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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李亮 刘厚忠）11月21日清晨， 一辆辆洒水车悄
然穿梭在冷水江市的大街小巷， 将城区洗刷一
新。 同时，园林工人对绿化带进行维护清理。 在
城市发展中，冷水江自我倒逼，通过扩容提质，
倡导文明风尚，正大步迈向生态文明新城。

近年来， 冷水江市积极破解城市发展制约
因素，大力实施“扩容提质”和污染企业退出，扩
建、新建城市公园，城区见缝插绿、拆墙透绿，打
造清新亮丽的市容市貌。目前，全市绿化覆盖率
37.1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6.26平方米。

以创建省级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园林城
市为契机，冷水江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先
后建成城市垃圾填埋场、垃圾中转站37座，取
缔马路市场17处， 完成18个社区79条背街小
巷硬化改造，一系列制约城市发展的“短板”
陆续被补齐。

冷水江探索精细化、网格化管理办法。 建
立环境应急小分队与城管处置小分队， 及时
发现和解决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整治占
道经营，清理“牛皮癣”，规范户外招牌，疏堵
结合，宽严相济，把过去城市管理的“冰点”变

成“热点”，难点变成突破点和着力点。
街道变美了，管理规范了，商圈繁荣了，

“断头路”打通了，冷水江城市辐射力、带动
力、承载力不断增强，不仅吸引了沃尔玛、步
步高、苏宁电器等大企业大商户的入驻，而且
带动了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

伴随着城市功能的完善， 文明之花绽放
在“锑都”大地。 火车轮下救儿童的刘新红、涵
渠救人的段志红、 跳进粪坑救小孩的杨文利
等一批见义勇为、爱心慈善的先进人物事迹，
让这座滨江小城更显温暖。

�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陈昌国 何顺）11月20日上午8时， 祁阳
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刘小兵， 准时来到离祁阳
县城60多公里的金洞医院接诊。 去年2月1日
起，祁阳县人民医院托管金洞医院，13名医务
骨干长驻金洞医院，增设了妇科、产科、血透
室、手术室，前来就诊的山区群众大幅增加。

这是祁阳县大力建设“医联体”带来的崭
新面貌。 为解决乡镇卫生院医疗技术力量薄
弱的问题， 该县将县级医院由过去的对乡镇
卫生院进行业务指导， 改为县级医院业务骨

干长驻乡镇卫生院开展医疗服务。 县里出台
专门政策， 鼓励县级医院的医务工作人员到
乡镇工作、锻炼,并规定医务工作人员评聘中、
高级职称，必须有在基层工作的经历。 祁阳县
人民医院、 县中医院等县级医院分别派出医
务骨干长驻羊角塘镇、 大忠桥乡等乡镇卫生
院。 该县还采取激励措施，鼓励县级医院的医
务骨干到偏远乡镇卫生院任院长。 该县中医
院副院长曾劲松主动到文明铺镇医院担任院
长， 成功将镇医院创办为永州市首家二甲乡
镇医院。

到目前，该县组建“医联体”7家，县级公
立医院医务工作人员到乡镇卫生院工作的达
700多人次。县级医院下派的医务骨干还手把
手地指导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开展手术等，
提升了乡镇卫生院的整体医疗水平。 乡镇卫
生院此前没有能力开设的高风险科室， 现在
也得以开设，危重病人能够在当地及时就诊。
11月9日，内下乡卫生院收治一名突发疾病患
者，经县心电中心确诊为前壁心梗，立即组织
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心内科专家远程会诊，
指导抢救，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陈新）工地扬
尘噪音指数有没有超标、渣土车出入是否
清洗干净……在长沙市开福区城乡建设
局办公室，打开扬尘在线监测系统，全区
14个绿色搅拌站的扬尘和噪音状况一看
便知。 目前，开福区所有混凝土搅拌站都
安装了这样的“千里眼”，有关工作人员足
不出户可掌握污染情况。

混凝土搅拌站在生产过程中，常有扬尘、
噪音污染发生，如何监控是个难题。 11月23
日上午10时许， 在开福区城乡建设局办公
室，工作人员打开扬尘在线监测系统，全区所
有搅拌站的PM2.5、PM10以及噪声、 湿度等
数值一目了然，这与搅拌站LED显示屏上的

信息完全一致。 工作人员选取湖南锦程混凝
土有限公司演示，此刻厂区内环境总体干净，
工人正在用水冲洗地面，PM10是73.12、
PM2.5是44.04、噪音是84.35。

“在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如果监控
数据显示PM2.5、PM10分别超过 100和
200，我们会立即打电话，要求停工整改。 ”
开福区城乡建设局局长王中柱介绍，扬尘
污染具有偶发性和突发性，过去对混凝土
搅拌站生产监督只是采用人力，一个个现
场巡查，要花大量时间，也缺乏时效性。 现
在，利用扬尘在线监测系统，可实时查看
和监督搅拌站生产情况，发现污染环境问
题即行即改。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肖展发 舒卫军

11月25日，双峰县杏子铺镇涟水村的
群众炸开了锅，村民们关注和议论着一件
新鲜事：该村沿河组90岁的老农民左国良
因病去世了，根据左老生前遗嘱，家里没
有做道场，没开追悼会，没有酒席，也没放
鞭炮……更让村民们难以置信的是，左老
还在遗嘱中注明，死后将遗体捐给医学院
作医学解剖，眼角膜捐给爱尔眼科医院供
有需要的患者使用。

左老的这一举动，虽有人质疑，但却也
得到了当地不少干群的点赞。 该村村主任曹
振坤就告诉记者，左老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
他一生紧紧跟随共产党。 解放时，他积极带

头搞土改，破除封建迷信，前辈留下来的神主
牌全被他烧了；解放后，他带头破旧俗，一生
对做道场、搞土葬、讲排场的事情最不喜欢。

“我爷爷曾经多次对我父亲说过，等
他去世了就把遗体无偿捐献出去。 听我父亲
说，1983年9月，爷爷就主动到当时的湖南医
学院签订了捐献遗体协议。 1996年11月10
日，他又向我父亲、两个叔叔和姑姑每人递交
了一份遗嘱。 ”左老的孙子左红科告诉记者，
爷爷担心儿女们孝顺，难以破除旧俗，还委托
其弟弟左国亮为监督人。

左国良老人25日与世长辞后，30多位
家人、亲戚很快聚集在了一起，悲伤之余，
一致表示坚决按照左老遗嘱办。 当天，湘
雅医学院工作人员和左老的儿孙们就办
理了左老遗体捐赠手续。

宁乡煤炭坝
52名贫困学生获帮扶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李曼斯 鲁应
龙）父母离家出走，奶奶去世，7岁的谢波从
小跟着爷爷生活……近日，美丽宁乡志愿者
协会煤炭坝分会的志愿者来到宁乡县煤炭
坝镇砖塘村，给家境贫寒的谢波送来助学款
3000元以及食物、衣被、学习用品等。

据了解， 去年， 煤炭坝镇组建美丽宁
乡志愿者协会煤炭坝分会， 成立了精准扶
贫爱心助学志愿者服务队。 目前， 他们已
发动各界爱心人士帮扶贫困学生52名， 共
计发放助学金15.6万元。

扩容提质带来美丽蝶变

冷水江迈向生态文明新城

乡镇卫生院也能看大病

祁阳县组建7家“医联体”

� � � � 11月27日， 长沙高
新区，湖南纳雷科技有限
公司，一线研发者在生产
毫米波雷达。近5年，长沙
市高新技术产值年均增
长18%，科技创新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未来战士”？
科技精英！

扬尘治理有了“千里眼”
开福区对混凝土搅拌站全部进行在线监测

90岁老农无偿捐献遗体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
讯员 刘辉霞）11月24日， 由中国农产品流通
经纪人协会和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主办、 洪江
市政府承办的2017年中国洪江黔阳冰糖橙节
暨农特产品投资洽购会在洪江市开幕， 吸引
全国各地200多位客商及近万名游客参加。

黔阳冰糖橙果肉脆嫩、果味甘甜，被誉
为“橙之极品”。洪江市素有“中国优质柑橘
基地重点县（市）”“中国冰糖橙第一市（县）”
等美称。目前，全市栽培冰糖橙20.3万亩，年
产30多万吨，年总产值达9.84亿元。洪江市

委副书记、市长张龚为黔阳冰糖橙“代言”。
他说，举办此次节会，就是要进一步扩大洪
江市以黔阳冰糖橙为代表的优质农产品和
农业品牌的影响力，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真
正将老百姓丰收的果实变为真金白银，将
“山果”打造成“致富果”。

节会为期2天。开幕式上，中国果品流
通协会授予洪江市“中国优质冰糖橙生产
基地”牌匾。洪江市政府与中国农产品流
通经纪人协会、中国果品流通协会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

将“山果”打造成“致富果”

中国洪江黔阳冰糖橙节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