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刘艳清 肖井冬

1月19日，窗外寒风凛冽，但桂阳县
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肖美忙得额头
冒汗，他凌晨5时起床，已连续工作了10
多个小时。

近段时间，由于天气寒冷，心脑血管
疾患、流感、一氧化碳中毒及交通事故受
伤等病人比平时明显增多。 记者打开当
天医院就诊统计表， 发现急诊医学科接
诊人数达219人次。

86岁的吴积青煤气中毒， 家属发
现后将其送至医院急诊医学科， 肖美
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抢救， 使老人转危
为安。

吴积青醒来后紧紧拉着肖美的手：
“医生，要不是你，我这条老命就挂了。”

这种忙碌和感动，对于肖美而言，已
是家常便饭。

1999年，24岁的肖美从衡阳医学院
临床医学专业毕业， 分配至桂阳县人民
医院工作。20年来， 他先后在神经外科、
重症医学科、急诊医学科工作，救治的人
成千上万。

2016年除夕，万家团圆之际，肖美和
同事却坚守在“前线”，当天就诊人数达
400余人，比平时多了一倍。

2017年12月的一个下午， 肖美下班
后迈出急诊科， 长长舒了一口气，“终于
可以歇一下了！”

突然一辆车子冲到了医院门诊大楼

门口，车上下来几个人，手忙脚乱抬起一
名伤者往急诊科冲去。

肖美看到后立即掉头往急诊室跑
去。伤者是桂阳一个工地的工人，工作时
不慎从高处坠落。 推进抢救室时口鼻流
血不止，昏迷不醒。肖美马上指令护士为
伤者上心电监护、中心吸氧、双管输液，
清除口鼻腔积血……经过一个多小时抢
救，伤者血氧饱和度逐渐上升，生命体征
慢慢趋于平稳。

工作20年， 肖美和同事开展的大大
小小的抢救， 惊心动魄的瞬间， 不胜枚
举。据介绍，仅去年一年，桂阳县人民医
院急诊医学科急诊人次达7.5万多人次，
其中抢救急危重症患者600余人次。肖美
参与的抢救达400余人次。

“医者仁术，大功无利。”长年累月的
急诊，与死神搏斗，肖美虽有疲惫，但他
觉得很值。

急诊室里的“白衣天使”

新家建在工厂边
1月18日，位于泸溪县武溪镇的武水花园易地扶贫搬迁小区，紧临高速公路对面的泸溪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发区新引进

12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可带动就业4270人，武水花园小区目前入住576户2291人，已有568人实现就业。 傅聪 潘梁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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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黄先竹 谭胜华）深冬时节，开车
行驶在207国道新邵县境内，道路两侧种
植着花草树木， 形成了一条赏心悦目的
绿色长廊。 这是新邵县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精心打造的一道靓丽风景。

新邵县是湖南地理位置中心县。近
年来，该县围绕建设“大美湖南之心”目
标，大力实施封山育林，开展“四边（路边、
水边、城边、村边）五年”绿化行动，推进绿

色通道、绿色水道、绿色城区、绿色村庄
建设，成效显著。全县完成各类造林15.5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57.7%，被评为国
家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水源涵养
生态功能区、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县和全
国绿化模范县。

2018年，新邵县又启动省级森林城
市、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精心编制
了创建工作总体规划，重点建设“一心、
两肺、三带、四区、五园”，即建设县城规

划区5000亩森林植被为“绿心”，建设
白水洞国家风景名胜区、岳坪峰国家森
林公园为“绿肺”，打造高速公路、国省
干线公路、铁路森林景观带和城区环城
道路生态廊带、资江风光带，建设大坪
经开区、坪上高铁新城区、雀塘再生资
源工业园区、 湘商产业园区4个生态产
业园区和湖阳、新邵、和谐、酿溪、滨江
5个主题公园。

同时， 新邵县加快“秀美村庄”建

设。目前，已完成寸石、严塘、陈家坊等
5个乡镇休闲公园建设以及148个“秀
美村庄”建设，“开门见绿新新邵”逐渐
成形。去年，寸石镇南岳村在省级森林
城市创建中， 建成一个面积2200平方
米的小游园，完成4公里道路绿化。村民
石海泉高兴地说：“现在村里路边 、河
边、房前屋后都种了树，还有小公园可
以用来锻炼身体，我们看着高兴，住着
舒服。”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东升 冯丽萍）时值寒冬，湘江
永州市冷水滩城区河段，河水碧波荡漾，
河面野鸭嬉戏、水鸟翻飞。家住江边的居
民陈先生告诉记者，以前江边游乐场、农
贸市场和烧烤夜市、 养殖场的各类污水
直排江中。去年，区联合执法队将农贸市
场、游乐场等全部拆除取缔，并进行高效
整治，湘江重现一江清流。

冷水滩区位于湘江上游， 水域资源
丰富，有干流1条、支流26条，水渠4100余
公里，水库120座。“过去，水环境执法职

能涉及区水利、环保、畜牧、城管、交通海
事、农业、林业等16个部门，辖区交叉、部
门扯皮、权责不明，导致各种问题突出，
水体污染久治无效。”该区河长办负责人
黄冰说。

为整治“九龙治水”的乱象，2017年
底，该区从公安、检察、法院、环保、水利等
部门， 抽调专业人员在全市率先组建河
库管护联合执法大队，建立互相通报、联
席会议和集体决定等相互衔接配合机
制，制定规范统一工作流程，部门协同作
战，从严从快从重查处案件，形成了“一

支队伍管到底、一套流程统全面、一把尺
子问全责”的“一闸管水”的新机制。

创新实施河库综合执法网格化治
理，在乡镇街道成立水政监察服务站，将
区内水域划为50个网格，聘请100名村级
水政联络员兼任网格员， 强化实时监测
监管，形成“网格员-监察服务站网格-
全区大数据信息平台” 的监测监管信
息体系。

联合执法，成效凸现。最新数据
显示，该区水质达标率100%，境内重
要饮用水水源地全部达到Ⅰ、Ⅱ类水

标准， 出境水质稳定在Ⅱ类水标准以
上， 省级考核的2个断面水质优良达标
率和 5个省级水功能区达标率均为
100%。冷水滩治水经验，先后获中央河
长制工作中期评估现场核查组、水利部
河长制工作督导组高度评价。

从“九龙治水”到“一闸管水”

冷水滩区河库重现清波

“开门见绿”城乡美

新邵力创国家森林城市 长沙经开区工程机械
产业产值破千亿元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黄姿）
记者今天从长沙经开区管委会获悉， 该园区工程机械产
业受益于国内基建投资、 生产制造工艺升级和“一带一
路”等多重因素加速复苏，2018年实现产值1046.3亿元，
增长14.7%，成功晋级千亿产业集群。

去年， 长沙经开区完成技工贸总收入3500亿元，
增长10%，全年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9.5%。工程
机械产业发展强劲，三一重工、铁建重工、山河智能跻
身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在国
内汽车市场整体增幅放缓的大环境下逆势上扬，全年
产值同比增长5.9%，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迅速，全年产
值同比增长14.4%。园区全年税收过亿元企业达14家，
其中上汽大众、广汽三菱税收超过20亿元。全年完成
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 进出口额过亿美元企业达
7家。

张家界个税新政宣传
走进“两会”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张光灿）
“如果想知道更多个税相关政策， 扫描这个二维码就行
了！”在个税政策咨询展台前，前一刻还在与税务人员讨
论具体问题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后一刻摇身一变成
了“个税宣传大使”，热心地向其他前来咨询的代表委员
进行宣传。在刚刚结束的张家界市“两会”期间，张家界市
税务局在“两会”驻地开展了个税宣传。

为使代表委员更加关注税收、支持税收，发挥代表委
员们紧密联系群众的宣传优势， 扩大税收宣传覆盖面和
影响力，张家界市税务局精心组织了个税宣传进“两会”
主题活动。除了在“两会”报到现场设置宣传咨询台，工作
人员还将印有新个税法6项专项附加扣除内容的宣传册
放置于代表委员下榻的房间，利用会议休息时间，指导代
表委员下载、安装、注册和使用个人所得税手机APP等具
体问题。

溆浦政协委员
扶贫一线显身手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王继云）
“县政协委员戴英杰被评为全省‘百名最美扶贫人’，县政
协委员米君梅、舒慧被评为怀化市‘百名最美扶贫人’，值
得点赞。” 溆浦县政协社科界委员日前在讨论脱贫攻坚
时，县政协委员吴厚吉高兴地说。据了解，除戴英杰等3人
外，溆浦县政协还有274名委员活跃在扶贫一线。

近年来，溆浦县政协把脱贫攻坚作为委员履职“主战
场”之一，激励委员到扶贫一线显身手。组织委员企业定
点帮扶统溪河镇穿岩山村等30余个贫困村，并开展“脱
贫攻坚·我想有个家”公益募捐等活动，政协委员先后捐
款共计230余万元。活跃在浙江、广东等地的政协委员还
筹措资金100余万元，用于扶贫事业。

该县政协委员还积极参加“三个一”扶贫行动，即一
名政协委员帮扶一个贫困孩子完成学业、 结对一个贫困
家庭增加收入、 有条件的委员帮助贫困家庭一名成员就
业。据统计，全县277名政协委员共结对帮扶贫困户411
户1465人，资助贫困学生173名，建立扶贫车间8个，为贫
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623个。

长沙开辟“幸福通道”
帮扶残疾人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见习记者 唐
璐 通讯员 李奕霞 ）“扶贫扶到最后，剩
下的许多都是重度残疾人， 是脱贫攻坚
工作最难啃的‘硬骨头’。”记者近日从长
沙市残联了解到，2018年, 长沙市坚持精
准发力、贴心帮扶，努力提升贫困残疾人
获得感，助力内5区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残
疾人全面脱贫。

2018年长沙市全面落实“两项补贴”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 补贴标准分别由原来的每月80
元、60元提高到120元、80元，惠及10余万
名残疾人， 重度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保费全部由政府代
缴。在兜底的基础上，根据贫困残疾人的
特殊需求，为600户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
碍改造， 为1793户农村残疾人危房改造
进行补贴，向865名残疾人免费发放辅具
1370件， 扶持2878名残疾学生和残疾人
家庭子女就学， 完成低弱视力和白内障
康复救助1000例、假肢装配231例。

长沙市积极探索“造血式”扶贫帮扶
路子，2018年共培训1002名残疾人，并注
重发挥残疾人就业基地辐射带动作用，
积极推进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
全年有1013名残疾人实现了稳定就业。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彬彬 黄新

近日，新田县骥村镇黄公塘村举行文
明创建工作表彰大会， 赵理生等21名村
民身披“十星文明户、好媳妇、好邻里”红
绶带接受颁奖。

原来，黄公塘村734户3027人，人多
田少，凝聚力不强，到2014年底，全村人
均收入不足1800元， 建档立卡贫困户
173户676人。

2018年初， 永州市委宣传部扶贫工
作队进驻黄公塘村，决定通过开展“十星
文明户”“好邻里”“好媳妇” 评选活动，争
创全省、全国文明村，以好的风气凝心聚
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引导村民脱贫。

村民们纷纷响应。村民赵理生主动带
领大家外出务工， 带动4名贫困户脱贫，
他家评上了“十星文明户”。赵理生表示继
续努力，带领大家致富。

80后温福秀关心邻里、支持村民发
展种植养殖，评上了“好邻里”，她说以
后要尽微小力量， 带动大家和和气气奔
小康。

今年50多岁的李明英被评为“好媳
妇”。她丈夫7年前去世，她无微不至照顾
90多岁的婆婆，在当地传为佳话。

文明创建活动深入推进，全体村民凝
心聚力。去年以来，大家义务投工投劳改
善基础设施，村庄面貌一新。村集体流转
600亩耕地，成立村民占股70%、村集体
占股30%的黄公塘现代农业开发专业合
作社，产销两旺。到目前，该村161户614
人脱贫摘帽，全村实现脱贫出列。

树文明新风
助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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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见习记者 肖
霄）1月18日， 邵阳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双十最美”颁奖
典礼举行。

“双十最美”评选活动是邵阳市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
通过“美好”示范，带动市民文明规范。
活动自2018年1月启动以来， 历时一
年，经部门推荐、资格审查、网络投票、
专家评审、组织考察、社会公示等环节，

报邵阳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题教育“双十最美”评审委员会
研究、市文明委领导审定，确定了十大
最美组织（单位、场所）及提名奖、十大
最美邵阳人及提名奖。活动得到了广大
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网络投票环节关
注 量 达 到 2469360 人 次 ， 投 票 数
5290912票。

邵阳市评选出“双十最美”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见习记者 马
翔 通讯员 王威群 葛新良）1月18日，在
双峰经开区非公人士重视支持企业党建
述职评议现场，11位非公经济企业负责
人赴会“赶考”，交上年度党建“答卷”。

近年来， 双峰县不断强化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重视支持企业党的建设和工会等群

团组织建设。该县探索建立述职评议制度，
由业主或董事会对企业党建工作情况进行
年度述职， 党员大会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
人士重视支持企业党建工作情况进行测
评。 测评结果作为党内推荐任用和评选表
彰的重要依据。同时，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
给评价对象，起到教育引导作用。

“红色引擎”激发非公经济活力。农
友集团成功在“新三板”挂牌上市，开创
了双峰本土企业上市的先河；中南神箭、
伍星生物等一大批民营企业“走出”国
门， 成为双峰产业转型和创新发展的重
要支柱； 县电子商务协会以电商产业孵
化园为平台，在全县发展339个农村电商
服务站点， 帮助贫困群体销售农产品
1000多万元。目前，全县已成立“两新”组
织党支部91个。

双峰“红色引擎”激发非公经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