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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郭瑶 薛震湘） 职业院校的学生毕业
时除了拿到学历证书，还有望拿到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6月15日，物流管理1+X证书制度
试点工作说明会在长沙召开。1+X证书制度
中的“1”是指学历证书，“X”为若干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预计今年底以前，将有首批学生
拿到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按照全国
教育大会部署和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要求，明确提出了“物流管理”“智能新
能源汽车”等5个试点领域率先开展首批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试点。 本次会议对“物流管理”
1+X证书试点工作进行了具体的解读和说明。
会议指出，X证书不是传统的职业资格证书，

是在院校内实施、 针对在校生的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反映学生在相关职业知识、技能的学
习成果，更能促进学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据介绍， 湖南现代物流职院作为全国
唯一一所全面对接现代物流产业的公办全
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深度参与了1+X证书等
级标准制定和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认证
教材开发。该校将坚持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
设计，加快改善课程体系的专业设置与产业
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1+X职业能力标准对
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逐步形成院
校与行业企业共同开发的工作机制，使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同时能够确认其技能获取，有
序开展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
现的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
员 陈保文 陈伟） 永兴县人民法院近日一审
公开审理永兴县财政局国债服务部原临时负
责人尹晓冰挪用公款案， 并当庭作出一审判
决。尹晓冰犯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6个月，依法继续追缴其违法所得上缴国库。

经查，1997年至1998年2月，被告人尹晓冰在
担任永兴县财政局国债服务部临时负责人兼任会
计时，利用发行、销售国债券的职务便利，采取特种
转账、特约汇票、现金支票和取现的方式挪用公款
454万元用于个人炒股。1999年因股票出现巨额亏
损，被告人尹晓冰潜逃至广西、广州、深圳、昆明等

地,后还逃往越南等国，后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时
隔20年后， 今年1月, 尹晓冰被云南省公安机关抓
获，并移交永兴县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

永兴县检察机关指控， 被告人尹晓冰身为国
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进行营
利性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十二条、第八十九条、第三百八十四条第
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
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铁的事实面前，尹
晓冰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低频电磁治疗设备是利用频率1000Hz
以下低频电流产生的电脉冲效应来治疗疾
病的医疗器械。 该类产品主要由主机、 导联
线、电极等组成。临床上用于缓解疼痛、兴奋
神经和肌肉、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等。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收到该类
产品可疑不良事件报告中的危害主要以电
能危害为主，其中，人员伤害主要表现为皮肤
过敏、烫伤、灼伤、刺痛、疼痛及肌肉麻木等；
器械故障主要表现有：漏电，无输出或输出不
稳定，电极片、导联线损坏等。

为加强低频电磁治疗设备的安全使

用，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提醒使用者：1.严
格控制适应症及禁忌症， 按照产品使用说
明书正确使用，切勿超输出功率、超时长等
非正常使用， 确保设备的使用环境和使用
条件符合要求；2.加强设备的日常检查和维
护保养，及时更换易损、易耗件。提醒生产
企业：1.进一步优化产品设计（如提高电极
接触可靠性， 加强电击伤害的防护等），提
高产品安全性；2.加强产品的售后维护保养
服务工作和对使用者的技术支持。

（通 讯 员 钟 露 苗 湖 南 日 报 记 者
李传新 整理 ）

物流管理1+X证书制度
试点工作开展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通讯员 吴靖
记者 李传新）6月16日， 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成长天使基金”定点医院启动仪式在湖
南省人民医院举行，该项目启动后，将对2
岁以下小胖威利患者和贫困家庭发育异常
儿童给予生长激素治疗救助。

据了解， 我国儿童生长迟缓发生率为
3%， 全国4至15岁的矮身材儿童总数高达
700万，儿童矮身材有60%至80%是因为遗
传所致， 剩下的这一部分往往是内分泌疾
病原因所致， 矮身材只是某些疾病最明显
的表现。此项目的负责人、湖南省人民医院

儿童内分泌、心血管科主任徐璇表示，省人
民医院是湖南第一家拥有儿科内分泌专科
病房的医院，“成长天使基金” 定点医院落
户省人民医院后， 将携手各方力量共同促
进社会对小胖威利综合征患儿的关注，让
特殊的矮小患者（如小胖威利患者等）享受
更便捷的人道救助， 帮助其接受专业化规
范治疗， 为生长迟缓儿童提供及时检查和
干预。徐璇表示，今后，在省人民医院确诊
的2岁以下小胖威利患者和贫困家庭发育
异常儿童， 将有机会获得半年及以上的免
费激素药物治疗。

“成长天使基金”定点医院
落户湖南省人民医院

两种情况将获救助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左丹 通
讯员 张永涛）为繁荣学术研究，关注南亚
地区现当代问题， 促进南亚地区的国家对
湖南的了解，6月15日，湖南师范大学南亚
研究中心在该校成立。

南亚研究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必由
之路， 是研习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课题。
湖南师大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刘曙雄表示，湖
南的地缘优势以及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
院一流学科建设的势头强劲，开展南亚研究
势在必行。湖南师范大学南亚研究中心成立
后，将培养南亚语言文学、跨文化研究以及

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开展学术研究，丰富
外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建设内涵；关注南亚
地区现当代问题，发挥智库功能，为湖南省
经济社会发展，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咨询服
务；与国内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交流合
作，与国外重要大学和学术机构开展学术交
流； 促进南亚地区的国家对湖南的了解，促
进双边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湖南企业与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国家的经贸往来。

当天，湖南师大还举行了“新时代·新
视角·新观点———南亚国别和区域研究”学
术研讨会。

湖南师范大学成立南亚研究中心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记者 陈薇）6月
16日，湘籍作家天下尘埃（向娟）携新书《星
星亮晶晶》在长沙举行分享会活动，与来自
省内的专家学者及现场观众一同探讨自闭
症儿童人群，呼吁社会关爱身边每一个“星
星的孩子”。

据了解，《星星亮晶晶》曾获得“海峡两
岸网络原创文学大赛”最高奖。这部作品以
自闭症家庭的生活状态为背景， 以病患儿

童母亲郑芸的视角和为孩子治病的遭遇为
主线， 既表现了社会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关
怀， 也呈现了病患家庭及其成员的精神之
痛。向娟透露，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希望能
在全社会形成关爱自闭症患者的良好氛围，
帮助自闭症患者走出孤独、融入社会；同时呼
吁未来的教育规划给予自闭症孩子的“一席
之地”，用完善的教育制度、强有力的举措保
障这群特殊的孩子同等受教育的权利。

《星星亮晶晶》关注自闭症儿童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张峰毓）“我们的国歌是家国情怀
的重要内容。”6月17日，由省文旅厅、省演
艺集团等主办的华人文化大讲堂第20期
在长沙音乐厅开讲。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
团原团长于海， 向长沙观众深情讲述他与
《国歌》的不解之缘。

于海先向观众介绍了世界上主要国家
的国歌及特色。如流传广泛的英国国歌，有
傲视世界之感； 以浪漫闻名的法国， 国歌
《马赛曲》却极富战斗性；俄罗斯的国歌几
经更迭，颇具戏剧性。

“国歌和国旗、国徽一样，是一个主权
国家的象征。我由衷地认为，中国的国歌
是世界上最好的国歌。”于海曾多次在国
庆阅兵、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场合
指挥演奏国歌。他坦言，演奏和指挥国歌
演奏数10年，相较普通人，他对国歌的认
识更深刻。 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
生于中华民族危亡的时期， 对激励中国
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
从词曲的艺术创作角度来说， 田汉和聂
耳的词曲相当出色，通俗易懂、情感充沛、
朗朗上口。

于海长沙开讲———

国歌是家国情怀的重要内容
关注低频电磁治疗设备的

电能危害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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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用公款454万元
尹晓冰获刑8年6个月

田间拔河
6月16日，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竹

子寨， 村民在稻田里参加拔河比赛。当
天，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四届农耕
民俗文化节在该村举行， 各族群众参加
了插秧比拼、抓稻田鱼、田间拔河等多种
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龙艾青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宋志飞 李芳

历时8个多月的调查审查， 两份处分决定
摆在了桃源县水利局原副局长、县河道采砂和
矿石市场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
曾征的面前。他目光呆滞神色沉重，仿佛在回顾
自己过往的一切。

6月17日， 桃源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曾征利用手中职权为河道非法采砂充
当“保护伞”， 已于2018年12月14日被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今年4月10日，其涉嫌受贿罪、玩
忽职守罪被提起公诉。

朋友圈里挤进“砂老板”
由于近年河道限采、砂价上扬，河道成为

一些人牟取暴利的“角逐场”。
在沅水桃源段，以梅某、刘某、莫某为首的

胜利砂场涉恶团伙暗流涌动，他们盗采盗挖、欺
行霸市，群众意见很大。

当时，作为分管河道采砂规划和水政执法
监察的负责人，曾征手中的权力炙手可热。

“老同学，好久没见，过来聚一聚吧。”2017
年9月的一天， 胜利砂场股东之一刘某约曾征
吃饭。一顿好吃好喝之后，刘某吐露心声，希望
得到曾征“关照”。

之后，曾征通过刘某，结识了胜利砂场法
定代表人梅某和股东莫某、顾某等人，渐渐成为
他们的座上宾，多次接受这些“砂老板”的请吃。

对于曾征的“赏脸”，梅某等人好烟好酒好
菜款待，还在KTV安排有偿陪侍。

“我当过兵，上过战场，起初信仰还是坚定

的，自从认识这些财大气粗的‘砂老板’后，人生
观发生了变化， 对比之下心理上慢慢有些失
衡。”曾征忏悔道，自己在攀比和侥幸心理驱使
下，越发变得“来者不拒”。

据查，至2018年3月案发，曾征先后收受梅
某所送价值6800元的名烟4条、名酒4瓶，接受
同学刘某送来的“感谢费”5万元。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曾征把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当成‘稻草人’，最终成了砂石老板‘围
猎’的牺牲品。”办案人员介绍。

“猫鼠游戏”中为盗采站台
“一到晚上就热闹起来，甚至干通宵……”

这几年，胜利砂场非法采砂繁忙，周边群众举报
不断也安然无恙。

怎么会这样？办案人员道出其中蹊跷：“胜
利砂场自成立以来就没有取得沅水干流内采
砂许可，曾征是知情的，但他当‘睁眼瞎’，长期
放任该砂场采取昼伏夜出的手段逃避监管和
打击。”

更令办案人员气愤的是，曾征还把内部掌
握的执法检查信息和群众举报内容，通过电话
或短信泄露给砂场关联人顾某。

为掩人耳目，曾征也会装模作样地开展一
些执法检查。比如，把本应对法定代表人梅某的
处罚，变为对管理人员莫某给予行政处罚，致使
胜利砂场一直没有受到伤筋动骨的打击，甚至
公然在河道内违法搭建起二层办公楼。其猖狂
的盗采行径，屡屡在这样的“猫鼠游戏”中“满血
复活”。

据了解，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间， 胜利

砂场盗采砂石达94.2万吨， 致使国家矿产资源
流失1783.1万元。

而对于曾征为非法采砂站台，“砂霸”也“报
之以李”。据查，曾征先后收受胜利砂场股东所
送现金10万元。

“同学情”导致彻底崩盘
“最初帮他，纯粹是念及同学之情。不想这

‘情债’越欠越多，直到彻底崩盘。”
曾征讲到的这个人， 是他的高中同学、胜

利砂场股东刘某。刘某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桃源县漳江街道胜利村党支部书记，他直接参
与了梅某黑恶势力团伙并为其充当“保护伞”。

“纵观本案，刘某算是一个关键人物。曾征
所收钱物，一般都是通过刘某送达的，他觉得同
学送的礼是人情往来，收得放心，甚至是在帮他
致富。”办案人员介绍，曾征还贷款30万元借给
刘某，至案发时违规获取利息3.6万元。

据了解，自从刘某伙同梅某等人开办砂场
后，他们不断加大对曾征的“感情投资”，最后将
其套牢。2018年3月，桃源县公安局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行动，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胜利砂场非法
采砂行为予以立案查处，曾征充当“保护伞”的
问题线索随即被移送县纪委监委。

“曾征被任命到重要岗位，是组织的信任
和重托， 但他最终辜负了这份信任和重托。”桃
源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超辉说。

据悉，今年来，该县纪委监委以曾征严重
违纪违法案为警示，在全县水利系统全面开展
了“以案促改”工作，通过切实扎紧制度“笼子”，
进一步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

为“砂霸”站台终倒台
——一名砂石办副主任落马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