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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见习记者 李杰)今天
上午，记者从常德高新区招商局获悉，总投资
50亿元的湖南世凯胜新能源有限公司超级电
容产业化项目，已正式落户常德高新区。

超级电容器是国际公认的第三代新能源绿色

物理储能器，可应用于工程机械、航空航天等军用
与民用领域。 湖南世凯胜新能源有限公司拥有超
级电容完整自主知识产权， 在超级电容及超级电
容纯电动公交车研发制造领域居世界领先水平。

常德高新区招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超级

电容产业化项目分2期进行。 项目一期投资10
亿元，一年内超级电容自动化生产基地建成投
产。 项目二期计划从2021年起实施，将建设深
混动力总成生产基地等。 项目全部建成后，可
实现年产值50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2万个。

� � �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郑旋 通讯员
贺喜迎）“有时候材料带的不全需要现场打印，
虽然花不了多少钱， 但有免费服务还是很贴
心。 ”今天下午，长沙市经理进修学院第四期暨
长沙市营商环境特约监督员专题培训班的100
名学员，集中观摩岳麓区政务服务中心，作为
监督员代表，长沙远征驾校的负责人曹晖实地
感受岳麓区营商政务环境后，连声称赞。

近年来，岳麓区坚持深化“放管服”改革，
整合各类行政审批服务，同时提供其他信息咨
询、办理等便民服务，实行“一站式办理、一条
龙服务”。 为充分方便办事企业群众，营造一流
营商环境，当前，岳麓区政务服务大厅推出“两
印一照一递”免费行动，即资料打印、复印、照
相、行政审批决定专递服务现场免费享受。 此
外，大厅设有企业开办专区，提供商事登记、税

务办理、银行开户、印章印制等系列服务。
据悉，通过向街道、社区、园区放权，岳麓

区延伸服务“就近办”“帮代办”，并将网上可办
理事项由原来的100余项，增加至433项，网上
可办率达100%。 岳麓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
刘双知介绍，今年，将对标湖南省100项“一件
事”事项清单，梳理公布岳麓区实施清单，实现
从“最多跑一次”到“一件事一次办”升级。

� � � �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王文 通
讯员 周婷） 今天，2019中国东盟媒体合
作论坛在北京举办。 中国长沙与泰国清
迈以双城遇见的展演形式， 进行主宾城
市互动推介， 浏阳夏布代表长沙进行非
遗文创互动展演。

“吱吱呀呀，吱吱呀呀……”伴着阵
阵机杼声， 原木梭子在浏阳夏布非遗传
承人谭智祥手中左右飞舞， 一方夏布很
快成型，引来不少中外来宾上前体验。 不
仅是织布， 浏阳市文化产业园以及园内
网红夏布品牌“心之夏”，还在现场设置
了活字印刷、 植物拓染、 浸染等体验环
节，并将“心之夏”全套产品，以及古山贡
纸、 油纸伞等具有浏阳韵味的文创产品

陈列在现场。
此次， 浏阳夏布还成为长沙市文化

输出的重要媒介。 以“人间有味是清欢”
立意创作的树叶拓染夏布画《清欢》，作
为城市礼物， 由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张智勇赠送给泰国清迈市市长沈泰
安，在现场，长约两米的素色画卷徐徐展
开，两株绿枝上下舒展，寓意着两市文化
交流的勃勃生机。

在浏阳市文化产业园的推动下，“心
之夏”自主研发的200多种单品，曾先后
亮相法国巴黎世博会、 海峡两岸文化创
意产业联展、东亚文化周、深圳文博会等
展会， 通过开放的文化交流赢得了越来
越广阔的产业发展空间。

� � � �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通讯员 蒋敏
记者 周月桂）由中车株洲所旗下时代新
材研制的聚氨酯风电叶片， 近日交付客
户远景能源公司，计划于今年7月挂机安
装。此款聚氨酯风电叶片为2.2兆瓦级，重
约13.7吨，长59.5米，是世界最长的新型
高性能聚氨酯风电叶片。

该款风电叶片于2017年9月研制成
功， 是目前全球首款实现批量生产的创
新型聚氨酯风电叶片。 为确保叶片能在
恶劣环境下稳定运转， 时代新材于2018
年先后通过了叶片4个方向的静力试验、

疲劳试验及为期6个月的挂机考核。
与传统环氧树脂材料相比， 新型聚

氨酯树脂具有更为优异的机械性能和抗
疲劳性能，固化速度快，加工性能好，与
玻璃纤维和碳纤维有更好的结合力，有
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

目前， 风电行业对大型风机叶片的需
求日益增长。 以时代新材为代表的湖南新
材料生产企业， 大力推动风电叶片的大型
化与轻量化，聚焦风电叶片新技术、新材料
及新工艺推陈出新， 为迎接全球风电行业
的产业和技术变革做好了多方面储备。

� � � �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罗毅 严万达
通讯员 张兴国 杨情陆 ）“东经 111度 36分
10.20秒、北纬26度15分37.10秒”，这不是一个
普通的地理坐标，而是潇湘八景第一景“潇湘
夜雨”的景观点。 经前期反复探寻、论证，5月14
日，30余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齐聚零陵古城潇
水河畔，考察并确定出了“潇湘夜雨”景观点就
在潇湘二水汇合处，让千百年来这一著名景观
所滋育的精神血脉继续传递。

湘水在永州境内与潇水汇合以后，称为潇
湘。 站在两水汇合处的蘋岛，但见潇水南来，湘
川西至，二水汇合，环抱双洲，风景殊异。 特别
是雨落潇湘的夜景，是历代文人骚客寄情吟咏
的著名景观， 同时也是最热门的绘画题材，其
文化影响力历久弥新。

台湾著名学者衣若芬尽管是第二次来永
州，感念潇湘山水之美，依旧难掩兴奋，频与友
人合影留念。“‘潇湘八景’在世界八景文化当

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头，‘潇湘夜雨’景观
点虽然定位在此，但是她辐射全世界。 ”衣若芬
说，希望更多的朋友前来感受“潇湘八景”的魅
力，研究“潇湘八景”山水文化、 历史价值，并
与子孙后代共享这一片青山绿水。

当日，在文化底蕴厚重的蘋洲书院，还举
办了首届“潇湘八景”论坛。 据了解，零陵区将
充分吸收与会专家学者的意见，着力打造涵盖
潇湘楼、潇湘馆、潇湘阁、潇湘门、潇湘驿、湘妃
庙等景致的“潇湘景观群落”，最大限度挖掘潇
湘古镇区域的文化潜力，使之成为符合零陵古
城历史面貌、 兼具诗情画意的旅游新热点，促
进零陵文旅融合大发展。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欧阳倩

“进门递资料，出门当老板。 ”便捷高效地
开办企业正在长沙市雨花区实现。 从5月14日
起，该区在全省率先推出“一号申领、一厅受
理、一套材料、一次办结”的并联式集成办理服
务新模式，使得开办企业“一日办结”成为现
实。

雨花区是传统的商贸大区和强区。 截至去
年底，全区共有各类市场主体161669户，占长
沙市场主体总量的17.48%，列居全市第一。 为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雨花区
推出并联式集成办理模式， 在长沙市要求的3

个工作日完成企业开办的基础上， 自我加压，
把开办时限压缩到1个工作日。

并联式集成办理的核心在于优流程、减材
料。 在物理形态上，实现了市场监管、税务、银
行、刻章等机构的统一入驻，企业以前需“分头
跑、挨个办”，现在是只进一张门，办完4环节。
在材料的梳理上，将企业开办所需的材料从13
份压缩至7份。 在涉税业务的办理上，将原来需
要当面办理的13项业务缩减至4项， 办理时间
从以前的2小时缩短至30分钟。

时限的大大压缩离不开保障机制。 据介
绍，雨花区已全面推行疑难问题会商、特殊需
求绿色通道、容缺登记等机制。 即窗口服务人

员在接到企业开办申请后，遇到疑难问题或者
不熟悉的新型业态，必须先会商审议，不得“一
口回绝”；对一些非关键性文件，可以填写容缺
登记申请书，先办证后补交。

对统一新开办的企业，雨花区还免费发放
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和发票专用章。 此
举免除了企业开办环节唯一的制度性涉企费
用，让“零成本”办企业成为现实。 按照去年开
办企业1.05万户， 每户300元的刻制印章成本
计算，该区每年减免企业开办成本300万元。另
外， 印章及办件快递服务都由区政府财政买
单，真正做到“坐等可取”。

目前，雨花区正全力推动形成“人人、事事、处
处都是营商环境”的共识，每周固定一天为“企业
（项目）服务日”，由企业开出问题清单，区委、区政
府主要领导集中研究交办问题。 今年以来共为22
个重点企业（项目）解决困难问题58个。

� � � �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龚颖 ) 记者今天从省人社厅获
悉，为加快培养和选拔高技能人才，推动
全省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湖南今年将
举办43项省级技能大赛。

大赛包括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湖南
选拔赛等3项省级一类竞赛，2019湖南省
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 第十一届全国
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湖南选拔赛
等31项省级二类竞赛， 全省洗涤行业职
业技能大赛、全省化妆美甲技能竞赛等9

项省级三类竞赛等。
2019年湖南技能大赛以“培育湖湘

工匠，服务产业发展”为主题，大力营造
“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
会氛围，打造“湖南技能大赛”品牌，主
动对接“中国技能大赛”和“世界技能大
赛”。

据悉，对于符合条件的选手，可按
相关规定授予“湖南省技术能手”荣誉称
号，核发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颁发“湖南
技能大赛”获奖证书等荣誉。

“慈爱工厂”
关爱患者
5月12日，郴州湘南

国际物流园，肾病患者在
“慈爱工厂” 生产车间制
作手套。该工厂由郴州市
肾病协会创办，方便患者
在治疗的同时就近就业，
增加劳动收入，减轻医疗
负担。 开办一个月以来，
已安排百余人次就业。

贺茂峰 摄

超级电容产业化项目落户常德
总投资50亿元

打印、复印、照相、快递“全免费”

岳麓区贴心营商环境获好评

潇湘八景第一景“潇湘夜雨”景观点确定
零陵区打造“潇湘景观群落”

一日之内当“老板”
———雨花区在我省率先实现企业开办“一日办结”

浏阳文创踏上丝路之旅

全球最长新型聚氨酯风电叶片
交付客户

具有优异的机械性能和抗疲劳性能

“培育湖湘工匠，服务产业发展”

今年将举办43项省级技能大赛

� � �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
员 刘雨艳 刘清）5月13日，省话剧院举行2019
年首个院团开放日活动，数十位对话剧创作演
出感兴趣的市民走进长沙芙蓉国剧场，探班正
在排练的《沧浪之水》剧组。

话剧《沧浪之水》改编自湘籍作家阎真的
同名畅销小说， 自公演以来受到观众的喜爱。

为了打造精品，该剧仍在提质升级。同样的台
词反复说，在多个表演方式中寻找最合适的那
一个，需要演员们的热心、用心、恒心、耐心。为
了增强可视性，该剧的舞台设计融入了现代化
表达手法。因此，演员们经常要在黑暗中行走，
一不小心就会碰伤。参观的市民感叹，做出一
部好的舞台作品真不容易。

长沙大学学生何嘉诚仔细观察了演员们
排练的过程。“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
话不是说说而已。” 爱好话剧的他说，“我们排
练的时候也很用心， 但总是觉得差了点什么。
这次看了专业演员的排练，我明白了差距的所
在。比如如何让自己真正融入角色，怎样通过
微表情、微动作让表演更真实生动。”

据介绍，今年，湖南省演艺集团旗下的省
话剧院、省歌舞剧院、省杂技艺术剧院、长沙交
响乐团将不定期举行开放日活动，邀请市民深
入台前幕后，了解舞台后的酸甜苦辣。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通讯员 谢红
涂月 记者 胡宇芬）为期两天的“SOLVE�
FOR� TOMORROW� 探知未来”2019年
第六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
赛（长沙赛区）复赛，今天下午在湖南省
科技馆结束。来自湘、赣两省的160多名
选手组成50支参赛队伍同场角逐， 共决
出一等奖5支队伍、 二等奖10支队伍、三
等奖15支队伍。其中，获一等奖的队伍将
代表长沙赛区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总决
赛。

大赛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在
全国共设15个分赛区， 江西省与湖南省
同属长沙分赛区。 作为一项全国性科普
创新主题公益活动， 大赛延承往届设置

创意作品单元和科普单元， 旨在全方位
考察青年学生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及动
手操作的综合能力。 其中创意作品单元
分为“智能控制”大学组和“智能控制”中
学组，科普实验单元分为“生物环境”大
学组和“生物环境”中学组，以及“风能利
用”共五个命题项目。

据悉，长沙赛区初赛共征集了923
份作品， 其中最多的是风能利用赛题
487份，这项内容要求参赛者利用给定
标准材料，在限定条件下，设计并制作
一个利用风能作为动力的装置， 在逆
风条件下前行。经过专家评审，最终决
出50支参赛队伍参加复赛。 获得一等
奖的5支队伍中，有1支来自湖南。

5支队伍晋级全国总决赛
2019年第六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

大赛（长沙赛区）复赛结束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张亚娜 ）5月15日是我国第26个

“防治碘缺乏病宣传日”。今天下午，省卫
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督局、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等多家单位在长沙联合举办“科学
补碘益智，健康扶贫利民”防治碘缺乏病
日主题宣传活动。

省卫生健康委负责人说，碘缺乏病的
防控是一项民生工程、长期工程，要依法
全面落实碘缺乏病防治措施，建立健全长
效防治机制，进一步加大健康宣传，积极
推广“科学补碘、按需补碘”的健康生活理

念，疾控部门要进一步组织开展人群碘营
养监测工作，掌握碘缺乏病发病及防治措
施落实情况并建立新发克汀病患儿报告
制度， 及时预警发布人群碘缺乏风险，适
时提出调整盐碘浓度的建议。

在今天的宣传活动中， 湖南雪天盐
业公司负责人还从碘的作用、缺碘的危害、
怎样科学补碘等方面为现场群众进行了科
普讲座。 多位健康科普专家就如何针对自
身的健康状况选择加碘或者未加碘盐、如
何在生活中真正做到“碘”到为止等困扰消
费者的问题进行一一解答。

我省举行防治碘缺乏病日主题宣传活动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周瑾容 吴靖） 为提升我省县级
公立医院的管理能力与水平， 助力县域
医共体建设，推进分级诊疗制度落实，今
天上午， 湖南省首期县级公立综合医院
管理人员高级研修班在省人民医院举
办， 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55名公立医院
院长及市州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负责人
参加了研修班。

在分级诊疗背景下， 县级公立综合
医院是实现“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
分治、上下联动”的重要桥梁，也是实现
“大病不出县”的关键力量。省卫健委负
责人介绍，此次研修班在培训内容和培
训形式上针对“院长”这一角色进行了
量身定制，在内容设计上有针对国家医
改政策的解读，也有院长现实处境的模

拟呈现，有基于本省的经验分享，也有
面向外省的吸纳借鉴；培训形式包括理
论授课、实战模拟、座谈讨论、参观交流
等。研修班还设置了省人民医院、省脑
科医院、省儿童医院、省妇幼保健院、省
肿瘤医院5家省直医院创新技术和学科
建设经验分享专场。此次依托省内大医
院优质医疗教学资源的研修班，将为我
省县级医院培养一批具有现代医院管
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的管理人才。

本次研修班为期一周，院长们将分
别参观湖南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儿童
医学中心、介入血管外科、康复医学科
等优势学科，还将赴天津环湖医院和天
津胸科医院，现场学习卒中中心与胸痛
中心建设管理经验。研修班由湖南省卫
生健康委主办。

55名县级公立医院院长集中“充电”

邀请普通观众深入台前幕后
湖南省演艺集团首次推出院团开放日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发布了《医疗
器械不良事件信息通报》， 警示关注特定电磁
波治疗仪的使用风险。

特定电磁波（TDP）治疗是利用波长2至25
微米电磁波对人体的生物效应， 以达到消炎、

消肿、止泻、活血化瘀作用的物理
治疗方式。产品由治疗头（包括治
疗板、加热装置及防护罩等）和机

身（包括支臂、底座、立柱、控制盒等）组成。国
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收到可疑医疗器械
不良事件中主要伤害表现有：皮肤瘙痒、皮疹、
红肿、水泡、灼伤等；器械故障主要表现有：治
疗头、防护罩脱落、功率不稳定、电线老化磨

损、短路等。
为加强特定电磁波治疗仪的安全使用，减

少不良事件重复发生造成伤害的风险，提醒使
用者严格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和安全注意事
项使用治疗仪，切勿超时长、超距离、超适应症
使用；使用单位应加强设备的日常检查和维护
保养，特别是使用前应对电源线和支臂线等进
行检查，如发现磨损老化等情况，立即停止使
用并更换部件。 提醒生产企业完善保护措施，
以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

（通讯员 钟露苗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关注特定电磁波治疗仪的使用风险

———湖南省药品审评认证与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协办
药物警戒与合理用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