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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捐款6000多万元

益阳高新区开发“
智慧安监”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罗徽 李华

安全生产尽在“掌中”
湖南日报 11 月 7 日讯 ( 记者 杨军 )11月7
日， 益阳高新区科工局安监负责人陈明打开
手机上“益阳高新区智慧安监”APP，点击湖
南天缘竹业公司，通过企业查询板块，实时查
看企业安全生产情况。陈明说，该APP有企业
查询、安监培训、安监互动等6大板块内容，可
进行安全生产实时监控和线上线下互动。

益阳高新区共有生产经营单位近万家，
涉及矿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等10多个
高危行业和生产领域，危险源较多。针对一些
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淡薄、投入不足、条件较差
的情况，该区通过信息化建设，采用智能手段
解决安监难题。 去年3月，与一家软件公司合
作开发“智慧安监” 管理平台， 并生成手机

APP。 据了解，益阳高新区利用“互联网+”，
推出“智慧安监”APP，实现“一机在手，掌控
全局”，为安全生产监管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智慧安监”有效促进了安全生产工作。
目前，益阳高新区40多家企业开展了安全生
产标准化创建活动。今年来，全区没有发生一
起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引凤归巢共建家乡
桃源高新区120余家企业九成“老乡”办
湖 南 日 报 11 月 7 日 讯 （ 记 者 鲁 融 冰
通 讯 员 戴 艳 红 张 雅 兰 ） 11月6日， 记者在

桃源高新区湖南迪文科技有限公司看到， 工
人们在现代化生产线上， 忙着组装、 检测智
能屏。 “今年预计可创产值8亿元。 今后，
我们会把研发中心也迁过来。” 公司董事长
王洪告诉记者， 迪文科技总部设在北京， 现
在已将生产和装配业务迁至桃源。

桃源县是劳务输出大县， 在外经商务
工 人 员 有 23万 人 ， 一 部 分 已 在 外 地 办 厂 。
近年来， 该县发挥这一优势， 大力开展
“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并深化“放
管服”改革、提供“保姆式”服务，还给予厂房
租金减免、 物流补贴等多项优惠， 形成了
人才回乡、 项目回迁、 资金回流的良好局
面。 佳比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是3位桃源人合

长沙率先启动
民办学校党建工作

伙在广州创建的， 今年6月在桃源高新区成
立分公司。 为帮助他们尽快投产， 桃源高
新区为其提供了一座可容纳3条生产线的厂
房。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夏永新说， 这样一
来， 公司可节省两年以上时间和上亿元资
金投入。
目 前 ， 桃 源 高 新 区 120 余 家 企 业 中 ，
90%以上是由桃源“老乡” 创办的。

沅陵发现白腹隼雕

10月底， 在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
公司工作的邓家超，给湖南夏生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尹夏生打来电话，再次感谢他帮助
自己完成了大学学业。
邓家超的父母去世得早，家里生活非常
困难，他和妹妹邓小娇上大学的费用都是尹
夏生捐助的。 而这兄妹俩只是15年来尹夏
生和他的公司资助的众多受益者之一。
15年来， 尹夏生和他的公司共向贫困学
生、困难群众、贫困村等捐款6500万元，其中
尹夏生个人捐款3150万元。 尹夏生因此先后
获得全国社会扶贫先进个人、 第十届中华慈
“
万企
善奖等。今年10月，他的公司被评为全国
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
尹夏生出生在临武县香花岭一个矿工
之家。 由于兄弟姐妹多，尹夏生小时候一家
很困难，求学之路也异常艰辛。即便如此，尹
夏生的父母总是满含爱心。
“自己都吃不饱，还分给别人吃。 ”尹夏
生说，正是父母的这些善举，在他心里埋下
了“善种”。
2003年， 年届不惑的尹夏生从香花岭
矿下岗了，他带领一帮下岗兄弟开始艰辛创
业。 目前， 夏生实业公司有下属企业10多
家，员工近4000人，年均纳税2亿元。
尹夏生致富的路上，广施善举。 从2006
年开始，他联合当地慈善总会、教育基金会，

为全国县级首家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彭建 冷建新) 11月6日， 南县福利院(养老中

心)顺利通过国家养老服务机构标准化试点
建设项目验收。 据悉， 这是全国首家通过
此项验收的县级养老服务机构。
南县福利院(养老中心)是一所医养结合
的综合性养老服务机构， 被评为“全国敬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记者 王茜 通讯员 刘凯希
王威）今天，长沙市召开民办学校党组织书记和党建

3名党组书记因整改不力被约谈
11月6日，沅陵县五强溪国家湿地公园境内二酉苗族乡两岔溪村上空，发现一只飞
行的大型猛禽，经专家辨认，确认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白腹隼雕。
刘珂 摄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瞿宏红 黄巍 )11

月6日，沅陵县摄影家协会会员在五强溪国
家湿地公园境内二酉苗族乡两岔溪村采风
时，发现一只大型猛禽，其体呈暗褐色，头
顶和后颈为棕褐色，体长约70厘米，体重约
2千克。 经湖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
野生动物专家王斌仔细辨认， 确认这种鸟
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白腹隼雕。
据了解， 白腹隼雕在国内主要分布在江
南地区，飞翔速度快，叫声尖锐，性情较为大

胆、凶猛，行动迅速。 常单独活动，多在低空鼓
翼飞行。 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和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沅陵县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股股长
吉明介绍， 这是沅陵县首次发现白腹隼
雕。近年来，该县坚持“生态立县”，积极开
展候鸟保护“利剑”行动等，五强溪国家湿
地公园生态保护得到加强，生态环境大为
改善，吸引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中华秋沙鸭
等多种鸟类前来越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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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毛德）近日，涟源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对

巡察整改不力的食药监局、 畜牧水产局、住
建局3家单位党组书记进行约谈。 这是该市
压实巡察整改责任，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
的一个场景。
涟源市巡察工作在扎实完成“规定动作”
的同时，采取“常规督查+专项督查”“领导约
谈+不定期通报”
“
加强指导+严肃问责” 等举
措， 督促被巡察单位党组织不折不扣完成整
改任务。 2017年以来，全市5轮巡察反馈问题
1077个，整改975个，整改率达90.5%。
今年7月，该市巡察领导小组组建3个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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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督查组，通过召开座谈会、查阅资料、实地
走访等方式， 对3个被巡察单位党组织的整
改情况进行了专项督查，发现存在整改不及
时，措施不到位等问题。
“被巡察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是落实
整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对巡察发现问题不
整改或整改不到位，是相关单位责任意识淡
薄的体现。 ”涟源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
监委主任孙纬辉表示， 对巡察整改不力的，
将启动问责程序，以问责促整改，进一步巩
固深化巡察成果。 今年以来，该市巡察移交
问题线索43条，追缴或清退违规资金32.7万
元，给予“双开”处分1人，约谈3名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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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文明号”、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
常务理事单位、 全省示范社会福利机构。
去年被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定为
全国第三批养老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建设单
位后， 该院在环境设施、 设备配置、 制度
建设、 岗位人员配置、 服务提供、 质量管
理等方面加强标准化建设， 取得实效。

涟源市压实巡察整改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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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爱心圆梦”慈善项目，每年资助100多
名贫困大学生各5000元， 直至完成本科或
研究生学业。
与此同时， 夏生实业积极响应中央统战
部、全国工商联的号召，积极开展“万企联村”
活动，先后帮助宜章县永安村、汝城县金宝村
和临武县门头岭村、东山村等完善基础设施，
发展茶叶、油茶等产业，带动贫困群众脱贫。
永安村是省级贫困村， 原有贫困户274
户1050人。 过去，村民走的是泥巴路，住的
是泥坯房，没有资金、技术、产业。
2016年初， 夏生实业捐资60万元帮助
永安村修路架桥、装路灯、筑河堤，种植茶
叶、猕猴桃、蘑菇等。 去年底，该村退出贫困
村序列。
如今的永安村变得清新迷人， 走在村
里，一条新修的水泥路直通村文化广场。 道
路两边的农家乐停满了去莽山国家森林公
园游玩的大巴车， 山上一个个茶园青翠欲
滴，不时传来清脆的鸟鸣。
尹夏生还出资创办夏生职业培训学校，
对贫困劳动力免费进行育婴师、护理、家政
等培训，并推荐就业。
北湖区石盖塘街道松木岭贫困群众廖
艳娥，在夏生职业培训学校育婴师班学习合
格后，顺利进入当地月子中心工作，月均工
资达3000多元。
目前，夏生职业培训学校免费培训贫困
劳动力400余人，他们都顺利找到了工作。

南县福利院通过国家标准化试点建设项目验收

派驻32名党组织书记和党
建指导员

指导员进校驻点工作动员会，从明天起，32名党组织
书记和党建指导员将陆续进驻长沙市管民办学校。
这标志长沙在全省率先启动民办学校党建工作。
长沙市现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2000多所，其中
市管民办学校75所，党员2200多人。 今年，长沙先后
出台 《长沙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工
《长沙市向民办学校选派党组
作的实施意见（试行）》
织书记和党建指导员的实施办法（试行）》，对民办学
校党建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这次从直属公办学校
和区县（市）教育系统选派的32名党务干部，根据民
办学校办学类别、办学规模和党组织设置情况，有9
名同志分别担任9所民办中小学党组织书记，有23名
同志分别担任55所民办学校党建指导员， 除已由省
教育工委选派党组织书记的5所高职院校和6所暂无
实质办学行为的民办学校外， 实现了市管民办学校
派驻党务干部全覆盖。
长沙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卢鸿鸣要求,全体派
驻干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意识、
更加务实的精神状态、更加严谨的工作作风投入工作，
为推进民办学校、民办教育发展尽心尽职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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