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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张缤）
狠抓有效投资，加快项目建设。日前，湘潭天易经开
区25个产业项目及其基础配套项目集中开工、竣工，
总投资达30.78亿元， 全面开启了2018项目建设年。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项目集中开工、竣工，没有形
式，不讲排场，有的只是对项目建设的高位协调和强
势推进。

连日来， 天易经开区班子成员和部门负责人分
头到滨江风光带、天马西路、众创空间、五洲通药业
生产基地、力威液压、国雅彩印等本轮开工、竣工中
的部分重点项目现场调度、调研。

“我们的建设非常顺利，预计今年4月就能正式
投产，希望管委会对项目多给予关注和支持。”国雅
彩印负责人现场表示， 作为去年6月才开工的项目，
项目建设的稳步推进得益于天易经开区的大力协
调、支持。他希望这种支持能一直延续下去，并对在
园区做大做强充满信心。在众创空间项目，调研人员
现场了解项目的运营模式，以及企业的内部设置，并
听取项目负责人对天易经开区支持项目发展的建
议。该项目于去年11月签约并筹建，12月底即完成空
间建设，今年1月全面投入使用。在现场，调研人员对
项目负责人提出的各类问题一一记录， 能当场解决
的就立即给予回复， 需要相关部门落实的就进行现
场交办。

据天易经开区负责人王成林介绍，本轮开工、竣
工的25个产业项目及其基础配套项目， 涵盖食品医
药、智能制造、新材料、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对于延伸
园区产业链条、壮大主导产业、加速转型升级、做大
做强园区经济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对于完善园
区功能、提升承载能力、做优营商环境具有十分重要
意义。本轮项目的开工、竣工，将为天易经开区快速
发展带来新活力、新动力，推动天易经开区在进军千
亿园区的道路上迈出新步伐。

� � � �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谢继长 李
亮）1月21日，冷水江市金竹山镇麻溪村，一支着装统一的治
安队巡逻在村里的各个角落，就连废弃的房屋、猪圈也不放
过。“自从有了治安队，村里治安状况明显好转，去年刑事发
案率为零，一些矛盾纠纷也能及时调处好。 ”村支书张康生
如是说。

长期以来， 农村治安问题一直是冷水江警务工作的短
板，存在着响应慢、发案高、管理滞后等问题。 2017年年初以
来，冷水江着力探索“一村一治安队”警务机制，进一步推动
警力下沉，实现警务前移。 村级治安队由联村民警、驻村辅
警和3名治安队员组成，负责组织本村义务巡逻队和企业安
保力量开展联防、联调、联治工作，管控重点人员、处置突发
治安案件、调解矛盾纠纷、维护消防安全，将警务工作延伸
至基层的最小单元。 同时，治安队按照警用标准进行规范化
建设，专职治安队员统一着装，并配备防暴警械和消防应急
救援装备。

依托村级治安队，冷水江强化基础信息采集，全面核查
村民户口、门牌号和实际居住地址，对村里建筑物、交通道
路等绘制“电子地图”，加强辖区基础管理和落地管控；完善
治安台账，对村级常住人口、流动人员出租房屋、重点人员、
重点场所及单位实行动态化管控； 结合日常巡逻和走访宣
传，从源头遏制了很多违法犯罪苗头，实现了“打防结合、防
控为主”的基本目标。 借助人熟、事熟、地熟等优势，村级治
安队成为村级政策宣传先锋队、信息采集新触角、警民关系
协调站、治安防范最前哨。

目前， 冷水江已试点的6个村，2017年治安案件发案率比
上年下降90%。 该市今年将实现所有行政村治安队全覆盖。

眼眶骨折修复
3D打印助力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 （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刘振 罗
徽）今日，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发布消息，该院依托3D打印
技术完成了省内首例眼眶骨折修复手术， 目前患者各项体
征正常，术后恢复良好。

今年31岁的患者蒋某， 因外伤致左眼视力下降伴视物
重影半月余，入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眼科治疗，经诊断
为双眼眶爆裂性骨折。 考虑患者为年轻女性、要求高，且为
多发伤，手术难度大，医院决定实施3D打印辅助下左眼眶骨
折（眶内壁及眶下壁）修复手术，术中依据患者眼眶3D打印
模型，在眼眶骨折处植入钛网。 术后，患者眼球内陷消失，眼
球运动良好，CT复查显示其眼眶下壁及内壁骨折复位。

据了解，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眼科采用的3D打印
技术辅助进行手术，即利用颌面部CT三维重建数据，使用
计算机镜像和反求技术， 打印出与患者眼眶一模一样的3D
模型，能很好显示眼眶骨折区域。 有了3D模型，可精确进行
钛网塑形。

� � � �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 （记者 黄
巍 通讯员 石向求 邓佳欣 ）1月19
日，记者从“洪福洪江年”2018洪江
古商城春节文化旅游活动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2月16日（正月初一）至
3月2日（正月十五），洪江古商城将
举办龙狮献瑞、 古城戏台、 迎拜财
神、元宵收龙、好呷洪江、百家宴等7
大主题活动。

“大年三十就可以在洪江吃年
夜饭，品尝血粑鸭等洪江特色美食，

初一龙狮献瑞，初二古城戏台，初三
乡村舞台，初四尝百家宴，初五迎拜
财神……正月十五元宵收龙， 整个
春节期间活动接连不断。”洪江区旅
游局局长明芙蓉介绍， 洪江古商城
民俗文化底蕴浓厚， 扎故事、 彩龙
船、 烧草龙、 拜财神等年俗传承悠
久。舞龙狮活动可追溯到康熙年间，
一直延续至今。

本届春节文化旅游活动和往年
相比，增强了活动仪式感，丰富了游

客体验感。大年初一，由数千人组成
的龙狮队伍将全部统一用洪江古商
城内各大会馆命名，高举幡旗，重现
古商城繁盛时期“五府十八帮”的繁
华盛景。 财神祈拜典礼活动还邀请
到了多家网络媒体进行现场直播。
好呷洪江活动将极大丰富游客们的
味蕾，精选当地30道佳肴，由艺人通
过视频逐一介绍其来源、做法、特色
等； 游客可根据网络美食地图的定
位，导航到希望品尝佳肴的餐厅。

党建工作行不行
年底集中来点评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龙明才）“党
建是看得见的生产力。 在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大
会上，非公企业介绍了很多党建工作的亮点经验。 这两天已
有很多企业在酝酿和讨论今年党建工作到底该怎么做。 ”1
月20日，株洲市委组织部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1月16日，株洲市召开首届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党建工
作述职评议大会。 来自江山集团、天泽集团、伟大集团、湘运
集团、 健坤集团等8名非公企业基层党组织书记逐一述职，
接受评委现场打分和点评。

大会现场不仅有交流互动， 这些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
也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和自省。 他们表示，非公企业人员流动
性大，给党员队伍教育管理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也为培养考
察和发展党员对象带来挑战。

2017年，株洲市探索非公企业党组织组建模式,对新成
立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具备组建条件的，都同步建立党组
织。 当年，健坤集团等8家非公企业成立了党组织。

� � � �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通讯员 陈
尚彪 记者 杨军）1月20日，“安化与
你四季有约”之“冬季邀你来过年”
活动，在安化县城启动。安化第二届

互联网年货节、 安化礼物直营馆开
馆、生态年货节等活动同时启动。

当天，300多户商家入驻互联网
年货节展区。 安化礼物直营馆展出

“茶语 ”“果韵 ”“匠
心”“山味”“食养”5
个系列200种产品，
绝大多数是从当地

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中采购来的，参
与生产的农民近10万人。

2017年， 安化县以优质生态资
源为基础，打造全域旅游胜地，推出
了“安化与你四季有约”活动，包括
“春季邀你来采茶”“夏季邀你来溯
溪”“秋季邀你来摘果”“冬季邀你来
过年”，将全域旅游与农特产品推销
结合起来，力争将游客“引进来”、将
产品“卖出去”，推动精准扶贫、农民
增收。

何炳文 何超

1月18日，一所投资2亿多元、占地面积134亩，能容纳
3800名学生的现代化学校，在安仁县城八一东路破土动工。
这是省劳动模范、农民企业家颜昌华又一助学大作。

“每到一个地方，助学一片心；每搞一个工程，帮教一片
情。”这是多年前颜昌华许下的诺言。

今年50多岁的颜昌华，从挑砖、拌浆、粉墙干起，在建筑
市场上打拼20多年，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他创办的湖南
昌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雄森实业集团享誉省内外。从
打工者到老板， 颜昌华初心不改， 每到一个地方搞工程项
目，都会留下一串帮困助学的足迹。

2013年，颜昌华响应安仁县委、县政府“引老乡，回故
乡，建家乡”的号召，回到家乡安平镇，投资3亿多元，改造了
安平老城，兴建了安平新城，安平镇进入“全国重点镇”行
列。为了解决安平镇扩容提质后孩子上学问题，县里决定在
安平镇新城旁新建一所公办小学。颜昌华得知，即捐款600
多万元，带领团队建起了一栋拥有24间教室、面积4000多
平方米的教学大楼。

2013年，颜昌华在安仁县城开发梓木山项目中，设立了
100万元雄森教育基金、100万元帮困扶贫教育基金， 按每人
每年500元至2000元的标准， 资助全县13个乡镇家庭困难的
中小学生、考上大学的贫困新生以及退休患病教师，奖励优秀
教师。至今已奖励优秀教师、资助贫困师生共4000多人。

颜昌华还积极参与县里的扶贫攻坚事业，与1000余户
贫困家庭结成帮扶对子。仅在永乐江镇高陂村，他就帮扶了
180多户贫困家庭，每年发放分红款100余万元。永乐江镇
西江村村民陈几德身患重病，两个女儿读书有困难，颜昌华
悄然来到其家，送给他两个女儿5000元，叮嘱孩子好好读
书，将来凭知识改变命运。

据不完全统计，20多年来，颜昌华捐资建学校、资助贫
困学生、奖励优秀教师的资金达1000余万元。

长沙：
湘雅路过江隧道拟开建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 （记者 王文 通讯
员 肖日凡）长沙市住建委今天发布消息，今
年，长沙将建设湘雅路过江隧道，以缓解中
心城区过江通行压力。根据规划，隧道全长
约3.6公里，西起于岳华路以东，东至芙蓉路
以西。隧道江中段采用盾构隧道(双向4车道
+2车道应急车道)，两岸接线以明挖法施工。
湘雅路过江隧道将与地铁6号线部分共线，
与六沟垅站及文昌阁站采用合建形式，将协
调地铁6号线同步实施， 并将完成湘雅路拓
宽改造。

张家界：
大峡谷入围国家级试点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 （记者 田育才）国
家标准委近日确定了147项2017年度国家
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名单。“张家界大
峡谷全域旅游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 榜上
有名， 为张家界市首个获批的国家级服务
业标准化试点的项目。 此次试点项目计划
执行时间为两年， 自2017年12月起至2019
年12月。项目的创建，将提升张家界市旅游
景点服务业标准化水平， 对加快张家界旅
游服务业发展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永州：
消防成功抢救被困伤员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邓微）今天，在车祸中受伤的王某，脱
离了生命危险， 转移到普通病房治疗。1月
21日17时46分， 永州市零陵区南津渡水电
站附近，一辆货车与一辆吊车相撞，吊车驾
驶员王某被困，生命垂危。接警后，永州市
消防支队零陵区大队、120医护人员等火速
赶到现场施救。医护人员为王某打点滴。一
部分消防官兵迅速找来树木支撑驾驶室。
经过20多分钟争分夺秒的救援， 成功营救
出王某。

湘潭天易经开区 冷水江

项
目
建
设
只
争
朝
夕

25

个
产
业
项
目
集
中
开
工、

竣
工

资兴：
贫困户喜领新房钥匙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 （通讯员 李文峰

记者 李秉钧）1月19日，资兴市对矿工南路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房屋进行摇号分
配，191户贫困户通过摇号拿到了新房钥
匙。据了解，矿工南路易地扶贫搬迁安置项
目共建设住房200套，其中面积75平方米、
100平方米两种户型各100套。为保证分房
公开公平公正， 资兴市采取摇号的方式分
配住房，并邀请市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及贫困户代表，全程参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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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化 将游客“引进来” 将产品“卖出去”

初心不改 助学情殷

� � � � 1月21日，吉首市乾州古城三门开梅廊，苗家姑娘观赏梅花，拍照留影。寒冬时节，绽放的梅花
与古城交相辉映，独具风情，让人赞叹不已。 姚方 摄腊梅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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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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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邀你来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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