，村计生
专干邓玉珍经常自掏腰包为老人垫付生产、生活资
金。马茂得知后，思前想后，决定和丈夫回家，落实
了节育措施，放弃了超生的念头。

村民刘银花多年来一直在浙江温州的一家工
艺厂打工，很少回家。她的独子舒友国，今年只有5
岁，现在乡中心小学的幼儿园读书，跟奶奶生活。
奶奶年纪大了，而且有眼疾，照顾孙子并不方便。
村支委舒友凤刚好是邻居，就主动当起了监护人。
舒友国就读的幼儿园没有校车， 舒友凤就经常用
自己的摩托车接送。舒友国生病了，舒友凤就送他
到医院去看病。

舒友凤做的这些事让刘银花深受感动。 今年村
里要开展孕环情监测，刘银花知道后专门请假，回村
参加，有人说她“傻”，这么大老远地赶回来。刘银花
说：“村支两委这么关心我的孩子，让我们安心在外务
工，我们在外的流动人口，也要支持村里计生工作。”

在她的示范带动下，今年有30多名育龄妇女从
外地回家接受计生管理服务。目前，该村孕环情监
测到位率达95%以上，群众对计生工作的满意率达
98%以上。

今年7月，怀化市民政局通过现场考察，将该村
定为全市的“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试点村。如
今村里正在修建“幸福院”，院内将设活动场、休息
室、阅览室、餐厅，“幸福院”将成为全村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的活动、休闲、娱乐和学习中心。

本报10月6日讯 （通讯员 金
慧 记者 施泉江）“我要在这里打
造一个万亩原生态的茶园， 把大
屯营的茶叶推向世界。”近日，宁乡
县大屯营镇的招商会上， 客商谭
郁俊有感该镇山清水秀的生态环
境，当即拍板投资。

靳江河贯穿18公里的大屯
营镇，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盛
行网箱养殖， 虽然推动了地方经
济的发展， 但是却严重污染了江
水。

自今年1月起，该镇投资100
万元，开始对河水污染进行整治，
重点整治在水库、山塘、河、坝、湖
泊内投肥、投饵（饲料草除外）、投
药（可使用药物除外）、投放动物
尸体养殖等行为。同时，完善镇村

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管理，经
常组织专门队伍进行河道清理，
确保靳江河无白色裸露垃圾。大
屯营镇还与各村签订责任状，严
格治理乱堆乱倒的现象， 把整治
任务下达分解到村到组。

该镇还投入近1000万元，建
设污水处理厂，目前，污水处理厂
一期巳竣工试运行， 每天可以处
理污水1000吨；待工程全部建成
后， 日污水处理能力可达2000
吨。

生态环境变好了， 自然有商
企愿意在这里扎根。据悉，截至今
年8月止，大屯营镇共完成合同引
资5.44亿元，在建或续建的项目有
13个，包括休闲农庄、茶叶生产、
食品加工、花卉苗木种植等。

本报10月6日讯（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梁剑云 罗林锋 ）近
日，经5天艰苦蹲守，永兴县油麻
派出所民警将盗窃摩托车的犯
罪嫌疑人黄某抓获归案。经审讯，
黄某交代了其多次作案、先后盗
窃5辆摩托车的违法犯罪事实。
目前全部被盗车辆已追回, 并交
还给了失主。

为破获多起摩托车失窃案，
当地派出所民警深入村组，秘密
开展大排查。 经10多天努力，终
于发现犯罪嫌疑人黄某的蛛丝
马迹。黄某是本地人，熟悉地形，
行踪诡秘。为抓获黄某，派出所民
警采取“守株待兔”的办法，在黄
某经常出没的地方蹲点守候，终
于将其抓获。

“每天都有新变化”
———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现场见闻

留守在家有春天

才当新郎
又成英雄

华容青年严佳勇救落水儿童
本报10月6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严钦

平）最近，华容县胜峰乡石伏村一新郎官勇救落水
儿童的事迹，在当地传为佳话。

新郎官叫严佳，是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驻福建药品经销处业务经理，国庆节当天在老家石
伏村举行婚礼。当天下午3时，他与新娘张迎春送走
亲戚准备回房休息时，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喊：“小孩
掉到塘里了，快来救人啊！”

听到呼救声， 新郎严佳边跑边将手机丢给新
娘，奔向水塘，纵身跳入塘中，一把抓住落水小女
孩，奋力将她救上了岸。女孩姓向，与同伴在塘边
玩，不小心落入塘中。同伴吓呆了，幸好一位过路的
大爷发现了，大声呼救。得救小女孩年仅5岁，其母
闻讯赶来，抱着被救起的女儿，向严佳深深鞠了一
躬：“感谢你救了我女儿的命！” 她随后送来礼金和
礼品，但被严佳婉言谢绝。

城乡百姓实现就近就医

10月3日，腾讯·大湘网与萌习团共同主办的“音为爱·城市力量之村小音乐家长沙站”爱心义卖活动在
长沙市雨花区民主路举行，近百名萌习团的小朋友上街义卖玩具和书籍等商品，义卖所得将全部用于资助
城步苗族自治县兰蓉乡中心小学兴建音乐教室。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本报10月6日讯（记者 朱章安 徐德荣 通讯员
李爱成 伍尤铭）“感谢老师及时指点，否则后果不堪
设想。”9月底，耒阳市公坪圩镇暮冲村村民欧阳本华
拉着该市畜牧水产局农技推广员郑四清的手， 一个
劲道谢。几天前，欧阳本华家的猪场有10多头猪不吃
食，恰逢市里搞“技能培训下农村”活动，欧阳本华去
听课后，把授课老师郑四清请到家里为其猪“把脉”。
郑四清开了药方， 还手把手教欧阳本华怎么防治常
见猪病。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耒阳市由人
社部门牵头，在全市开展“素质提升进机关、社保政
策入企业、技能培训下农村”活动，强化政府服务职
能，满足群众所需所盼。活动开展以来，市里安排专

项资金， 对全市机关事业单位35岁以下干部职工进
行全面轮训，内容包括职业道德、政务礼仪、法律法
规、经济常识、公文写作等。至8月底，共办班19期，培
训3135人，有效提升了机关人员素质。同时，以5项社
会保险为重点，开展企业大走访、劳动用工大检查、
工资支付大清查等专项执法行动， 深入企业发放宣
传手册，举办“社保政策入企业”培训班，进行社保政
策授课和现场解答。今年1至8月，共处理劳动监察案
件44件， 为421人追回工资507万元、 工伤赔偿金
205.7万元。

为破解招工、就业“两难”，耒阳市还创新培训方
式，综合考虑各乡镇产业发展情况、农民培训愿望、
市场需求等因素，将培训班办到农村去。并结合企业

用工需求，开展“订单式”培训，实现“招工、培训、就
业”一体化。到9月20日，全市已在乡镇开办农艺、家
禽养殖、制鞋、电焊等实用技术培训班30余期，培训
近2000人。泗门洲镇新渡村村民曾平兰参加制鞋培
训后，已在当地一家鞋厂上班，月工资3000多元。他
说：“在家门口上班，既能赚钱又能顾家，这种培训很
管用。”

技能培训下农村很管用
本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郭汉军 程耿孺 何勇

“十条禁令”
按下“暂停键”

“‘9·22’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安全事故的代价非常沉重，教训
非常深刻，给醴陵全市业内敲响
了警钟， 必须从源头上强化自
查、自纠和自改，防患于未然。”
国庆节期间，记者再次深入醴陵
采访， 该市明达烟花负责人表
示，严格执行醴陵市委、市政府
两办9月25日联合下发的“十条
禁令”，按下“暂停键”，进行安全
升级。

“十条禁令”包括：严禁无证
照、证照失效组织生产；严禁防
火、防爆、防雷、防静电“四防”设
施不完备组织生产；严禁无企业
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带
班值班组织生产；严禁应持证人
员无证上岗；严禁隐患排查治理
不到位、 未经批准组织生产；严
禁转包分包、委托加工和超许可
范围、超人员、超药量及改变工
房用途；严禁使用未经安全论证
机械、违规检修作业和边施工边
生产；严禁不按规定配备劳动防
护用品组织生产； 严禁高温、雷
雨等极端天气组织生产；严禁非
法下单、非法收购非法生产户的
产品等。

全面停产进行
大排查大整改

痛定思痛，醴陵市各花炮企
业自觉停产进行大整顿，各乡镇
相关部门负责人下到企业认真
督查，不留死角，并积极探索烟
花鞭炮产业转型升级之路。目
前， 醴陵市394家花炮企业已全
面停产，正在积极进行安全隐患
排查和整改。

记者在南桥镇友亮出口花
炮厂了解到，这是一家正在进行
厂房扩建的企业，之前厂区面积
狭小，生产设备落后，工房间距
不到5米， 今年上半年决定筹资
4000万元扩建厂房。现在，该厂
严格按照“十条禁令”要求，又在
引线库结构设计方面也进行了
相应的改进。据介绍，目前，全厂
占地面积达50多亩，30多栋工房
严格按照设计标准，每栋工房的
距离是16米，仓库到有药工序工
房的距离是40米，到无药工序的
距离是25米，符合国家安全标准
要求。

9月24日8时刚过，南桥镇党
委、镇政府全体机关干部分头行

动，对辖区内55家花炮企业的停
产整顿情况进行了一次拉网式
全面督查。在潼塘村燕鹏花炮厂，
督查人员按照平面图对所有工
房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该厂虽
然工房结构和安全距离都达到
了国家标准，但是用途比较混乱，
无药仓库储存了药饼，工房超量
存放硫磺。对此，督查人员立即下
达了整改通知。该厂负责人表示，
将按照安监部门提出的意见，立
即整改到位。

在东富镇，全镇34家烟花鞭
炮企业已经全部停产整顿，记者
暗访发现多家花炮企业的厂区
内没有亮灯， 车间全部关门落
锁。 只在该镇的东达出口花炮
厂， 看见有10多名工人清理厂
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接到
镇党委、镇政府传达的停产整顿
通知后，他们第一时间组织工人
进行隐患排查，目前已将生产车
间里的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全
部入库封存。镇上干部也已经前
来督查了2次。

醴陵将军烟花公司负责人
建议说，尝试成立第三方专家小
组介入烟花鞭炮企业的监管，让
先进的、技术有保证的花炮企业
做大做强，对落后的、小作坊式
企业坚决予以淘汰，同时要加大
烟花鞭炮行业从业人员的安全
教育培训，真正做到安全生产意
识入脑入心。

走转型升级、
科技兴安之路

“强化安全监管，是对生产
过程的严格控制，而醴陵花炮安
全生产根本出路在于劳动密集
型向科技密集型升级。” 醴陵市
花炮局局长黎志清在日前的行
业代表座谈会上表示，醴陵花炮
产业要健康发展，必须走转型升
级、科技兴安之路。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从接
鞭机、插引机、包装机到装药机，
醴陵的花炮机械方兴未艾，自动
化程度越来越高，领跑了整个行
业。 随着数字化程度的普及，数
控机床也已经逐步融入花炮行
业了。

截至目前，醴陵市不少规模
相对较大的企业，都在投入巨资
研发花炮的数控设备，有的已初
见成效。今后，该市花炮部门将
致力整合花炮企业的优势资源，
强力推进花炮自动化设备的研
发和使用，力争引领企业通过工
厂化、标准化、机械化、科技化、
集约化“五化”建设，实现产业的
健康发展。

“醴陵花炮”按下“暂停键”

宁乡大屯营镇生态建设促发展

“守株待兔”拿下“摩托大盗”

本报10月6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曹良海）最近，电影《花瑶》首映式暨新闻发布会在
北京举行。作为第一部以隆回花瑶民俗元素为题材
的影片，《花瑶》演绎了一个发生在隆回县花瑶古寨
的爱情故事。

据悉，该片由湖南邵阳付氏影视文化传媒公
司投资，历经两年多时间创作、拍摄，中国青年优

秀导演杨铭执导，是香港著名影星午马一生中拍
摄的最后一部电影。电影《花瑶》将于近期在全国
各大院线公映，11月份在CCTV-6播出。 该影片
在全国的上映，将让更多人了解花瑶，让花瑶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花瑶》也将成为隆回县对外
宣传的一张名片， 进一步助推当地旅游业的发
展。

电影《花瑶》北京首映

望城

耒阳
落实“十条禁令”、全面整改、转型升级———

青山绿水引来生态大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