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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月18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罗中华 邹令纯）“我们县里的医院现在
技术和服务都很好， 还有省里专家做靠
山，不用走远路跑到大医院去看病了。 ”
近日， 桃江县高桥乡的罗大爷患肺癌动
手术后，发现癌细胞往肾上腺转移，来到
县人民医院治疗， 省人民医院派驻县人
民医院的泌尿外科专家为他做了手术。

据了解， 桃江县人民医院与省人民
医院建立“医联体”，初步形成了“医生
跑、技术跑，病人不用跑”的分级诊疗模
式， 让桃江人在家门口享受到省级医院
的医疗服务。 桃江人县域内就诊率由3年
前的70%提高到现在的86%。

为深化医改，实现省级医院优质资源
下沉、 提高基层医院医疗服务能力，2014
年7月，桃江县委、县政府力促县人民医院
与省人民医院联姻， 组建紧密型医疗联合
体，成为省人民医院集团的成员单位。“医
联体”实行“三化三共享”，即人才培养系统
化、技术开展精准化、管理模式一体化，共
享文化、共享资源、共享品牌。 省人民医院
除每年派专家6至10人驻桃江县人民医院
外，还建立巡诊制度，每两周一次组织省内
知名医学专家， 赴桃江巡诊并开设首席专
家门诊， 至今已接诊患者3100余人次，开
展会诊、手术示教100余例。“医联体”还搭
建了危急病抢救“高速通道”和疑难杂症转
诊“绿色通道”，给桃江患者提供了便利。

3年多来， 桃江县人民医院人员到省人
民医院参加技术和管理轮训100多人次，提
高了全院诊治水平。 目前， 该院普外科、儿
科、 护理3个学科入选省县级医院重点专科
建设项目，2016年还获准设置为三级综合
医院。 2017年6月，桃江县人民医院上联下
延，与武潭镇中心卫生院组建了县域“医联
体”。

“手术效果蛮好的，报销比例也比去
大医院高，少用3万多元。 ”在桃江县人民
医院神经内科住院的患者老张出院时，
算了这样一笔账。

� � � � 湖南日报1月18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周林 冯丽萍)“我
们成功探索出了企业与农民结成
紧密利益共同体的‘公司+基地+
农户’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大办
柑橘原料生产基地， 不仅保障了
企业的生产原料， 而且促进了农
民增收。 现在正是柑橘加工旺季，
每天有上千名工人从事生产，产
品畅销欧美……”1月18日， 在湖
南熙可食品有限公司柑橘加工车
间， 公司董事长阳国秀向记者介
绍。

近年来， 永州市冷水滩区以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切入
点， 每年安排1000万元以上的引
导资金，扶持柑橘加工产业，以加
工需求倒逼种植优化。 通过橘园
扩改、科技推广、龙头企业技改、
销售平台建设，实行区域化布局、
规模化开发、标准化管理、社会化
服务、品牌化营销，有力推进了全
区柑橘生产的标准化、 规范化和
产业化。 该区柑橘加工独占鳌头，
橘瓣罐头加工已占据全国半壁江
山，拥有柑橘加工企业11家，其中
以熙可食品、 永州都成为代表的
国家级和省级加工龙头企业5家，
年加工橘瓣能力达20万吨， 可消
化鲜果30万吨。 熙可食品公司近
几年产量、产值、出口创汇在全国
柑橘罐头行业排名第一。

冷水滩区还以大型柑橘加工、
贸易龙头企业为依托，建设优势柑
橘标准化种植基地，调整柑橘品种
结构，新老橘园种植品种逐步被替
换为以适合罐头加工的涟红、海
红、南柑20号等品种。 据该区农业
部门负责人介绍，2017年,该区柑橘
种植面积达11.1万亩， 优质果率提
高到89%，发展种植大户21560户，
柑橘总产量9.38万吨， 实现柑橘加
工产值8.2亿元，出口创汇7398万美
元。 柑橘成为了该区农村经济的支
柱产业和农民群众的致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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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保洁
志愿服务

1月18日，志愿者在河道上捡
拾垃圾。 当天，嘉禾县志愿者协会
开展“河道保洁志愿服务”活动，
50余名志愿者来到钟水河麻地村
段清理河道垃圾、漂浮物、废弃物
品，向群众宣传环保知识，维护河
道生态美丽环境。 黄春涛 摄

长沙县全面推行“路长制”
1月18日上午，G107国道长沙县星沙花卉市场段，工作人员在完善“路长”公示牌信息。 今年，长沙县全面推

行“路长制”，全县在册6053.67公里公路安排了“路长”“副路长”“分路长”。 472块“路长”公示牌从本月初开始陆
续安装，预计2月中旬全部安装到位。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 � � � 湖南日报1月18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王琼 张蕾 ） 1月18
日上午， 在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
镇， “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洞
庭湖环境资源法庭” 正式揭牌。
此举标志着洞庭湖生态环境保护
又多了一道司法保护防线。

2016年5月， 省高院下发 《关
于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加强环
境资源审判工作的意见》， 明确在
长沙、 岳阳两地率先确定2个审判
力量较强的基层法院设立专门环

境资源法庭。 在君山区委、 区政
府支持和岳阳市中院的推荐下，
省高院于当年12月确定在君山法
院设立洞庭湖环境资源法庭。 历
经一年的筹备建设， 法庭落成，
位于君山区钱粮湖镇。 而在此之
前， 该法庭已于2017年10月27
日， 公开审理益阳市环境与资源
保护志愿者协会诉湖南林源纸业
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公益
诉讼案， 敲响环境资源审判第一
槌。 这也是新环保法施行后， 省

高院指定管辖的第一起跨行政区
划集中管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洞庭湖环境资源法庭是加强
环境资源审判的产物， 实现跨行
政区划集中管辖环洞庭湖区域环
境公益诉讼一审案件以及环境污
染侵权纠纷一审案件， 并将探索
实行环境污染刑事、 民事、 行政
案件及部分执行案件的“四合一”
机制。 它的落成， 将为洞庭湖流
域环境资源这张生态名片， 提供
强有力的司法保护。

洞庭湖环境资源有了司法防线
君山法院洞庭湖环境资源法庭正式揭牌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曹联华

“村里几个人帮我把渔船拖过
来了，以后我再也不搞电捕鱼了。”
1月17日， 益阳市资阳区张家塞乡
合兴村村民王某将自家渔船拖到
资阳区渔政码头，并承诺以后再也
不搞非法捕鱼。 巧的是，帮他送船
的村民，正是11天前帮他“抢”船的
那帮人。

1月6日14时左右，资阳区渔政
渔港监督管理站站长杨志勇接到
举报，资江甘溪港河段曲尺湖水域
有人正在非法电力捕鱼。他立即调
派正在此河段巡查的4名执法队员
赶往事发水域。 然而，当执法船赶
到时，电鱼船正往合兴村大堤岸边

浅水区域逃跑。眼见电鱼船就要靠
岸，执法队员不顾冰水刺骨，跳入
水中扣押其非法捕捞设备。王某的
不配合，引来周边10来位不明真相
的村民，合力抬起渔船准备上岸。

“电捕鱼危害大， 小鱼瞬间
就被电死， 电晕的大鱼即使能够
活下来， 也大多丧失繁殖能力。
长此以往， 我们的子孙恐怕就只
能从书本上看到鱼长什么样了。”
现场执法人员谢乐京等一边稳住
村民， 避免发生冲突， 一边大声
宣传保护渔业资源的重要性和非
法捕捞的危害。

“我以前也是打鱼的，现在洗
脚上岸了，就因为这些年河里的鱼
越来越少了。 ”路经此地的老渔民
张立国也现身说法。

一番劝说，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村民们高举上肩的船又缓缓落
了下来。“不管是什么样的处罚，我
们来监督他执行，保证他不再非法
捕鱼。”为头的村民当场表态。王某
也表示愿意接受调查和处罚。 于
是，在接到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
作出的交出电鱼船的处罚通知后，
便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据悉，连日来，资阳区渔政部
门对资江新桥河至毛角口河段不
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非法捕捞
行为。 截至目前，先后组织开展渔
政执法行动35次，出动渔政执法人
员120人次、执法车辆6台次、船艇
40艘次，共查处违法捕鱼案件8起，
没收非法捕鱼设备8套， 扣押非法
捕捞船4艘。

“抢”回去的电鱼船又送回来了

� � � �湖南日报1月18日讯（记者 田
育才）1月18日，张家界首个公共停
车场项目———张家界市交投第一
停车场（原协力学校） 投入使用，
300个停车位将极大缓解中心城
区子午路段澧滨小学、机关幼儿园
附近“停车难”问题。

该项目由张家界市交通投资

集团建成投入运营，采取生态立体
停车场形式，总投资4000万元，共
建停车库16层、 停车位300个，采
用全球顶级智能搬运系统，可实现
90秒存取车，同时还配备有充电停
车位等新能源配套设施。

近年来，随着张家界市城区汽车
保有量越来越多，停车难及其造成的

交通秩序紊乱问题变得严重。 为此，
张家界市政府“十三五”期间拟投资
15亿元建设42个公共停车场。 目前，
张家界市交投集团已开工建设6个智
能公共停车场，今年还将新开工建设
10个停车场，建成后将基本解决中心
城区子午路、迎宾路、天门路、解放
路、北正街停车难题。

张家界首个公共停车场投入使用

� � � � 湖 南 日 报 1月 18日 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林思
文）“1月16日，城关镇除治78
株”；“瓮江镇出动劳力30人，
共除治 129株 ” ……1月中
旬， 此类数据源源不断汇集
到平江县林业生物防治指挥
中心。 经过全县专业力量连
续40多天奋战， 平江已伐除
并焚毁患松材线虫病松树
5200余株。 后段， 该县将进
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确保1
月底前完成所有疫木的清
理。

松材线虫病， 被称为松
树的“癌症”和“瘟疫”，是世
界公认的重大植物疫病，被
称为“不冒烟的森林火灾”。
平江现有松林92万亩。 2017
年11月初， 该县首次发现疑
似松材线虫病零星枯死松

树。 后经调查，全县5个乡镇
发生松材线虫病， 有枯死松
树1万多株，且有蔓延之势。

为了打赢这场突如其来
的松材线虫病除治攻坚战，
该县及时成立防治工作领导
小组， 财政预算追加专项防
治经费， 启动林业有害生物
灾害应急预案， 发动全县技
术力量展开防治攻坚。 采取
加强监测、 查清疫情、 禁止
松木流通、 伐除并销毁疫
木、 诛杀疫木根部病虫、 施
放诱捕器诱杀松褐天牛成虫
等多种措施 ， 并严格坚持
“五个一” 标准， 即山上不留
一株死树、 地上不遗一枝树
丫、 林内不露一个伐桩、 路
上不留一根疫木、 房前屋后
不见一段松柴。

� � � �湖南日报1月18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崔晓云)双牌县
公安局今天发布消息， 双牌县
“1·16”持刀伤人案嫌疑人卢某
清落网。

1月16日12时许，双牌县
泷泊镇双电路发生一起持刀
致4人受伤案， 其中1人经抢

救无效死亡。案发后，永州市、
双牌县公安机关迅速锁定犯
罪嫌疑人，组织追捕。 当天23
时许， 永州警方和广西桂林
市警方在广西全州县全州镇
将犯罪嫌疑人卢某清 (男，38
岁，双牌县人)抓获。 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平江决战松树“癌症”
伐除并焚毁患松材线虫病松树5200余株

双牌“1·16”持刀伤人案嫌疑人落网 � � � �湖南日报1月18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胡建根 张智勇 )“我几天
前在网上提交了求职简历，今天就
接到了面试通知。 更让人惊喜的
是，这个公司符合我的意向。”今天
上午，南县浪拔湖镇居民谭慧在县
信息化人力资源市场启动暨大型
招聘会上，找到了心仪的美工设计
工作。

2017年7月开始，南县对县人力

资源市场进行改造升级， 建成信息
化人力资源市场，借力“互联网+”推
进“智慧用工”。 目前，已完成劳动力
数据采集、 企业招聘需求调研汇总
等工作， 建成了自助服务、 园区动
态、“智慧用工”大数据中心、移动网
络平台等8大信息化平台。

南县湘域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总经理廖娟介绍，信息化人力资源
市场启用后，可提供“数据向上集

中、服务向下延伸”的智能化公共
就业服务。求职者线上提交求职意
向后，市场“智慧用工”大数据中心
会对意向进行分析整理，用人单位
根据分析结果可直接到数据库中
进行匹配并线下邀约。18日招聘会
上， 有1000余名线上求职者参加
了40余家用人单位的现场招聘，
326人达成就业意向，400余人在
洽谈中。

南县借“互联网+”推进“智慧用工”

新闻集装

�怀化
地税推行远程视频认证

湖南日报1月18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
讯员 罗伟羊）远在深圳的杨先生在怀化购买
了首套房子， 按规定可在提供书面诚信保证
后享受近6000元契税优惠。 1月15日，他手持
身份证录制了一段话视频。 他的朋友据此视
频到税务部门为他代办了纳税事项； 杨先生
省去了来回奔波之苦。

按政策，首套房的契税可以优惠。 一些纳税
人因种种原因，委托他人代办。 但委托的真实性
难以保证，容易产生纳税争议。为此，怀化市地方
税务局推行远程视频认证。 这一措施自2017年
10月推出以来，已有635名纳税人受惠。

桃江县

冷水滩

冷水滩

宁乡市
合同引资超200亿元
湖南日报1月18日讯 （李曼斯 金慧）今

天， 宁乡市在宁乡经开区和宁乡高新区举行
2018年重大产业项目签约仪式，共签约项目
33个，合同引资超200亿元，为宁乡市“产业
项目建设年”迎来了开门红。

宁乡经开区本次签约项目包括美的智能
家居装配式建筑总部产业园等项目， 为先进
装备、新材料等产业再度注入强大动力。

与宁乡高新区签约的重点项目包括新锂
时代锂电池综合回收资源化利用基地等15个
项目，主要涵盖新能源新材料、储能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