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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记者 孟姣燕 通讯
员 张泽鹏）今天，省经信委、省长株潭两型试验
区管委会、省财政厅、省环保厅、省质监局在长
沙联合举办2017年湖南工业绿色制造推进会，
展示全省工业绿色发展成绩， 开展广泛深入合
作交流。

会上， 向获得第一批国家级和省级的绿色
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颁发第三
方评价证书， 向通过省两型工业企业认证的企
业颁发第三方认证证书。9家2017年国家绿色
制造系统集成项目牵头单位与联合成员单位签

订项目推进协议。省经信委、省质监局联合发布
了6个节能地方标准。

2016年， 全省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10380
亿元，是2010年的1.8倍；规模工业综合能源消
费量维持在5946万吨标准煤，相比2010年少消
耗798万吨。 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的同
时， 绿色制造体系创建工作加快推进。2017年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和湖南法泽尔动力再制造有限公司获批国家
级绿色工厂，浏阳高新区获批国家级绿色园区，
远大空调有限公司获批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

企业。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等27家企业被认定为
第一批省级绿色工厂， 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和
隆回工业集中区被认定为第一批省级绿色园
区。同时，在全省启动两型工业企业认证工作，
三一重工等19家企业通过第三方认证机构两型
认证。

省经信委党组书记、主任谢超英表示，省经信
委将和有关部门一道， 推动党的十九大关于绿色
发展的精神真正落地生根，力争到2020年，全省建
设100家绿色工厂、10家绿色园区， 认证10家两型
工业企业，形成示范效应，引领工业绿色制造。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
员 谢志刚 刘昭云） 今天， 邵东县卫计局发布
《家庭医生签约化服务工作实施方案（试行）》，
家庭医生将全面走进当地百姓家。

全面推行“家庭医生”服务机制，是邵东县
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

据了解，该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主要由各乡
镇（街道）卫生院提供。各卫生院共组建128个
家庭医生团队，每个团队由家庭医生、护士、公
共卫生医师、乡村医生等组成，原则上一个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人数不超过1000人，以确保履约
质量。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面向全县常住6个月以

上户籍或非户籍居民，优先签约重点人群，包括
65岁以上老年人、6岁以下儿童、 孕产妇以及高
血压、糖尿病、重性精神病、结核病患者与建档
立卡贫困人员、计生特殊家庭等。

邵东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定价为每人每年
70元， 其中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承担30元，医
保统筹基金承担30元， 签约服务对象承担10元。
今年内，全县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
将达到60%以上， 预计将有22万人享受到家庭医
生服务。至2020年，力争将签约服务对象扩大到
全体人群，形成长期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

11月20日，小学生在参观“点亮儿童未来”中国儿童影像展。当天是联合国设立的“世界儿童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携手长沙市政府在长沙规划展
示馆举办“点亮城市 点亮儿童未来”系列主题活动。活动包括“点亮儿童未来”中国儿童影像展、长沙“儿童友好城市”规划成果展、“点亮儿童未来”世界
儿童日长沙站亮灯仪式等。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刘玉秋 摄影报道

湖南工业绿色制造成绩斐然
2016年规模工业比2010年少消耗798万吨标准煤
2020年力争建设100家绿色工厂、10家绿色园区

点亮儿童未来

邵东全面推行家庭医生服务机制
今年内将有22万重点人群享受到服务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唐耀东 柏劲松 ）“这里的
银杏太漂亮了！”11月21日， 在被游客
誉为“中国银杏第一村”的双牌县茶林
镇桐子坳村， 广东游客洪强高兴地说。
记者看到，尽管天空中不时飘着毛毛细
雨，但这里游人如织，人们游兴不减。

已跟踪拍摄银杏10多年的永州市
摄影“发烧友”蒋大翘对记者说，与往年
相比，今年银杏叶更多、更密、更整齐，
叶色更一致，景色更美。桐子坳村党支
部副书记蒋志群介绍，近年，村里把以
前分散到户的600多株银杏树，按每株
每年300元的租金“流转”给旅游公司，
并要求村民们只能捡拾自然落下的银

杏果， 不准用棍棒敲打果实而毁掉树
叶。特别是今年，对200多株树龄在100
年以上的银杏树进行了特别管护，多次
对它们施肥、修剪、浇水、除草，还首次
用无人机喷药防治银杏大蚕蛾。这一系
列综合措施，让银杏树更壮更美了。

今年70岁的村民柏先凤开了一家
小卖部， 销售小商品和自己做的鞋垫
等，她开心地说：“一开始，我对‘流转’
银杏树想不通， 现在看来这是对的。银
杏树越来越好看，游人越来越多，我的
收入也越来越多了。”

蒋志群说，去年全村接待游客30多
万人次，今年到目前为止，接待游客已超
过30万人次。

双牌：“流转”银杏，带来旅游升温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周勇
军 肖洋桂 通讯员 怀素娟 何建华）11
月19日，临澧县望城乡桂花村宋玉五彩
生态园里游客络绎不绝。园里美景如画，
游客纷纷拍照留念。

“生态园里有各具特色的花苑，让
游客在不同季节都能品味花香与浪
漫。”桂花村相关负责人自豪地说，生态
园一共流转了村里1000多亩地， 每亩
一年流转费300元。 同时村部创办了脱
贫致富协会，组织村民入园务工、开门
设店、经营农家乐、售卖果蔬等，增加了
村民收入。

今年51岁的徐西平是村里建档立
卡贫困户，被安排在生态园负责花木日
常管护。徐西平说：“我每月拿1700元工
资，活不重，还能照顾家。”像徐西平一
样， 桂花村共有100多村民直接在生态
园参与种植和管护，其中贫困村民40多
人。

“告别传统种植业，发展现代庄园经
济。”望城乡扶贫办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桂花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 引导村民
种植油茶、黄栀子等，并积极引进民间资
本，建设宋玉五彩生态园，打造乡村旅游
综合体，走出了一条产业富民新路。

临澧：“庄园经济”，推动脱贫致富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员 袁雪莹）昨天，第十七届海峡两
岸智能运输系统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开
幕。 来自海峡两岸的智能交通系统专
家、学者和行业代表，湖南省交通工程
学会会员单位代表等共计约300人参
会。

本次学术研讨会由武汉理工大学、
台湾淡江大学发起，由湖南省交通工程
学会和中南大学联合承办，主题为“车
联无限、 智慧通途”。 中山大学教授余
志、台湾运输协会理事长罗孝贤、湖南
省交通运输厅信息中心主任刘银生、远
通电收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远创智慧

首席顾问周德民等4位专家学者， 围绕
智能运输系统的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
分别做了主题报告。在随后的两场分会
场学术报告与交流中，参会代表们围绕
近年来智能运输系统研究领域的最新
动向和发展趋势，海峡两岸在城市智能
交通管控、智慧高速公路等领域的合作
方式，以及构建安全、畅通、环保的智能
运输系统等主题展开了充分地研讨。

据悉，海峡两岸智能运输系统学术
研讨会自2001年首次举办以来， 已先
后在武汉、北京、台北、哈尔滨、上海、新
竹、天津、台中、重庆等城市成功举办，
已成为两岸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之一。

海峡两岸学者研讨智能运输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余
蓉 通讯员 廖佚 邓玉梅 ）11月 18日
至19日， 全国高职高专党委书记论坛
2017年会在江苏举行， 全国133所高
职高专院校负责人共300余人与会。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我省高职
高专校园文化建设唯一代表， 现场宣
讲了湘商文化育人的最新成果， 从创
新商科人才的培养模式、 推动湘商文
化研究的兴起、 引导广大湘商来建设

家乡等方面介绍了湘商文化育人的成
效。

湖南商务职院注重湘商文化育
人，通过举办“湘商前行”报告会、开办
“湘商大讲堂”等活动，吸引全国10余
家知名湖南商会与学院签订了校企合
作框架协议， 共同打造湘商文化的传
播平台、 湘商资源的整合平台和职业
素养的教育平台，在强化人才培养、提
高社会影响力等方面成效显著。

湘商文化育人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