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阳市二医院摘得“皇冠上的明珠”

绿色精准消融术
解除“心头大患”

湖南日报7月14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王丹青）今天
中午，岳阳市二人民医院成功开展了该市首例三维电生理标测
系统（Carto3）房颤绿色精准射频消融术，使困扰市民吴先生多
年的心脏顽疾彻底治愈。这标志着岳阳患者也能享受到世界上
最顶尖的医疗技术，与大城市的病友享受同等待遇。

据悉，经导管消融治疗房颤是房颤治疗史上的一次大飞
跃。 绿色精准消融术式是心血管介入手术中难度最大、技术
含金量最高的术式，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

吴先生有近4年的阵发性心房颤动发作病史， 经常出现
阵发性心慌、胸闷，每天都与药物为伴，效果不佳；吴先生强
烈要求医院为自己施行该手术。

此次手术仅需穿刺患者股静脉，在Carto3指导下精准构
建了左房三维图像，并在无射线下依次将肺静脉进行环状线
形消融，完成该手术用了90分钟。 术后电刺激心房未能诱发
房颤，手术取得圆满成功。 手术运用三维解剖标测系统精确
重建心脏图像，不但可以精准消融左房的病灶，而且最大程
度减少了X线透视、减轻损伤，是目前最先进的绿色手术。 患
者术中仅需局部麻醉，神志始终保持清醒。 术后患者未再发
生心慌、胸闷等症状。

此次手术的主治医师张志辉博士称，房颤是临床上最常
见的一种心律失常，并发症多，致残率高。 发病后，易在心脏
内形成血栓， 血栓脱落可引起栓塞并导致中风等并发症；时
间久了还易发展为持续性房颤， 引起心律失常型心肌病，并
导致心功能下降。 常规药物治疗疗效差且不能根治，外科手
术治疗创伤大、出血多、死亡率高，难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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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7月14日讯 （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李光）“我现在养殖山羊110
头、黄牛27头，每年光卖出牛羊获得的收
入就不低于7万元。 ”7月11日，麻阳苗族自
治县大桥江乡杨柳坡村村民李兴顺高兴
地说，他依托村里林地多的优势，发展林
下养殖增收致富，日子越过越红火。

据了解， 麻阳把发展林下经济作为
建设生态林业、 实现兴林富民的重要手
段，大力发展“林药”“林畜”“林养”和林
下旅游等。目前，全县林下经济经营面积

达20.98万亩， 从业人员达11.1万人，年
创产值2.7亿多元。

为实现“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
调动广大农民发展林下经济的积极性，
近年来， 麻阳大力实施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 将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分
配到户。采取整合专项资金、产权抵押贷
款、 生产资料入股等方式， 拓宽融资渠
道，解决发展林下经济资金难题。通过实
施农村林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
等5权抵押贷款，目前已为林业产业发展

“输血”5500多万元。 并按照“财政出大
头、 农户出小头” 的缴纳保险金比例要
求，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减小发展林下
经济的风险。

麻阳还先后与湖南农业大学、 省农
科院等农林院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推
进林下名优新品种和先进技术研发
与生产应用。 实行“龙头企业（专业合
作社）+基地+农户”运作模式，运用龙
头企业（合作社）的资金、技术、市场
等优势， 推进林下经济规模经营，解

决产品加工与销售难题。 麻阳利农科贸
有限公司在尧市镇流转林地3000亩种
植药材五倍子， 带动42户农户参加，公
司为农户提供专业技术指导， 以保护价
收购产品， 丰产后每亩每年可产生经济
效益2000元。

� � � �湖南日报7月14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刘亮节)7月12日,记者在桃源县
夷望溪镇马石社区看到，炎炎烈日下，一
群人正在种粮大户廖慧坤承包的田里补
损。 廖慧坤告诉记者，这次洪灾中，他种
的312亩田淹了245亩，种的早稻、中稻、
玉米基本绝收。 这几天,搭帮社区党支部
书记燕建国带人帮忙，200多亩失收的
农田改种了“倒种春”。

从6月底至7月初，桃源县遭受特大
暴雨洪水侵袭，27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
农作物受灾面积10万余亩，其中绝收面
积近4.8万亩。

洪水过后，桃源县委、县政府立即召
开救灾补损工作会议。常德市副市长、桃
源县委书记汤祚国要求1000多名分赴9
个受灾严重乡镇帮助生产自救的干部 ,
一定要竭尽全力, 帮助群众将损失降到

最低程度。
紧接着,县财政紧急拨付2000万元,

用于救灾补损。 县交通局紧急成立公路
水毁勘灾小组，进驻受灾乡镇，指导抢修
农村水毁公路。 尤其是对阻断的5条重
要交通线路,调运挖机开展清运工作，进
行土方填筑和修筑挡土墙， 使全县交通
基本恢复正常。 县农业局成立了10个救
灾技术指导小组， 分赴重灾乡镇开展办

点示范，科学指导救灾补损。 截至7月12
日，14万公斤早稻和7200公斤玉米救灾
储备种子，已全部分发到重灾乡村。

在受灾最严重的夷望溪镇马石社
区， 记者看到镇农技站技术员正在田间
地头指导农户加强田间管理， 做好复耕
抢种工作。 现在， 马石社区已完成播种
861亩， 改种了150亩玉米，1218亩中稻
病虫害防治工作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邵阳跻身国家卫生城市
湖南日报7月14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周玉

意）在通过省级基础评估、资料初审、国家暗访、国家技术评
估、综合评审、社会公示等多重考验后，今天，邵阳市正式被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

2012年以来，邵阳市委、市政府着眼促发展、惠民生，自加
压力，大力改善人居环境、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开启
了国家卫生城市创建行动。 5年来，先后实施硬化、净化、绿化、
美化、亮化5大工程，共完成城区小街小巷改造367条，对城区
100多个老旧院落、城中村与城乡接合部进行集中整治，彻底
改变了邵阳“脏、乱、差”的历史，城市颜值不断增高。 特别是在
2014年创“国卫”攻坚阶段，该市一年内就完成城区42家农贸
市场标准化改造，并改造、新建城市公厕254座；对中心城区主
要道路沿街建筑“穿衣戴帽”；增加街头绿地、道路绿廊，新建
了邵水河风光带与10多个小游园，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
园”，让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不断增强。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覃占波

暑假伊始，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洗车河古
镇，一名90后土家女孩田雪梅发起了“鼎罐煮文章”夏令营
活动。她通过网络众筹，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志愿者。自愿
参加活动的留守儿童，不用交任何费用，可以接受为期20天
的兴趣爱好培训。

7月12日下午，在龙山县洗车河文化站，一群孩子玩起了足
球大战。他们当中，最大的12岁，最小的6岁，都是留守儿童。虽然
没有运动服，没有球鞋，但是，有彼此最爱的足球，还有来自巴
西、阿根廷及湖南长沙的志愿者陪伴他们度过了快乐时光。

“小伙伴们，你们不能用脚尖，要用这里。”来自巴西的志
愿者、足球教练威廉指着自己的脚内侧，对龙山县洗车河镇
的43名留守儿童说。然后，扬起一脚，足球就射进门框了。 站
在威廉右侧的贾婷婷小朋友，先是抓了抓脑勺，然后和小伙
伴一起鼓掌叫好。

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们，既可练习足球，也可练习英语口语。
志愿者艾莉既负责教孩子们英语口语， 又负责教孩子们绘画、
贴画。 她告诉记者，早上7点半左右，孩子们就唱着歌曲《how�
are� you》来登门拜访。“这几天非常开心，孩子们的朝气感染了
我。 能为中国山区孩子做点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

这个夏令营活动，为什么叫“鼎罐煮文章”？在自治州，土
家族有句俗语：“只有鼎罐煮man man（平声，土家语米饭的
意思），哪有鼎罐煮文章！ ”田雪梅偏不服这个“理”。 2016年
初，她拿出自己积攒的2万多元钱，租用洗车河镇老百姓的吊
脚楼，创办了“鼎罐煮文章”公益书屋，寓意点亮留守儿童读
书梦。如今，“鼎罐煮文章”书屋藏书10000多册，成了孩子们
精神生活的“心灵乐园”。

麻阳林下掘金助民增收
经营面积逾20万亩，年创产值2.7亿多元

桃源全力减少群众损失
千余名干部奔赴9个受灾严重乡镇帮助生产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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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众筹，志愿者来自全球各地———

为留守儿童撑起爱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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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党建
学廉政

7月14日，
长沙市开福区
月湖街道， 党
员参加廉政知
识问答竞赛。
当天， 该街道
开展系列主题
活 动 ， 促 党
建， 学廉政。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何林红

摄影报道

荨荨（上接1版）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持续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不过，
今年以来，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却屡次给
出了乐观的调子，最新版对2017年全球经济增
长做出3.5%的预期，并认为明年世界经济增长
率将上升到3.6%。

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回暖，新兴经济体经济
保持良好基本面发展， 由此拉动全球需求回
升，有效带动了我省整体出口的增长。此外，国
际大宗商品价格回升，特别是铁矿砂、原油等
大宗商品量价齐增，进一步带动了进口总量的
增长。

杨明伟认为， 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复苏回暖，
为我省外贸业务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去年上
半年外贸业务基数较低，也是今年1至6月外贸业
务从数据上实现较快增长的原因之一。

“整体来看，2017年我省外贸发展面临的环
境好于过去两年，”杨明伟表示，目前外贸发展还
存在诸多挑战， 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日益激烈，

“逆全球化”潮流对外贸的影响逐步显现，加之我
省传统业态增长动能不足、新型贸易方式尚未形
成规模，稳增长调结构压力依然较大。

外贸稳增长政策效果显现，外
贸发展环境不断优化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准确预判外贸形势，
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外贸回稳向好的政策文件，
为我省今年外贸业务稳定增长奠定了良好的
政策基础。 尤其是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了

“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 的经济社会发展总战
略，开放型经济各领域形成了齐抓共管的良好
局面，为外贸业务实现快速增长营造了积极的
工作氛围。

上半年外贸优异“成绩单”的背后，也离不开
商务、海关、检验检疫等相关部门的创新服务。

外贸综合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我省通过搭
建省级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和建设园区外贸综
合服务中心，为中小企业开展对外贸易提供通
关、融资、退税、物流、保险、结汇等全流程免费
指导服务，有效推动外贸“破零倍增”。今年1至
5月， 全省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数同比增长
20%以上， 全省共有992家企业与去年同期相
比进出口实现了破零，468家企业进出口实现
同比100%以上的增长。

龙头企业不断培育壮大。通过建立重点企
业联系机制，商务、海关等部门切实解决企业
在开展对外贸易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促
进了外贸龙头企业业绩增长。上半年，蓝思科
技进出口同比增长6成，广汽三菱进出口猛增5
倍。

创新举措解决外贸企业融资难问题。通过
出台《湖南省中小微外贸企业出口融资无抵押
式担保+银行优惠贷款暂行管理办法》和《出口
退税账户托管便利融资实施细则》， 引入担保
公司并设立风险补偿金，针对有出口订单的企
业开展无抵押担保融资，实施“报关即退”模式
的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融资，有效地解决了进出
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退税慢等问题。

长沙海关表示，省内各大外贸平台逐步发
挥功能效用，上半年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口
货物8.1亿元，同比倍增。

省商务厅与省内高校及专业外贸培训机
构合作，开展1000人次以上的外贸人才培训，
为全省外贸企业输送了一批专业外贸人才。

外贸缘何
飙升6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