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舒建平
王卫平）中国（湖南）第十五批援津巴布韦医疗队今天
抵达长沙，圆满完成援外任务，载誉归国。

中国（湖南）第十五批援津巴布韦医疗队共10人，是
分别从长沙市、株洲市、衡阳市、怀化市、郴州市和浏阳
市选拔组建的一支资历深、技术好、经验丰富的优秀医
疗队伍。 自2017年5月份到达津巴布韦帕瑞亚特瓦医院
以来，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充分发扬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的精神。 在艰苦和有限的条件下，努力开展医疗工作，共
查房8159人次，诊治门诊病人2032人次，手术515人次，
会诊118次，授课38次，带教学生10097人次，传授专业
技术28项。 在津巴布韦多次义诊中，他们以精湛的医术
和敬业的精神在当地民众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产生了
良好的影响，受到了津巴布韦总统特使、津巴布韦卫生
部、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津巴布韦大学生命和健康
学院、帕瑞亚特瓦国家医院的高度赞扬。

第十五批援津巴布韦
医疗队载誉归来

� � � �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记者 左丹）
今天下午，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湖
南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国家专项计
划征集志愿国家任务计划。 文史类以湖
南师范大学最多，计划数为11个，其次
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计划数为6个；理
工类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最多，计划数
为28个，其次是湖南中医药大学，计划
数为16个。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通过“国
家专项计划”报考资格审核的考生方可
填报。 此次征集志愿的专业代号与《教
育测量与评价高校招生计划专刊》中公
布的相同。 志愿填报系统中没有提供的

专业，表示其专业计划已录满,考生不能
填报。 按照政策规定，若线上生源不足，
按考生本次填报的征集志愿从高分到
低分降分投档，降分幅度控制在本批次
录取控制分数线下20分之内。 对于征集
志愿投档完成后仍不满额的院校，由计
算机从服从调剂的考生中随机调剂投
档。 按征集志愿（含服从志愿）第一次投
档后有效生源仍然不足的院校（含征集
志愿投档线高于批次录取控制线的院
校），在该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内（含政
策规定的降分）， 继续按征集志愿的直
接志愿从高分到低分平行投档，不再按
征集志愿公布的投档线控制投档。

� � � �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谢忠东）记者今天从省人社厅了解
到，为规范医保用药管理，切实保障参保人
员基本医疗、工伤、生育保险权益，我省的
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
目录调整，通过一系列严格规范程序，已形
成我省医保药品目录新增名单， 并严格按
程序完成自付比例和限定支付范围的确
定，6月底在全省正式发布实施。

据介绍， 调整增补的药品是临床价值
高、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治疗性药物。 重
点考虑湖南省2011年版《药品目录》纳入
的药品 (含整合城乡医保目录增补的药品
和剂型)，医疗机构、医药专家建议的临床
必需药品，工伤生育保险特殊需要的药品，
行业主管部门提供的药品基础数据等，此
外， 对各类起辅助治疗作用的药品从严控
制。

不予调入的药品包括美容减肥生发
药、戒烟药、解酒药、性功能增强药、计划生
育用药、疫苗等不属于基本医疗、工伤、生
育保险保障范围的药品；有严重不良反应、
安全性较差、易滥用的药品；目录内已有同
类替代药物， 且价格显著高于或毒副作用
显著大于替代药物的药品； 循证医学证明
无效或有重大争议的药品； 不符合药物经
济学评价和基金支付难以承受的药品等。

此次调整是根据人社部《关于印发国
家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
品目录（2017年版）的通知》《2017年湖南
省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
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等文
件和省政府有关指示精神，通过专家推荐、
遴选投票、 咨询专家明确限定支付范围等
一系列严格规范程序，报省政府批准，经人
社部审核备案同意完成的。

高考招生关注

国家专项计划征集志愿
国家任务计划公布

我省完成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吴贵勇 周伟

盛夏，通道侗族自治县播阳镇美景怡人。 7月6
日，记者来到该镇，见青山绿水间，一条条道路平坦
整洁，一栋栋新楼拔地而起，鼓楼里芦笙不断……

“播阳镇地处湘黔两省3县交界处，历来商
贾云集，是一个有名的边贸重镇。 ”通道侗族自
治县发改局局长杨彦辉说， 播阳的集市交易辐
射省内周边乡镇和贵州省黎平县洪州镇等，涉
及人口5万多人。

近年来，播阳镇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省际
边界口子镇专项建设总体思路，打造边贸重镇、
实施产业兴镇，发挥区位资源优势，加快小城镇
建设，逐步发展成为产业发展的美丽乡镇。

扩市拓路兴边贸
每逢赶集日，周边乡镇村民纷纷到播阳来

赶集。 但过去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只能以
路为市，制约了当地集贸交易。 为此，2016年，
播阳镇集中力量，加快边贸市场建设。

“在省发改委有关项目资金支持下，加上多
方筹资，我们共投入1400余万元建设播阳镇边
贸市场，使之成为两省3县物资交易中心。 ”播
阳镇党委书记杨庆恒介绍，他们还对旗山路拓

宽提质，解决边贸“肠梗阻”，实现物畅其流。
播阳镇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小区就建在

边贸市场旁，安置贫困户70多户。 为了让他们
“搬得下、留得住、能致富”，安置小区修建了70
多个门面租给他们。“打算租用安置房的门面做
点买卖。 ”搬迁户杨送良高兴地说，他看好边贸
市场的前景。

同时，播阳镇对全镇未硬化的道路实行“清
零”工程，先后硬化7条公路共120余公里，打通
了连接贵州黎平洪州镇两个村的省际断头路，
完成了11个村33公里公路拓宽提质工程。

开建材店多年的播阳村村民梁仁春说，随
着该镇基础设施改善，中通、圆通、顺丰等多家
物流公司陆续进驻，他们做生意更方便快捷了。
“以前想通过发展养殖业致富，但交通不便。”地
角村村民杨武坡说，现在公路村村通，为他实现
致富梦创造了条件。他建了一栋猪舍养猪，去年
净赚3万多元。

播阳镇还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先后投入
500万元完成镇卫生院改扩建， 投入800万元完
成中小学合格学校创建， 投入200万元建成目前
全县唯一的有始发怀化班线的乡镇车站……

产业发展乡村美
“土地流转给公司，自己在公司上班，一年

下来收入3万多元，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比以
前在外面打工强多了。”在播阳镇上湘村有嚼头
特色食品有限公司上班的贫困户黄智兰开心地
说。

近年来，播阳镇按照“一村一品”产业发展
规划，依托有嚼头、圻鑫等一批龙头企业，推行
“公司+集体经济+基地+贫困户”模式，大力发
展高山蔬菜、优质水果、油茶种植等特色产业，
着力打造新团优质水果基地、 闷团高山蔬菜基
地、上湘稻田养鱼基地、水塔中药材基地、寨什
油茶基地5大基地，确保实现“村有主导产业、
户有增收门路”。目前，全镇共种植优质水果200
亩、 稻田养鱼1800亩、 高山蔬菜120亩、 油茶
1100亩，带动340余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同时，做好美丽文章，改善人居环境。 播阳
镇党委书记杨庆恒说，为彻底改变农村面貌，该
镇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让美丽覆盖所有
人，让幸福覆盖所有人”。

播阳镇还将城乡环境卫生纳入综合目标管
理考核， 集中对农村垃圾进行治理， 对公共场
所、“脏乱差”区域、居民点排污设施等进行重点
治理。

产业发展乡村美， 幸福荡漾在老百姓的脸
上。“我们这里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繁华，真是享
政府的福……”当地居民杨静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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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新颜入画来
———通道播阳镇加快发展见闻

彭艺

干事创业、改革发展都有规律可循，
既要主动进取、尽力而为，又要尊重客观
规律、量力而行，多一些雪中送炭，使各
项工作都做到愿望和效果相统一。 但现
实生活中， 一些地方在基础设施建设中
存在着“用力过猛”“寅吃卯粮”的现象，
成为了脱离现实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
值得引起高度警觉。

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是克服和
防止盲目蛮干、贪大求快、脱离实际弊病
的良方。搞“一锤子买卖”式的竭泽而渔，
从表面上看， 似乎可以暂时解决一部分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满足甚至超额满足当地群众的现实需
求，但“用力过猛”很有可能事与愿违，欲
速不达。比如，有的县级城市动不动搞双
向8车道、10车道的大马路， 在县城之间
修建城际干线，往往一个项目下来，动辄
需要数亿甚至10多个亿的投资， 明显超
出了自身财力的承受能力， 必将拖累各
项事业的稳步健康发展。

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拟
将申建地铁城市的财政收入、GDP、人口
等门槛同时提高。不难发现，这一新的标
准是为各地的“地铁热”降温。

这些年来，我省以高速、高铁等为标
志的“大建设”搞得很好，但农村公路、农
民饮水、电网改造、垃圾处理等“微建设”
差距不小，全省高校面貌、城镇中小学改
造成绩斐然， 但不少农村孩子上学仍然
辛苦跋涉。现实而言，地方财力的“蛋糕”
就那么大，在一些“面子工程”上“用力过
猛”、投入过多，就势必减少那些与群众
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微建设”“微服务”
的投入。

那些看起来不足为道的 “微建设”
“微服务”，的确没有拉通一条大马路、兴
建一幢高楼大厦来得一目了然、 政绩显
赫，但它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同样高大。
各地要及时从那些“虚胖”的大马路、大
广场、大绿地等项目中抽身出来，将宝贵
而有限的资金财力用到刀刃上， 用到与
人民群众幸福感、 获得感很强的民生领
域，通过一个个“微建设”、一项项“微服
务”，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三湘时评

基础设施建设不能“用力过猛”

� � �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殷晗 陈沐） 经过一天的火爆竞
拍，今天，荣宝斋（桂林）2018年长沙春拍
以6700万元(人民币)的总成交额在长沙
温德姆豪廷大酒店落槌， 成交率达75%。
全国一线拍卖品牌首次入湘，创下湖南拍
卖史的新纪录。

本次拍卖由荣宝斋(桂林)拍卖有限公司
主办，联合利国文交所和湖南省文物总店协
办。 历经半年筹备，拍品征集人员走访了全
国各地文物商店与收藏家，征集到上千件藏
品，最终甄选出603件精品参与拍卖。

拍卖会共设中国书画和文玩清韵两
个专场。 其中，中国书画专场参与竞拍藏
品共计390件， 文玩清韵专场参与竞拍藏
品共计213件。

上午举行的文玩清韵专场包含了明
清瓷器、玉器、佛像等诸多品类，首件青
花飞龙缠枝盖罐即以38万元成交。
清雍正时期的仿官釉贯耳瓶以260
万元的成交价，成为该专场成交价
最高的拍品。 此外，清道光年间的
一对松石地缠枝莲赏瓶、清雍正年
间的郎红内暗刻双龙戏碗、明万历
年间的青花葫芦壁瓶等均成为此
次专场拍卖的热门。

下午举行的中国书画专场囊

括了齐白石、黄永玉、李可染、何绍基、何
海霞等大批名家的字画， 更加火爆。 其
中，齐白石的6幅画作毫无悬念地成为本
场拍卖会的重头戏；林墉、钟增亚合作创
作的巨幅人物画作《胜利属于高举跃进
红旗的人们》首次在市场上露面，便受到
藏家热捧，经过6轮竞拍，最终以290万
元的高价成交；李可染的《牧牛图》竞拍
激烈，最后以80万元成交。 大量湖湘名
人书画作品受到藏家喜爱，成交率可观。

“场内、场外竞争激烈，最重要的拍
品都成功拍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当代
作品大受欢迎，是意外之喜。”荣宝斋（桂
林）拍卖有限公司书画部经理刘研表示，
今年底，该公司还将在长沙举办秋拍，即
将启动征集活动。该公司将继续秉持“少
而精”的理念，同时，顺应市场需求，深入
挖掘湖南本土名家字画资源。

荣宝斋（桂林）2018年长沙春拍
6700万元落槌

� � � � 7月15日，湘江上游潇水河道县五洲段，蓝天白云映衬下，蜿蜒的河流与绿树掩映的村庄构成一幅
美丽生态画卷。近年，道县强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上半年，道县
境内饮用水水质达标率100%， 地表水均达到和优于所在功能区标准， 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3.4%。

何红福 雷伙生 摄影报道

生态潇湘美如画

走笔边界口子镇

�荨荨（紧接1版①）于是，该县成立了“大爱平江”
社会扶贫助困慈善行动领导小组，县委书记、
县长任顾问，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任组
长。同时设立社会扶贫联络机构，负责前期筹
备。2017年1月23日，成立“大爱平江”扶贫助
困慈善协会和“大爱平江”扶贫助困慈善基金
会，并通过了相关章程。章程规定，协会和基
金会每届任期两年， 协会设立名誉会长、会
长、执行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基金会设
立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监事长和监事，这

些职务全部在寓外乡友和爱心人士中产生。
他们广泛发动爱心人士和寓外乡友开展结对
帮扶贫困户活动。 建起了专用手机APP和网
站，将基金会的运行情况适时向社会公开。

一个社会扶贫的长效机制， 由于县委县
政府和广大寓外乡友、爱心人士的精心浇灌，
生长在春天里， 把一股股大爱暖流引向了广
阔的精神高地。

示范引领，使小溪汇成大海
要建立社会扶贫长效机制，需要如春风一样

的引领和示范去带动。在协会、基金会成立前，平
江全体县级领导、部分乡镇和县直单位负责人，分
组奔赴全国12个商会，进行宣传发动。乡友们纷

纷表示，全力支持“大爱平江”扶贫助困行动。
“大爱平江”要茁壮成长，同样需要有大动作

推动。县委县政府决定，整合3000万元作为基金
会原始基金。不少乡友和爱心人士得知消息后感
慨，县委县政府动真格了，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阵前擂鼓，一声紧似一声。平江县委、县人大常
委会、县政府、县政协在职领导，每人向基金会捐款
3000元。在他们带动下，全县所有公职人员自发向
基金会捐款，仅10多天就捐款近1000万元。

见贤思齐， 一人捐100万元或几百万元、
结对帮扶几十户或百多户贫困户的乡友，竞
相冒出。 这个商会400万元、 那个商会300万
元，全县10多个寓外商会捷报频传。

爱的小溪汇成大海。不到一个月，协会已

结对帮扶3000余户；收到社会募捐7000多万
元。至此，基金会初始本金达1亿多元。

扶贫乘法，让大爱成为风尚
献爱心，一时成为平江街谈巷议的话题，

奏响了平江倡导社会新风的强音。 一位85岁
的娭毑来到“大爱平江”基金会，捐了1000元。
工作人员问老人的名字时， 她说：“我是一名
老教师。”说完，转身便走了。工作人员多方面
打听，才问到老人大名，她叫张富英。

长沙平江商会会长魏朝阳， 其公司捐了
400万元、个人捐了100万元。他还率12名员工
来到大洲乡大江村，走访了219户结对帮扶贫
困户。在村民顾延安家中，魏朝阳得知顾延安

的儿子5年前患心肌梗塞离世，儿媳丢下两个
孙女出走，顾延安夫妇抚养两个孙女。魏朝阳
当即承诺， 资助他们孙女到长沙寄宿学校读
书。目前，该县有20个行业、12个异地商会和
乡友组织、200家爱心团体、 近千家县内外企
业5万人参与扶贫助困，把“大爱平江”的温暖
送到了贫困群众的心坎上。

一天下午，近百名少年来到天岳广场，开
展爱心义卖，把自己画的画、童话书、布娃娃
等，摆了长长的一溜。稚嫩的叫卖声吸引了大
批市民解囊， 很快募集了7160.5元爱心款。当
家长代表把这些钱送到基金会时， 工作人员
动容地说， 连小孩都加入了扶贫助困行动，
“大爱平江”真正起到了倡导新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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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试，所研发的设备，技术指标超过国

外同行，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成为目前国内
电子被动元器件行业内，既做元器件产品，又
做元器件生产设备的第一家。

科技创新舍得投入
今年6月上旬， 向华电子与怀化高新区签

约，在怀化高新区建立分公司，新建一个高新工
程技术中心，研发第7代、第8代关键电子技术。

科技创新，向华电子舍得投入，无论是研
发前沿产品还是设备，只要有价值，就不惜重
金。手机市场上经常推出新品，杨小英总是第
一时间花高价抢购到手，交给技术人员做“实
验品”。

人才是第一资源。 向华电子想方设法广
揽各地人才，如今，企业技术人才从成立之初
的15人达到117人。记者采访时得知，一家大
学的50多名硕士、 博士生正在向华电子参与
新产品的研发。

到目前为止， 向华电子已累计投入研发
经费9000万元，占总投资的10%。

去年底，向华电子建成了省级研发中心，

研发的4项高新技术获得国家实用专利，3项
高新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2017年，向华电
子被评为全国电子行业最具潜力企业、 湖南
省小巨人企业。

去年， 杨小英应邀去台湾参加全球电子
行业的一个会议，是同行业唯一的大陆人。上
台发言前，“老外”非常不看好，原因是中国在
电子元器件领域没有优势。

30分钟发言时间，杨小英只用15分钟，在
她走下台那一刻，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一些外
国企业负责人拉住杨小英， 争相请她去做技
术交流。

“站在那个台上，我已不代表公司，而是

代表中国，必须有足够的自信、足够的实力、
足够的气场！”杨小英话中透着自豪。

“小巨人”拉动“大车”
在沅陵向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旁，6栋标准

厂房拔地而起，技术人员正在厂房内安装设备。
这是湖南奇力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电感
器新项目，预计今年9月之前竣工投产。

台湾奇力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全
球最大的电子电路被动组件制造商。 向华电
子“以商招商”， 于2017年2月引进台湾奇力
新， 在沅陵创建湖南奇力新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双方合作建了3个车间。

“公司计划在沅陵投资70亿元。”湖南奇
力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坦言， 来到沅
陵发展， 看中的是向华电子完整的研发平台
体系和过硬的自主研发能力。

“30万元撬动70个亿，这个很值。”杨小英
介绍，当初，建立市级研发平台时，市政府给
了30万元的科技奖补资金，钱虽不多，但激发
了他们自主创新的信心。

其实， 对向华电子感兴趣的不止“奇力
新”，今年2月，“向华磁场”又吸引了华为，双
方达成了合作意向。

“拥有核心竞争力，我们将会带来更多的
惊喜。”杨小英笑着说。

“大爱平江”
点燃爱心似火

小苗如何育成大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