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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新作为

� � � � 湖南日报2月15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陈昊 ）“自治州把2019年定为脱贫攻坚决
胜年， 全州上下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
切嘱托， 以更奋发的姿态、 更有力的举
措、 更务实的作风， 集中火力攻重点、 补
短板、 强弱项、 提质量， 确保高质量完成
深度贫困县摘帽、 深度贫困村出列和剩
余贫困人口脱贫任务。” 昨天， 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叶红专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掷地有声。

叶红专表示， 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必须把工作抓得更细、 把措施落得更实。
一是聚力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 问题。
认真落实教育、 医疗、 住房和社会保障等
各项政策措施， 全面完成饮水安全、 控辍
保学、 健康扶贫、 住房安全等工作。 二是
进一步增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认真总结宣传花垣县十八洞村、 凤凰县菖
蒲塘村和夯卡村等一批脱贫典型和经验，
做好兴产业、 置家业、 增就业“三业” 增

收文章。 三是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 做细
做实扶贫动态管理、 数据信息常态化比
对、 问题及时整改清零、 档册资料规范管
理和干部结对帮扶等基础工作。 四是进一
步提高群众满意度。 统筹非贫困村与非贫
困户发展， 扎实做好“三走访三签字” 工
作， 坚持帮扶走访全覆盖。 五是进一步抓
好扶贫领域作风建设。 做好扶贫领域群众
信访问题核查处置， 加强常态化、 全覆盖
督导考评， 倒逼责任落实、 作风务实。

自治州：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卓韬 李磊

“新年上班第一天，妇产科14床病人给
该科医护人员发了5个红包，其中给主任200
元，医师、护士们各100元。 红包我们决不会
收，但退回去病人又拒绝，只好让护士长把
这些红包钱替病人交住院预交款了。 ”

2月15日， 说起今年春节期间的医德医
风建设，新田县中医院负责人介绍说。

这是永州市通过靶向“治疗”、 击中要
害，剑指医疗卫生行业商业贿赂“潜规则”，
全面提升监督质量的一个缩影。

2018年12月20日， 永州市中心医院南
院呼吸内科主任杨湘永涉嫌严重违法被市
监委依法留置，接受监察调查，短短几天时
间里，其交代收受的红包、回扣等金额不菲。

触目惊心的医疗卫生行业商业贿赂“潜
规则”，不仅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也引起该市
纪委监委驻市卫健委纪检监察组的思考和关
注：“发生这样的事情，原因有很多，但其中的
一个重要原因，还是监督机制不够完善。 ”

经过分析调研，该市卫健委党组书记肖

东民、市纪委监委驻市卫健委纪检监察组组
长蒋正生主动向永州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杨永作了汇报。 杨永明确表
态：“要以杨湘永案为鉴， 强化精准思维，抓
住主要矛盾，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群众反映
的突出问题。 ”

2018年12月下旬，该市卫健委与派驻纪
检监察组联合制定下发《永州市医疗卫生领
域商业贿赂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聚焦药品、
耗材、试剂、设备等购销环节中商业贿赂问
题，从2019年1月1日起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
整治，并对自查自纠后发生的收受商业贿赂
问题一律实行“一案三查”，即：不但要追究
本人责任，还要追究医院、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主要负责人的主体责任和纪检监察组长
的监督责任。

“近年来，各医院在医德医风管理方面
做了哪些文章？出台了哪些有力措施和防范
制度？ 取得了哪些成效？ ”2018年12月下旬，
肖东民、 蒋正生先后约谈了市级6家公立医
院院长，市中心医院、中医院和市妇幼保健
院3家医院班子成员及全市各县区卫健委主
任，确保责任层层压实、不留死角。

“管行业必须管行风！ ”针对被监督单位
存在问题， 派驻纪检监察组推动市卫健委、
市医保局开展廉政风险点排查活动，细化医
德医风建设的监督制度和激励机制。 同时，
坚持“典型”开路，及时组织各单位统一收看
廉政微电影《利剑惩蝇贪》和《坚守》，教育广
大医务工作者忠诚干净、为民务实、担当有
为，推动正风反腐延伸至每一名公立医院医
务工作者。

带着问题，靶向“治疗”，该市形成了一
套强化监管的工作机制。不仅市卫健委及时
修订并完善了全系统医德医风建设集中整
治的工作实施方案和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三
必须、三不准”规定，全市还深入推进“以案
为鉴、自查自纠”工作，做到清退款一日一结
清，对市本级和各县区开展“自查自纠”一日
一调度，工作进展一日一报告，工作推进态
势一周一分析。

在为期一个月的自查自纠中，全市医疗
卫生系统共有3639名医务工作人员主动清
退上缴收受的商业贿赂款1723.1645万元。
与此同时，该市强化患者意见处理和反馈机
制，建立医德医风投诉举报管理办法，公布
举报投诉电话，全面接受社会各方面监督。

“查处不是目的，只有全面提升监督质
量，扎牢制度的笼子，着力完善监督体系，才
能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
谈起这一系列整治“动作”，杨永告诉记者。

� � � �湖南日报2月15日讯 (通讯员 马林虹
记者 胡宇芬) 记者今天从省科协获悉，湖南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科学技术
协会于2月14日印发《关于追授余元君同志
“湖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的决定》(以下
简称《决定》)。

湖南省科协十届委员、省水利学会副理事
长余元君同志于2019年1月19日下午， 在岳阳
市君山区协调洞庭湖蓄洪安全建设时，因连续
多日超负荷工作，突发疾病，不幸因公殉职。

《决定》要求，全省科协系统干部职工、科
技工作者要以余元君同志为楷模，学习他对
党忠诚的优秀品格，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到“两
个维护”，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学习他清
正廉洁的作风，始终严以用权、为民用权，从
严自律、严守规矩，坚守共产党人勤政廉政的
本色底色；学习他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面对
急难险重能身先士卒，敢于动真碰硬，主动担
当作为；学习他爱岗敬业的高尚情操，对待工
作兢兢业业、用心用力，做到干一行爱一行，
专一行精一行；学习他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
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勇于攻克技术难关，把
科技论文写在三湘大地上； 学习他无私奉献
的公仆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人
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 努力为人民群众解决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

余元君同志被追授
“湖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 � � �湖南日报2月15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曾彦彦） 雨雨雨雨雨雨雨雨……近期
湖南阴雨不休，截至14日，全省共39县市达
轻度连阴雨标准。气象预报称，此次连阴雨

天气过程还将持续。
眼下，我国北方大部接连出现降雪天气，长

江中下游沿线的南方地区经历着连阴雨的煎
熬，这样的天气态势短期内将难以改变。从7日到

今天，长沙雨水每天签到，气温低迷，据最新气象
消息，阴雨天气可能持续到2月底。湖南省气候中
心的资料显示，自2月7日起，我省开始出现持续
阴雨寡照天气，截至2月14日，省内南县、华容、安
乡、岳阳等39县市达到轻度连阴雨标准。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全省阴雨日数
多，雨量多。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维持偏低的
态势，昼夜温差小。雨水淋淋，道路湿滑。气象
专家提醒农民朋友需加强田间肥水管理，及时
清沟沥水，防止渍害；同时提醒广大公众，出行
需减速慢行，牢记“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全省持续阴雨不休
39县市达轻度连阴雨标准，阴雨天可能持续到2月底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料峭早春，乍暖还寒。
2月13日， 记者冒细雨来到宁乡金洲湖

湿地，自下游往上游回溯，来了一场湿地之
旅。

从金洲坝到美女山， 穿过了宁乡的4个
街道，这也是我省为数不多的覆盖了城市主
城区的国家级湿地公园。

在沩江边寻找秤锤树
以湘江一级支流沩江为主体，从江上的

金洲坝开始，往西南至珍洲坝、美女山，这长
约16公里的沩江河段及沿岸，便是宁乡金洲
湖国家湿地公园的范围。

寒风阵阵，平日里热闹的沿江风光带行
人寥寥。也是，有什么可看的呢？正值冬修水
利的好时机，河床大半显露了出来，江边柳
树兀自摇着光秃秃的褐黄色枝条，鸟儿也不
知躲到了何处。

但不要着急，江滩两岸，野草已等不及
冒了头，疯狂生长着，大片大片的，透出鲜嫩
的绿意。

再往上游行至珍洲坝，沩江和乌江在这
里汇合，水面陡然开阔起来，映着永远郁郁
葱葱的南太湖山地，把江面浸染成一幅烟波
迷离的水墨画。

南太湖山下隐藏的一份惊喜，等着有心
人的发现。 几株秤锤树，正在沩江边摇曳着
它奇特的褐色果实， 这种果实形似秤锤，也
像极了孩子们玩乐的陀螺， 秤锤树由此得
名。

秤锤树是我国的特产树种，最初在江苏
被发现，我省仅在怀化市、永州市和石门县
有零星记录，属于珍稀濒危植物。

2017年，金洲湖湿地公园在进行物种调
查时发现了秤锤树，区域内仅有5株。

金洲湖国家湿地公园业务科科长黄志国
说，他们还不清楚这些秤锤树怎么会在沩江边
扎下根来，在这儿生长了多久，他只知道，到了
3月底， 秤锤树上会开出洁白的小花，3朵、5朵
组成一个简单的聚伞花序，花瓣朝下，像点缀
在枝叶间的一盏盏小吊灯，甚是惹人喜爱。

再过1个多月，就可开车来到沩江边，寻
找秤锤树，观赏秤锤花，邂逅一场珍贵的花

事。

沩江水从“不好喝”到Ⅲ类水质
黄志国介绍，前几年，沩江水的水质令人

担忧，当地人曾失望地说：“沩江水，不好喝。”
沩江作为当地居民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目前达到了Ⅲ类水质，滋养着宁乡人民。
近几年，为净化湿地水体，给迁徙水鸟提

供吃食， 宁乡在金洲湖国家湿地公园种植了
18公顷美人蕉、黄菖蒲、千屈菜等水生植物。

目前，这些水生植物刚经历寒冬，歪歪斜
斜倒在江边，等待南风的唤醒，给沩江和乌江
添上了一笔笔粗犷的线条。

“退田还湿，保持大自然的原貌，湿地就
是要野呀！ ”黄志国说。

据调查， 金洲湖湿地公园现有植物696
属1198种，其中有银杏、金钱松、水杉等5种
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共记录到野生脊椎动物
129属160种。

金洲湖湿地附近居住人口众多， 要保留
湿地的这份“野”，考验着沿岸居民和湿地相
处的艺术。

面对清澈的江水，来一场天然湿地野钓，
对钓鱼爱好者来说，这种诱惑，足以抵御寒风
和细雨。

乌江边，3个垂钓者手握钓竿，静坐等待，
钓竿不时颤动， 在平静的江面上激起几波涟
漪。

垂钓者身后的林子里，躲着几只黑山羊，
似乎也期待着鱼儿上钩， 几只小脑袋凑在一
起，饶有兴致地瞧着。

其中一个垂钓者把手机放置在钓竿上，
在网上直播自己当天野钓的全过程， 一旦垂
钓者有所斩获，直播室便热闹起来，网友们的
心也跟着飞到了碧绿的乌江边。

【小名片】

宁乡金洲湖湿地 ，2009年12月被国家
林业局批准试行国家级湿地公园建设，2015
年12月正式命名为湖南宁乡金洲湖国家湿
地公园，规划面积1472公顷，湿地面积占公
园总面积82.84%，兼有湖泊湿地、沼泽湿地
与人工湿地、 水库、池塘、灌溉用沟渠、稻田
等多种湿地类型。

湖湘自然笔记
金洲湖，

当湿地邂逅城市

� � � �湖南日报2月15日讯（记者 周月桂）湘西
果农有约，电商大佬赴会。 新春伊始，京东湖
南扶贫馆、湖南苏宁易购、快乐购、惠农网、通
程蜂乐乐、 领创电商等13家省内知名电商企
业负责人，来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
湘西柑橘产销情况， 提早拉开了2019年湘西
柑橘、猕猴桃产销对接的序幕。 2月14日至15
日， 省商务厅组织的全省电商企业湘西行暨
湘西柑橘猕猴桃产销对接会， 现场签下3500
万元农产品销售协议。

2019年春节前夕，到处都是喜庆热闹节
日气氛，但在湘西保靖、泸溪、古丈等地，果
农们却有些愁眉不展，由于持续冰雪天气导
致交通不便， 加上春节临近快递即将停运，
椪柑又不宜长期保存，当地果农的数十万吨
椪柑面临滞销困境。

湘西椪柑滞销，电商出手相助，京东、苏
宁、天猫、拼多多、环球捕手、惠农网、电商扶
贫小店、通程蜂乐乐等纷纷施以援手。 京东
湖南扶贫馆深入古丈、 泸溪等地， 联合老
爹果园、 广州帮卖等渠道， 帮助销售湘西
椪柑100多万公斤。 湖南苏宁易购利用工业

品下乡、 农产品进城的返程物流车， 及时将
大量湘西椪柑和脐橙运输进城， 在线上苏宁
易购中华特色湘西馆和线下苏宁小店双线渠
道销售， 到春节前共销售柑橘近100万公
斤。 惠农网在春节前对接泸溪椪柑， 助销成
交4万多公斤。 湖南电商扶贫小店助销保靖
椪柑4万公斤， 带动其他团体组织销售超过
5万公斤。

2月14日，“全省电商企业湘西行” 考察
团来到保靖县， 考察了柑橘和其他农特产品
生产经营情况。 15日， 在吉首市举行的湘西
柑橘猕猴桃产销对接会上， 各电商企业负责
人与种植大户、合作社代表等进行对接洽谈，
现场签订协议9个， 协议销售2019年湘西柑
橘、猕猴桃5万吨，销售额约3500万元。 其中，
京东湖南扶贫馆、 湖南苏宁易购与保靖县农
业合作社签订了柑橘销售协议， 惠农网与泸
溪县兴农柑橘专业合作社、 湖南星红山农业
科技发展集团签订产销对接合作协议， 通程
蜂乐乐与泸溪上堡花山柑橘农民合作社签
约，湖南省邮政公司与十八洞果业签约，快乐
购与凤凰农业合作社签约。

电商大佬新春助销湘西水果
签下3500万元农产品销售协议

� � � � 湖南日报2月15日讯 （记者 周云武
张颐佳 ） “在新中国70周年华诞的年份，
我们将带领全市人民当幸福的圆梦人，
应民之所想， 解民之所急， 真心实意办
好民生实事， 高质高效推进民生工程，
让老百姓享有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
近日， 在接受采访时， 长沙市委副书记、
市长胡忠雄热情地发出了长沙的“追梦”
号令。

胡忠雄表示， 新的一年长沙将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忠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 统筹民生实事项目建设； 在农村重点
以“五治” 为抓手，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 协同推进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向基层
延伸、 向农村覆盖、 向弱势群体倾斜， 把
民生工作做到心坎上。

胡忠雄说， 今年改善民生， 就要从老
百姓身边的小事、 难事、 烦心事做起。

一是提质“一圈两场三道”。 实现城市

社区“15分钟生活圈” 全覆盖、 生活圈内
农贸市场和停车设施全提标， 让市民出行
更便捷、 更安全。 二是拓展农村“五治”。
深入推进“厕所革命”， 实现农村旱厕全面
清零； 全面建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体
系， 实现垃圾分类减量的村达80%以上。
三是做实为民办实事。 坚持新增财力向民
生倾斜， 聚焦上学、 就医、 养老、 住房等
群众切身利益问题， 集中力量办好民生实
事， 让高质量发展更有质感、 更有温度。

长沙：

把民生工作做到心坎上

� � � � 湖南日报2月15日讯 （记者 徐德荣）
“衡阳市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
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高质量发展
根本要求，以最强执行力加速大城衡阳崛
起步伐。 ”2月14日，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
邓群策在接受湖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邓群策介绍，要坚持全面振兴实体经
济，突出当好承接产业转移“领头雁”。 将
抢抓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

机遇，深入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和“基
础设施补短板年”活动，以最实举措推进
工业兴衡工业强衡，以一流营商环境对接
北上杭和粤港澳大湾区，做实做优已布局
的千亿级产业集群，全力打造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核心增长极。

邓群策表示，今年将进一步防范化解
各领域重大风险， 落实各项扶贫政策，打
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和七大标

志性重大战役，办好各项民生实事，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
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突出建设国
家创新型城市,用好衡阳人才新政和1亿元
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打造创新创业“135”
工程升级版，抢占创新发展新高地；持续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打造“中国
油茶第一强市”， 率先走出一条新时代乡
村振兴新路子。

衡阳：

加速大城崛起步伐

靶向“治疗” 击中要害
———永州剑指医卫行业商业贿赂“潜规则”

月桂聊天

荨荨（上接1版①）
我省是目前全国唯一的 IGBT产业基

地。 IGBT是功率半导体领域的核心产品，
中车时代电气在 IGBT领域实现了从“跟
跑” 到与国际巨头“并跑” 的重大跨越。
国芯集成电路特色工艺及封装测试·功率半
导体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获批挂牌， 功率

半导体布局初步形成。
高端芯片研发设计全国领先。 龙头企

业国科微电子、景嘉微电子获得国家“大基
金” 支持。 国科微电子携手嘉合劲威集团
推出的光威“弈”系列SSD固态硬盘，性能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景嘉微电子拥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图形处理芯片JM7200获

得重大突破， 已完成流片、 封装阶段工
作。

统计显示， 2018年， 全省电子信息制
造业累计完成增加值803.48亿元， 同比增
长21.6%， 拉动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1.5个
百分点； 累计完成投资增长45.5%， 高于全
省工业投资平均增速13.1个百分点。

荨荨（上接1版②）
我情不自禁地伴着高铁线路一直走了

两三公里路。家乡的变化，如同一幅年画，在
我的眼前展开———

石山昔日林立的乱石现已有序整理，好
几处堆砌成“石头盆景”；所经之处的砂石路
硬化成了水泥路，路上小车川流不息；路旁
栋栋乡村别墅映入眼帘，像散落的星星点缀
在青山绿水之间。不见炊烟袅袅，却见屋舍
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在一块空旷的旱地里， 各种苗木新叶初
绽，披红抹绿，正所谓俏也不争春，却把春来
报， 她们的出现让这里的春天到得特别早。苗
木老板姓赵，正在地里嫁接红桎木，近百株红
桎木群落，成为了村里一道别样的风景。赵老
板告诉我：“这里苗木很好卖， 大都有买家了，
很多都是卖到城里作为小区绿化所用，去年收
入好几十万元哦。”来到一个叫三角塘的地方，
只见正在进行土地规整，村民说这里今年将要
发展80亩的无花果基地……

快到村头，偶遇在村里拜年的村支书赵
冬初。他欣喜地对记者说：“去年底怀邵衡高
铁开通，虽然村里没有停靠的站点，但随着
高铁沿线环境的规划和整治，隆隆的车轮声
唤醒了我们这个寂静安逸的小山村，给村里
人带来了观念的变化，也给家乡的发展注入
了新的生命力。”

从石山原路返回，记者寻思，家门口的
高铁给家乡带来的变化，或许是乡村振兴从
梦想照进现实的开始。

果园修枝
传技忙
2月15日，嘉禾县广

发镇大塘村， 农技人员
（右二）指导果农修剪果
树枝叶。 立春过后，该县
及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
各农业示范园、 果树种
植基地指导果农施肥、
杀菌、栽种、剪枝，为果
业增产增收打好基础。
黄春涛 黄睿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