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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戴乐子 唐星波） 今天在长沙召开的全省
公路工作会透露， 普通公路将继续成为全省
交通运输建设“主战场”，计划投资464亿元，
主要用于国省道改建提质和农村公路建设。

2017年， 我省普通公路建设完成投资总
额503.69亿元， 占全省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的62.96%。

今年， 普通公路将继续成为全省交通运
输建设“主战场”。2018年将完成干线公路投
资322亿元， 新改建国省道1000公里以上；完

成农村公路投资142亿元，建设自然村通水泥
（沥青）路20000公里。完成公路安防工程建设
10000公里，进一步提高公路安全防护水平。

其中，将着力加大“四好农村路”建设，服
务乡村振兴战略。 计划今年提质改造8000公
里农村公路，研究制定“四好农村路”建设标
准。通过高水平创建一批“特色突出、亮点鲜
明”的示范县、示范乡镇、文明示范路。

普通干线公路服务区， 今年将实现提质
升级。计划今年完成服务设施建设79处，并
推进服务区“厕所革命”，对国省道的服务

区厕所进行升级改造。
省公路管理局党委书记、 局长张汉华介

绍，围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我省今年将
推动产业园区和经济轴带等重要经济节点公
路建设；同时依托A级以上景区和重要旅游资
源点，继续实施旅游通景公路建设。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戴乐子 唐星波）山区公路遭遇洪灾水毁，
可以找保险公司赔付修复资金———新晃侗族
自治县在我省率先推出“公路路产保险”管养
模式。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公路工作会议
获悉，该县通过给辖区1364公里普通公路“买
保险”，2017年共获得水毁公路事故保险赔付
资金178.4万元， 有效减轻了地方政府资金压
力。

新晃地处湖南西部，素有“滇黔咽喉，西
南门户”之称。该县公路管理局局长蒲思铼介
绍， 辖区每年因水毁造成的公路边坡塌方约
20万立方米，路基垮塌或沉陷约10万立方米。
而每年的公路养护经费缺口资金近1400万
元，远不能保证公路日常养护运转。

2017年6月， 为有效分散公路抗灾风险，
县公路部门通过政府采购方式与中国大地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保险协议， 将全县

1364公里普通公路和228座桥梁纳入承保范
围。保险协议保险费率2％，标的约6.82亿元。
每年的保费资金136.736万元纳入财政预算。

2017年6月至12月，该县因水毁造成的68
处公路塌方和45处挡土墙、157处路基垮塌，
共获得保险公司赔付修复资金178.4万元，其
中国省干线公路赔付占比41.5%。

记者了解到， 我省今年将在全省积极推
广“公路路产保险”管养模式。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张枫 吴林芳 李飞

3月5日，记者在石门县公安局雁池派
出所见到侯绍炬时，他刚从集镇上“破案”
回来。一村民开着三轮车来赶集，下午4时
休市时发现车“被盗”。侯绍炬从村民满嘴
酒话中判断，他可能记错停车的地方了。果
然，经半小时排查，在一条巷子里找到了三
轮车。

今年25岁的侯绍炬是石门县蒙泉镇
人，警校毕业后到雁池派出所工作，去年2
月被任命为派出所副所长。 他是一个热心
人，不仅每天忙于调解各种纠纷、处理大小
案件， 还从2012年开始参加义务献血，并
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队伍。去年4月，经初配成功，他为一名素不
相识的白血病患者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
成为常德市最年轻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当时感到很意外，也很惊喜。能配
对成功，就像中了大奖一样。”侯绍炬说，
他是2012年在警校读书时， 志愿加入中
华骨髓库的。当时他了解到，非血缘关系
捐献造血干细胞，配对成功率很低，概率
只有万分之一。

从深圳回来，他父母并不高兴。因不了
解相关知识， 部分人对捐献造血干细胞存
在恐惧心理， 认为抽取骨髓会影响身体健
康，甚至导致智力下降。父亲对侯绍炬说：
“你还没成家， 捐献后体质变差了怎么办，
万一影响到下一代怎么办？”

为打消父母的顾虑， 侯绍炬拉来从事
志愿服务的姐姐做工作， 姐弟俩带父母看
相关捐献报道，了解医学知识与捐献意义，
并请来相关专家详细介绍情况。专家说，捐
献造血干细胞并不是从骨髓腔里去取髓，
而是从外周血中采集造血干细胞， 不会给
身体带来影响，整个采集过程很安全。渐渐
地， 父母理解了， 儿子这是在挽救一个生
命，是值得自豪的善举。

期间，侯绍炬被要求不能抽烟喝酒。侯
绍炬不太喝酒，但因经常熬夜加班，爱抽点
烟。“一下子不能抽烟了， 开始几天整个人
寝食难安，确实很煎熬。”为了养好身体，侯
绍炬以嚼口香糖代替抽烟。

对侯绍炬捐献造血干细胞， 同事们十
分支持。去年7月12日，在他赴长沙捐献前，
县公安局举行欢送仪式，为他加油鼓劲。采
集连续进行了4个多小时。“其实不疼的，就
跟献血差不多。想一想，我付出的只是一些
造血干细胞，却能给别人带来生的希望。这
样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我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捐献队
伍中来， 为更多的患者点燃生命的希望！”
侯绍炬说，经过这次捐献，他更加关注志愿
服务， 将结合本职工作， 尽自己的最大能
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点评

捐献一次造血干细胞， 也许算不上英
雄壮举，但有可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

侯绍炬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 还把配
对成功看成“像中了大奖一样”，以其爱心
和勇气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 也为我们
上了一堂生动的科普课。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员
贺秋菊）今天，湖南省作协第八届全委会第三
次全体会议在长沙召开。 省文联主席欧阳斌
出席。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艺思想， 传达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
神和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精神， 部署中国作协

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做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的通知精神。

会议总结了省作协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所
取得的工作成绩， 部署今年将着重推进五个
方面的工作， 包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抓住重点、攻克难点，全面推进省作协深

化改革任务落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
导向，努力推出更多文学精品；切实加强文学
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活
动常态化长效化；加强机关建设，打造文明温
馨和谐的“作家之家”等。

欧阳斌作总结发言，他认为，以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湖南文学事业开启了新的篇章，踏
上了新的征程。 全省作家要以此次全委会为
契机，扎实工作，努力创作，以实际行动为湖
南文学事业增光添彩， 为文化强省建设作出
更大贡献。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像中了大奖一样”
———记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侯绍炬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
员 王紫伦） 昨天，2018年共青团湖南省委机
关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在长沙
召开。

会议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以及十九届三中
全会、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安排部

署了2018年共青团湖南省委机关党的建设和
全省共青团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会议要求， 全省共青团各级机关要切实
做好机关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充
分发挥共青团组织特别能战斗、特别听指挥、
特别有活力的光荣传统， 以实际行动推动共
青团系统党的建设上新水平。 要以党的政治

建设为统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突出思
想理论建设、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落实和
核心作用发挥。 要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为重
点，提高机关党建工作质量，聚焦中心大局发
力、补齐党建工作短板、夯实党建工作基础。
要以从严治团为抓手，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持
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紧盯“关键少数”、用好
“四种形态”， 全面加强全省共青团系统党的
建设， 为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贡献
青春力量。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通讯员 刘铁梁
记者 孙敏坚）2月26日至3月2日， 应香港特
区政府邀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
赴港考察访问，重点围绕“香港所长、湖南所
需”，与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和机构深入交流，
推动湖南与香港交流合作取得新进展。

访港期间， 陈向群与香港立法会主席
梁君彦、 廉政公署专员白韫六和特区政府
政务司、财政司、律政司及下属十多个局、
处、署主要官员座谈，并考察了香港机场航
空物流服务和港珠澳大桥、 环保园等建设
项目，会见中央驻香港联络办负责同志。

访问中，陈向群说，改革开放40年来，
香港一直是湖南利用外资主要来源地，有

力地助推了湖南的开放发展。 希望进一步
加强湖南与香港的交流合作， 主动承接大
湾区的发展动能辐射，加强科技、金融、航
空、文化、传媒、物流等多领域的合作，通过
香港助推湖南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扩大
国际产能合作。湖南将切实维护香港同胞、
港资企业在湘合法权益， 加大力度落实中
央有关便利港澳同胞在内地居留、工作、学
习的相关政策， 支持鼓励香港青年来湘求
学、实习、就业、创业，积极为香港企业来湘
拓展市场消除障碍、创造条件。

陈向群还考察了三湘公司， 要求发挥
桥梁作用， 为湘企融入香港资本市场提供
有力支持。

推动湖南香港交流合作
陈向群赴港考察访问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沙兆华）今
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全国妇联在京举
行“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暨表彰大会。我
省9名优秀女性获评全国三八红旗手，6个
单位获评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的为：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主任设计师
赵海凤， 湖南宾之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晓， 湖南省祁剧演艺有限责任公司
副经理肖笑波， 中国石化长岭炼化公司工
会副主席谢莉， 常德市第一中医医院妇科
主任金芳和，益阳市资阳区政协副主席、资

阳区妇幼保健院院长周和中， 郴州市锦兴
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时英， 娄底市新化
县桑梓镇中心学校教师章松霞， 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达岚镇潮地村妇联主
席、计生专干杨珍姣。

上榜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的为： 长沙市
开福区望麓园街道荷花池社区， 南华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 张家界市
公安局永定分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大队，
湖南省儿童医院护理部， 永州市宁远县中
医医院糖尿病肾病科， 怀化市钟秀学校语
数教研组。

我省9人获评全国三八红旗手
6单位上榜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我省加大“四好农村路”建设
今年普通公路建设投资464亿元，新改建国省道1000公里以上，提质改造

8000公里农村公路

新晃为公路“买保险”
68处公路塌方和45处挡土墙、157处路基垮塌获赔178.4万元

为建设新湖南贡献青春力量

省作协八届三次全委会召开

湖南文学事业开启新篇章

金色花海
欢声笑语
3月8日， 长沙市芙蓉区东

湖路两旁种植的油菜花竞相开
放， 金色的花海形成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吸引了众多游人前
来赏花休闲。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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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侯绍炬帮村民推车。（资料照片）
肖洋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