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5日清晨，雨过天晴的新宁县县城上空，洁白的云层漂浮在林立的楼宇间，晨光照
射下的县城与云雾相互衬托，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城市画卷。 郑国华 莫绿云 摄影报道雾漫山城 美不胜收

一季度全省制造业贷款新增207.3亿元， 同比多增
126.3亿元，创2015年以来同期最高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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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严丽 陈浩

现代医学分科越来越细。 一些疑难
杂症和罕见病由于病情复杂， 涉及多个
专科，患者常常反复挂号、多次就诊，且
得到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也可能不同。外
科倾向动刀，内科主张吃药，病人和家属
无所适从。

32岁的王女士深有感触。
因咳嗽、 四肢疼痛麻木2个多月，她

在多家医院多个科室辗转： 去风湿免疫
科，做免疫相关检查，无明显异常；去神
经内科，做了脑、颈髓、腰骶髓MRI等检
查，没有异常发现；去呼吸科，肺部CT仍
没有明显异常。反复检查排队，疾病无法
确诊，王女士苦不堪言。

4月22日， 她来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门诊2楼疑难病会诊中心。 风湿免疫科、神
经内科、放射科、呼吸内科、麻醉科的专家
们围坐在一起，为她会诊。各位专家经过深
入探讨，认为王女士患上了周围神经病变，
并为她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

“不再兜兜转转，挂一次号就能请多
名专家共同为我看病，现在疾病确诊了，
我对治疗也有信心了。”王女士说。

从“患者追着医生跑”，到“专家围着
病人坐”。 湘雅医院院长雷光华介绍，近
年来，湘雅医院积极投身公立医院改革，
强化公立医院国家队“集中精力诊治疑
难危重罕见疾病”的功能定位，通过门诊
疑难病会诊和多学科联合诊疗， 为省内
外患者提供了“一站式”就诊服务：即患
者到一个诊室或会诊室， 就有多位专家
为其共同“把脉”治疗。

患者如何申请“一站式”诊疗服务？
湘雅医院门诊部主任于微微介绍， 多学
科诊疗模式目前分为门诊疑难病会诊、
联合门诊和门诊MDT会诊。 普通患者可
以从门诊挂号，按约定时间就诊；因同一
种疾病就诊3次仍不能明确诊断、疗效不
佳等疑难病患，可由第3次接诊医师提出
会诊申请， 患者本人及家属也到门诊部
申请，经门诊部专干甄别后，组织临时会
诊。原则上会诊安排时间不超过24小时。

为确保会诊质量， 门诊建立了疑难
病会诊专家库和45个门诊疑难病多学科

会诊小组，汇集368名多学科专家，由医
院副高职称以上医师组成，可谓“高手如
林”。

如何调动专家的积极性？ 医院有考
核奖励机制。例如，规定疑难病会诊小组
年会诊量不得少于50例；对积极参与、业
绩突出、 影响力明显的门诊疑难病会诊
小组及个人进行年度评优并予以奖励。

医院门诊部还建立了完善的会诊管
理制度、人员分工制度、回访制度，设立
了4名疑难病会诊专干， 配备3个疑难病
会诊室，定时、定成员、定址，确保预约、
会诊、回访全流程服务。

为了提高会诊的效率， 医院采用智
能化系统，让信息多跑路。会诊专干提前
对每个病人的资料进行整理， 方便专家
提前“预习”。由于接诊的都是疑难杂症
患者，门诊部对这部分患者开设了检查、
住院绿色通道。 会诊结束有会诊意见给
患者，会诊后2周内回访。

“一站式”的医疗服务，让看病更省
时省力，门诊会诊量年年攀升。2016年会
诊量 840例 ，2017年会诊量达 1876例 ，
2018年会诊量3132例，今年又创新高，仅
2019年3月份，会诊量达490例。

通过多学科诊疗模式， 患者就医成
本明显降低。以糖尿病足为例，诊断时间
缩短约2.5天， 入院等候时间缩短约3.5
天，人均医疗费用减低约45.5%。

门诊多学科会诊是患者与医生的
“双赢”之举，医院和医生也有受益。

“这个会诊没有时间限制，时间长的
病人可能需要2个小时，各科专家们探讨
得充分， 疾病的诊断准确率就越高。”湘
雅医院门诊肺癌与肺结节疑难病会诊小
组牵头专家胡成平教授介绍， 某单位体
检人员中有23人出现肺部病变、 怀疑肿
瘤， 该团队通过会诊确诊10例为恶性肿
瘤，通过手术证实，没有一例误诊，为患
者争取了最佳治疗时机。

湘雅医院院长雷光华说，未来，湘雅
医院将以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战略
为着力点，以医联体建设为载体，以远程
医疗为手段， 满足人民群众多维度的就
诊需求， 让更多的基层疑难罕见病患者
在家门口便可享受湘雅专家的“集体会
诊”。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向进

“顾法官，您来评评理，我们不就是要旅
行社赔偿道歉，就这么难？”4月22日中午，刚
调解完民事纠纷的顾霞没顾上吃午饭就匆匆
赶到事发现场， 情绪失控的天津游客李某和
同行4人一把将她围住，现场火药味极浓。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们讨回公道。”
顾霞一边安抚游客， 一边娴熟地运用法律知
识调解纠纷。由于旅行社擅自增加自费项目，
导致旅行质量降低。经过顾霞及时介入，旅行
社最终现场退还游客每人1000元，游客对处
理结果很满意。

作为永定区人民法院旅游速裁法庭庭
长，除了日常的民事审判工作外，顾霞经常处
于游客纠纷、争执的浪尖，周旋在涉旅投诉和
案件之间。为此，同事们打趣地称她为“拼命
三娘”。

高结案率，是拼出来的。
2017年3月， 顾霞在全国基层法院率先

推行了“在途速裁”APP软件，真正实现了旅
游纠纷案件“在点服务、 在线办理、 在途解

决”， 使旅游纠纷案件24小时内结案率高达
90%以上。

2017年6月13日晚8时， 和往常一样正
在加班的顾霞突然收到“在途速裁”APP的
诉讼请求，她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原来，
来自四川的22名游客通过旅行社组团方式
来张家界游玩，因导游时间预估错误，致使
他们错过返程飞机。“现场几乎快要打起来
了，但顾姐却异常淡定。”“95后”书记员汪爱
英坦言当时自己很害怕 ,“但我还是相信她
的综合能力。” 在长达4小时的调解过程中，
顾霞没喝一口水、没坐一分钟，耐心劝导，依
法依规提出赔偿建议，最终让双方达成调解
协议。

近年来， 以顾霞为首的旅游速裁庭除了
解决旅游投诉外，每逢旅游旺季和节假日，还
在天门山、 老道湾等景区设立旅游速裁审判
联络点，开展法制宣传、接受游客咨询、现场
调处办案。仅2018年，旅游速裁庭共收案件
373件， 审结370件； 其中涉旅纠纷案件139
件，结案率为100%。

让广大来张家界的游客满意， 也是拼出

来的。
“只要游客满意，我就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

得的。”拿着手机正在阅读游客致谢信的顾霞感
到特别骄傲。

4月7日，来自云南昆明的一家三口拨通了
投诉电话，投诉某旅行社安排购物时间太长，导
致安排的景点被擅自取消。在顾霞的干预下，旅
行社最终现场退还游客每人100元， 游客满意
的同时还向顾霞发出了旅行邀请。

“在涉旅纠纷里，我们不难发现，游客需要
的不仅是金钱赔偿，更需要公正和平等。”顾霞
回忆起去年4月份的一起投诉后深有感触地
说。当时，一对从东北来张家界旅游的老夫妻在
住宿时， 因拒绝签订捆绑旅行合同后得知无法
享受优惠价房价，情绪激动，与旅行社工作人员
发生肢体冲突。通过顾霞耐心细致调解，最终，
旅行社赔偿这对老夫妻房费、误餐费200元，并
当面诚恳道歉，取得了老夫妻的谅解。

旅游速裁庭成立两年来， 已为游客兑付各
类赔偿金额70余万元，顾霞也为此获得了“全
国法院办案标兵”“全省法院市州办案先进个
人”等众多荣誉。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马翔

审阅完手头的刑事诉讼卷宗，已是中
午12时30分。谢新星揉了揉太阳穴，继续
整理明天要出庭的材料，打了两通电话协
调好下午的会议，才步出办公室。

4月24日， 在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检察
院，临近午饭时间，记者终于采访到了这
位“全国模范检察官”。回忆起自己一年前
勇斗持枪歹徒的场景时， 他显得谦虚低
调：“在危急关头，我只是做了一名检察官
应该做的事！”

去年5月6日下午，谢新星驾车经过娄
底市大汉大道。在一个十字路口处，突然
冲出一名黑衣男子。“遭抢劫了！” 只见这
名黑衣男子一边呼喊，一边追逐另一个左
手提包、右手持枪的男子。

职业的敏感让谢新星意识到情况特
殊。他停下车，果断拿起手机报警。

“在警察没有赶来之前，如果持枪男
子挟持人质或者随意开枪就麻烦了。”报
警后，谢新星来不及犹豫，赶紧驾车跟了
上去。这时，持枪男子看见有车追了上来，
立马钻进路边一个居民小区。

此处人员密集，群众安危随时会受到
威胁。谢新星把车往路边一停，便徒手追
了上去。在追逐的过程中，持枪男子边跑
边转过身，拿着枪朝后方左右晃动，疯狂
地咆哮：“谁再追我，就打死谁！再追，我开
枪了！”

现场气氛立即凝固起来。谢新星想马
上制服歹徒，但又怕跟得太紧、逼得太急，
歹徒在慌乱中会朝周围群众开枪。 于是，
他一边紧跟持枪男子，一边招呼周围群众
注意安全。

短短几分钟的追逐，却仿佛过了好几
个小时。谢新星浑身湿透，声音也已嘶哑，
但精神高度集中，他紧盯持枪男子的一举
一动。此时，持枪男子跑到了马路上。只见
他先后拦截出租车和三轮车，好在都没有
成功。

突然，他看到路边一名妇女骑着一辆
电动车刚好经过， 便冲过去挟持了妇女，
让她带着他逃离。就在持枪男子跨上电动
车的瞬间，他的身体出现了摇晃，枪口也
瞬间朝下。

出手的最佳时机来了！ 说时迟那时
快，谢新星一个箭步冲到男子身后，一把
锁住了持枪男子的脖子，用尽全身力气把

他拖下车并按倒在地。在周围群众的协助
下，谢新星打掉了歹徒手里的枪，顺利将
其制服。

此时，围观群众越来越多，大家都怒
火中烧。谢新星意识到，必须保护好嫌疑
人的人身安全，让他接受法律制裁。他一
边耐心地平息民愤，一边小心护住男子的
身体， 直到随后赶到的警察将其带走，现
场无一伤亡。

“追逐持枪嫌疑人， 你难道不害怕
吗？”记者好奇地问。

“那是一种本能反应！”谢新星说，现
在想想确实有点后怕， 但在当时情况下，
当危险真正来临，便顾不了那么多了，“总
要有人站出来。作为一名检察官，更要有
挺身而出的勇气和魄力！”

■点评

不善言辞 ，少说多做 ，憨厚腼腆的谢
新星在镜头前略显拘束， 但却真实自然。
面对危害人民群众的违法嫌疑人，他第一
时间站了出来，敢于斗争。他的果决，他的
勇敢，都源于身上的责任担当。

当正义与邪恶博弈时，谢新星的英勇
行为已经不只是一种道德自觉，也是一种
信仰 ：坚信邪恶必定无处藏身 ，正义的阳
光终将普照大地。

时代呼唤勇士 ，社会需要英雄 。古往
今来 ，中华民族的勇士灿若群星 ，谢新星
只是其中的一颗。他们把英勇无畏融入精
神血脉 ，生成捍卫公平正义的力量 ，因此
熠熠生辉。

金融如何持续助推实体经济
——— 一季度全省经济形势观察⑥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聚焦湖南医改

医院门诊多学科诊疗“把脉”疑难杂症———

从“患者追着医生跑”
到“专家围着病人坐”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谢新星：守护正义之“星”

谢新星 通讯员 摄

顾霞：调解路上的“拼命三娘”爱国情 奋斗者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春暖花开，产业项目建设、企业信贷需
求不断“升温”。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日前发布的数
据显示， 一季度， 全省新增贷款2146.6亿
元，同比多增421.9亿元。3月末，全省金融
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8732.2亿元，同
比增长15%。

量身打造“三一重卡聚合支付”金融产
品，助推三一重卡畅销全国；为株洲时代电
气做全球现金管理SWIFT直连业务，助力
企业“走出去”开疆拓土……金融活水对实
体经济精准浇灌， 我省实体经济迈向高质
量发展，奏响“春天的故事”。

创新金融服务， 推动新兴产业加速发
展，正是金融业重要使命所在。

财信金控组建湖南省新兴产业投资基
金，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湖南新兴优势产业。其
与光大控股共同发起设立“湖南光控母基
金”，重点支持信息技术、生物医疗健康等产
业，来势向好。

提前布局， 方得先机。 全省金融业瞄准
5G商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战
略新兴产业，推动金融产品服务升级，为实体
经济发展注入了更多动能。

定位于“产业银行”的我省首家民营银行
三湘银行， 一季度末公司贷款余额81.87亿
元，全部投向城市更新、现代服务、大健康等
产业。该行向产业核心客户提供“股权+债权

+贷款+代理+顾问”综合金融服务，为核心企
业上下游企业提供特色金融服务， 已投放贷
款超70亿元。

金融助推，新兴产业跑出“加速度”。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一
批新兴产业集群和龙头企业在我省加快形成。

统计显示，一季度，智能装备、机器人等
高新技术产品市场走俏， 全省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增长11.2%。全省新能源汽车增长7.57
倍，光纤增长2.4倍，工业机器人增长52.8%。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分析， 未来我省
进一步加强银行与证券、保险、租赁等机构的
合作，推动形成完整的融资支持链，为新兴产
业提供银行贷款、股权投资、辅助上市等全方
位金融服务。

湖南耐普泵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
水泵生产销售的民营小微企业， 其产品颇有
市场。针对该公司融资抵押物不足的短板，长
沙银行创新开发专利权质押融资信贷产品，
运用支小再贷款资金发放贷款， 目前该企业
累计获得贷款4288万元。

小微活，就业旺，经济兴。
我省汇聚货币信贷、 金融监管、 财税优

惠、融资担保、风险分担、公共服务等各方政
策资源，撬动银行扩大信贷，激发民企小微发
展活力。

小微企业信贷规模在不断增加。 今年一
季度， 全省新增小微企业贷款526.5亿元；普
惠口径小微企业贷款新增138.2亿元，同比多
增50亿元。

走进179个园区， 举行295场银企对接，

撮合融资2471笔，意向贷款或授信522亿元。
这是我省开展金融机构“进园区、进企业、促
融资、促发展”（简称“两进两促”）的成绩单。

在长沙马栏山“中国V谷”，中国银行与
百余家民营企业精准对接，批量化解创意型、
创新型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交行、兴业、招行、中信、浦发、民生等金
融机构加快推进金融科技、 大数据等技术的
应用，提升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获得感。

光大银行推出“阳光e微贷”，让信息不对
称、 缺少抵质押担保的小微企业完成线上贷
款全流程，化解融资难题。一季度末，该行对
公小微客户数较2018年初增长164%。

优化授信政策、简化审批流程、降低融资
费用、 提升服务质效……全省金融业不断发
力，打通民企小微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3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9%，增速
比上年同期和上年末分别提高13个和4.9个百分点。

一季度全省新增小微企业贷款526.5亿元；普惠口径
小微企业贷款新增138.2亿元，同比多增50亿元。

一季度全省直接融资规模新增71.7亿元，其中
企业债券融资新增70亿元，同比多增29.3亿元。

� � � �优化信贷结构， 给制造业
注入金融活水

一季度全省制造业贷款新增
207.3亿元，创2015年以来同期最高
增幅

今年以来， 我省持续优化信贷结构，
把发展先进制造业、壮大实体经济作为主
攻方向， 为制造业源源不断注入金融活
水。

一季度，全省制造业贷款新增207.3亿
元，同比多增126.3亿元，创2015年以来同
期最高增幅。3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
同比增长12.9%， 增速比上年同期和上年
末分别提高13个和4.9个百分点。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技术
创新的主战场，必须给予更大支持！”人民
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有关负责人介绍，该行
联合省内多部门推出制造业重点企业“白
名单”制度，配套更充足的信贷资金、提高
差异化风险容忍度。

政策引导力度加大，金融机构主动作
为。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对轨道交通装
备、工程机械、新材料等12个重点制造产
业加大信贷投放，3月末，该行各项贷款余
额3424.89亿元，较年初增加152.92亿元。

服务制造强省战略，中国银行湖南省
分行累计投放制造业贷款近百亿元。该行
还累计为省高速、怀邵衡、中石化等基础
设施领域补短板重点项目投放贷款超150
亿元。

推动五凌电力、五江轻化等加快企业
债券融资；支持华菱集团、三一重工、中联
重科等建立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打通
境内外融资渠道……一季度，全省直接融
资规模新增71.7亿元， 其中企业债券融资
新增70亿元，同比多增29.3亿元。

创新金融服务，新兴产业发展提速
加强银行与证券、保险、租赁合作，推动形成完整的新兴产业融资支持链

拓宽融资渠道，民营小微企业活力迸发
一季度全省新增小微企业贷款526.5亿元，“两进两促”撮合融资2471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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