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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通讯员
夏喜衡 记者 段涵敏）“走进雪峰山
景区，除了奇丽的自然风光、神秘的
多元文化让人印象深刻外， 景区内
干净整洁的大小公厕， 农家小院的
卫生厕所， 都让人感觉舒心。”12月
19日，一位来自广州的李姓游客感
叹道。

“厕所是景区文明的一杆标
尺。” 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
司董事长陈黎明介绍，在开发雪峰
山旅游过程中，他们树立“小厕所，
大民生”观念，把厕所建设当作大
事来抓，坚持与景区景点建设同步
规划、优先施工、先行开放。在省旅
发委的帮助下， 公司请来了北京，

西安等地旅游厕所专家设计，请
专业队伍施工，在注重实用价值
的同时，更加注重与自然和谐相
处， 把厕所作为一道风景来建。
三年来，共投入500多万元，在3
个3A景区建起了52所标准化的
公共厕所；拿出200多万元资助
和奖励景区农民改造和新建了

217个冲水卫生厕所，对过去那种简
陋破烂、臭气熏天的厕所，来了一次
彻底的“革命”。如今，数量充足、分
布合理、管理有效、服务到位、卫生
环保的旅游厕所分布在雪峰山旅游
景区，酒店客栈、农家小院都能为游
客提供文明、 方便、 卫生的如厕服
务。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记者 余
蓉） 湖南省2018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今日起报名， 社会考生可到各市
州、县（市、区）自考办所设报名站报
考， 也可以登录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
考 试 自 助 服 务 系 统（http://zikao.
hneao.cn/net）报考。值得考生注意的
是， 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
发布通知，取消视觉传达设计、音乐教
育等42个专业“只面向助学班开考”
的限制，所有社会考生均可自愿报考。

此前， 我省自考开考专业分为两
种类型， 第一种为面向社会及助学班
开考的专业； 第二种为只面向助学班
开考的专业， 考生可与相应主考学校
联系， 由主考学校或相应助学机构在
生源所在地办理报名手续。 这给了不
法分子一些可乘之机，一些机构、个人
冒用主考学校、 助学机构的名义进行
虚假宣传、违规组织生源，严重扰乱了
自学考试管理工作秩序， 也给考生造
成了损失。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粱国清） 许多人不
重视身体疼痛症状， 实际上慢性疼
痛是一种疾病，需要及早干预治疗。
为推动我省慢性疼痛疾病诊治体
系与疼痛学科建设，12月20日，湖
南省疼痛专科医联体在中南大学
湘雅三医院成立， 并纳入国家级疼
痛专科医联体共同发展， 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 湘雅二医院等省内100
家医疗机构加盟。

“目前我省虽有近200家各级
医疗机构注册了疼痛专科， 疼痛执
业医护人员近2000人，但高水平疼
痛专科人才匮乏， 存在疼痛诊疗不
规范等问题， 慢性疼痛疾病诊治体
系与疼痛学科建设和发展滞后，难
于应对日趋严峻的发病形势和人
民群众对优质医疗资源的不断需
求。”湖南省疼痛医学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 湘雅三医院疼痛科主任黄
东介绍， 随着人口老龄化及生活方
式的改变， 慢性疼痛疾病已经成为
了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 患者为了
解决一个疼痛问题， 常常需要到不
同的医院、不同的科室，看不同的医
生，极为不便。

据悉，该医联体成立后，将通过
新湘雅移动远程医疗信息平台，对医
联体内医疗机构开通远程会诊和双
向转诊绿色通道，开展专家课堂及时
发布学科最新进展。同时，通过多种
方式对医联体内基层医疗机构疼痛
科医生进行规范化培训；加强省内各
级医院疼痛学科的交流合作，培养高
水平的疼痛专科医师。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记者
龙文泱）昨天，全省博物馆党史国
史主题教育活动讲解比赛在长沙
举行， 来自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
馆等15家博物馆（含纪念馆）的讲
解员进行了激烈的角逐。

比赛中， 讲解员们紧密结合
所在博物馆（纪念馆） 的陈列特
点， 深挖馆藏藏品的文化内涵及
其背后的故事， 向现场观众讲述
了一段段动人的故事。 韶山毛泽

东同志纪念馆的讲解员李瑛，深
情讲述了毛泽东同志一家六烈士
为祖国、为人民牺牲的感人故事；
湖南党史陈列馆的讲解员董青从
个人的角度阐释了长征的意义；
长沙简牍博物馆的讲解员王茜手
持简牍， 演绎了千年前的廉政文
化。生动的讲解打动了观众，现场
掌声不断。最后，李瑛、董青等10
名讲解员获得“全省博物馆党史
国史主题教育活动十佳讲解员”

称号。
今年5月，省文化厅、省文化厅

关工委、 省文物局组织全省博物馆
开展了党史国史主题教育活动。各
地博物馆围绕党史国史教育主题，
深入研究文物所承载的丰富内涵，
精心撰写解说词，创新开展“小小讲
解员”培训、主题宣传教育、主题展
览等特色教育活动， 累计接待观众
277万人次， 其中青少年观众105万
人次。

雪峰山推行“厕所革命”

200多万元奖励农民改建卫生厕所
我省自考出台新规
取消42个专业“只面向助学班开考”限制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记者 李
传新）记者今天从省食药监局获悉，我
省食品安全监管系统近日正式通过项
目验收。该系统是依托物联网、大数据
和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的
食品安全监管数据通、 业务通和服务
通监管平台，实现了省、市州、县市区、
街道四级联动的立体化监管网络。

据了解， 湖南省食品安全监管系
统是我省着力推进的智慧食药监工
程， 该系统在数据层实现了食品企业
基础信息、证照信息、监管信息等各类
数据的互通，可基于APP和PC端对企
业的“基础信息、许可信息、违法违规
记录”等信息进行查询，及时了解掌握
企业动态，为监管决策提供依据，提高

监管效率，强化监管能力。同时，系统
以“业务协同、一体监管”为宗旨，实现
了食品安全监管许可准入、 日常监管
的业务联通， 行政审批是食品生产和
流通市场准入审批和监管；日常监督、
技术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可疑食品生产
和经营违法事件， 为稽查办案提供执
法线索， 其结果又可以指导监管人员
对问题企业进行重点监督和抽样。

省食药监局负责人介绍， 依托食
品安全监管系统更加规范了食品安全
日常监督工作，使监督过程有据可依，
监督信息得到完整记录， 监督结果有
据可查， 提高和保障了食品药品质量
安全， 促使整个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的
工作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我省食品安全监管系统通过验收
立体化食药监管网络形成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记者 张
福芳）定点供货公示栏、蔬菜农残检测
结果公示表、分门别类的阳光操作间、
全方位无死角监控……12月19日上
午，娄底一中学生食堂的“明厨亮灶”
工程，让记者眼前一亮。

据了解，为切实抓好校园及周边食
品安全工作，今年6月起，娄底市启动校
园及周边食品安全护苗行动，大力开展
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同时，
积极实施托幼机构餐饮质量提升工程，
推进学校透明厨房“1＋N”建设，实行采
购、仓储、粗加工、切配、烹饪、备餐等环
节相对独立设区，实行阳光操作。全面

推行膳食委员会制度，让家长、学生以
及社区居民代表成为学校食品安全的
监督者。实行“色标”管理，以不同颜色
来区分不同功能区域和设施设备，有效
杜绝不同类型食物交叉污染。

半年来， 娄底市已开展集中执法
行动1972次， 下达责任整改书2830
份，取缔食品摊贩142个，学校食品安
全形势持续好转。全市627家托幼机构
食堂进行了改扩建，改造率达80.9%。
今年，全市1300多个中小学校和幼儿
园食堂没有发生一起食品安全事故，
娄底一中等5所学校还被评为省级食
品安全示范校。

半年来开展集中执法行动1972次
娄底食品安全护苗行动成效明显

全省博物馆党史国史主题教育活动举行

为患者解除“痛”苦
湖南疼痛专科医联体成立

12月18日，应急演练参演人员正在抢救“食品中毒”学生。当天，凤凰县
食工局、公安局、卫计局、疾控中心等单位在思源学校联合开展“食品安全
事故应急演练”。通过演练活动，提升各级各部门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理能
力，切实保护学生及民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滕建康 摄

食品安全事故
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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