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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刘兴龙）今年上半年，机场运输生产增
势良好。省机场管理集团今日发布：前6月，全
省8个机场共完成旅客吞吐量1611.8万人
次、 货邮吞吐量8.45万吨， 分别同比增长
11.9%、15.3%，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前6月， 我省相继开通了长沙至肯尼亚
内罗毕、缅甸曼德勒、文莱斯里巴加湾、韩国
济州等国际客运航线；以及长沙至泰国曼谷
的全货机航线，客货运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今年以来，我省积极构建长沙“四小时
航空经济圈”，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完成旅客
吞吐量1299.68万人次，同比增长6.5%。

目前，从长沙出发，每周有188个航班
可4小时通航12个国家和2个地区的30个

机场。其中，长沙飞日本、韩国、泰国、新加
坡、马来西亚、越南等6国，每天均有直达航
班。 长沙已成为中国中部地区通往东南亚
国家航线最多、航班密度最大的城市。

7月1日起进入暑运后， 省机场管理集
团联合各航空公司在此期间新增或加密多
条航线。 其中， 新增或加密长沙飞越南云
屯、 日本名古屋和大阪、 柬埔寨西哈努克
港、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国际和地区航线；以
及长沙飞万州、西宁、南宁、吐鲁番、海拉尔
等国内航线。

记者了解到， 我省今年下半年还将开
通长沙至尼泊尔加德满都、 长沙至中国澳
门，以及张家界至日本大阪和韩国首尔、清
州、务安等多条境外航线。

前6月全省机场客货运
保持两位数增长

下半年将开通长沙直飞尼泊尔等航线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余蓉 ）近
日， 湖南省教育厅发布《关于下达湖南省
2019年五年制高职教育招生计划的通
知》，公布了招生10755人的计划。通知要
求， 各高校必须严格按下达的五年制高职
教育招生计划数执行，不得超计划招生。

通知要求， 各高校五年制高职招生计
划规模将纳入学校年度招生总规模。 三年
后五年制高职转段人数占用学校三年制高
职招生计划。此外，五年制高职计划不作为
学校以后的计划基数， 每年将根据计划安
排原则和学校招生实际进行调整。

通知要求各高校要规范办学行为，维护
办学秩序，确保五年制高职教育质量。除经
省教育厅批准的中高职衔接试点建设项目
外，不得以联合办学的名义举办分校和校外
办学点。经批准同意挂靠的中等职业学校可
进行五年制高职前三年的教育教学工作，但
后两年高职教育阶段须在普通高等学校举
办。各高校要对形成挂靠关系的中等职业学
校的整体教学方案、教学质量控制、学籍管
理和证书发放等进行统一组织和管理。

另外， 初中起点免费定向师范教育招
生计划另行下达，按有关文件执行。

2019年我省五年制高职教育
招生10755人

高考招生关注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曼斯

【整改故事】
7月的早晨，7时刚过就已天光大亮。
一如往常， 宁乡市菁华铺陈家桥村党支

部书记黄立平沿着村道遛弯， 行不过300米，
就发现了变化。

“建中呐，你在搞什么大工程？”黄立平指
着眼前翻整的黄土，笑问道。

王建中的铁耙正扬在空中。看到来人，他抬
手把耙钩扎进土里， 伸手抹了把汗说：“听你们
的话，把家门口搞好，不给村里拖后腿咯。”

原来，王建中是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也
是陈家桥村的环保员。在清扫垃圾之余，他常
将一些可回收的废品带回家里，堆在前坪。几
年来，这一小型“垃圾场”成了村上的一大“景
点”，路人无不捂鼻侧目。此前村干部多次劝
导，也未见效果。

上周六， 黄立平和几位老党员找王建中
好好谈了一次。不料隔天王建中就发动全家，
合力出资2万元翻修前坪。

王建中的转变缘何而来？
“村里帮我解决工作，还给了我2亩土地

种蔬菜，不配合工作实在说不过去。”王建中
吐露心声。

王建中所说的土地， 是由村主导的种植
基地。基地免费为村民提供土地，村里帮助解
决技术和销售问题。 王建中的2亩辣椒地，预
计一年能赚近万元。

“集体经济一直是我们村的薄弱环节。为
了评选‘五星’村，我们党支部通过租赁承包、
土地入股等形式，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让
村民也富起来。”黄立平介绍。

今年2月，省委第四轮巡视反馈意见指出
宁乡基层组织建设有待加强。 有很长一段时
间， 宁乡市的许多基层党组织用不好甚至丢
掉了组织生活这个“传家宝”。为此，宁乡出台
“五星”村（社区）党组织评选办法，以提升党
组织组织力。“五星”，即“两学一做”之星，清
正廉洁之星，集体经济之星，贫困户、信访户

“两户”工作之星，绿水青山之星。
赢得“五星”旗帜，收获的不仅是荣誉，还

有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的支持。如何“追
星”，成了干部群众的驱动力。

为了补全“集体经济之星”的短板，陈家
桥村多次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 请各位党员
出谋划策。

“想摘下‘五星’，党员必须带头！”今年4
月20日，党员贺桂章凌晨五点从湛江出发，飞
跃1100公里， 只为赶到村里参加专题组织生
活会，而这已经是他第四次打“飞的”回村开
会了。

在众人的努力下， 今年村集体可实现40
万元收入， 村民年均可支配收入达31000元。
“七一”前夕，宁乡市评选出39个“五星”村(社
区)党组织，陈家桥村名列其中。

在创建“五星”的引领下，更多整改工作
随之推进。

“一颗星都不能少！”评选“五星”村的消
息一传来， 喻家坳乡神武村召集干部群众开
会，达成共识。然而，村子里还有几家石灰厂、
洗砂场，“绿水青山之星”难入囊中。

全面关闭非煤矿山、石灰厂、洗砂场……
神武村使出了雷霆手段。经过平整之后，原本
千疮百孔的山林逐步复绿， 取而代之的是满
山红叶石楠惊艳亮眼。 村里还种上3000多亩
良种油茶林，引进两家公司经营，帮助28个村
民就业。

6月30日，神武村获评“五星”村的消息传
来，参与其中的村民们比村干部还高兴，纷纷
发布喜讯，在朋友圈“刷屏”。由此，巡视组指
出的“污染防治欠账较多，污水直排、偷排、畜
禽养殖污染、 挖砂洗砂等突出问题未得到根
本解决”问题，也从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这五颗星宛如吸铁石，把大家凝聚在了
一起。不仅党员乐意带头，还让群众和我们一
条心了。”菁华铺乡党委书记黎国军说。

把人心聚在一起的，不仅仅是“五星”的
激励。随着整改的持续推进，苦口良方显出功
效。

“没想到打电话能‘打’出一个学校来！”
在宁乡市豪德市场经营门窗生意的潘女士最
近惊喜不已。她的孩子马上要读一年级，小区
附近没有学校，十分不便。2018年11月，她曾
多次通过“民声受理服务中心”反馈情况，没
想到年初塘湾小学就在家门口开建了。2个月
后，学校将投入教学，她的孩子也能顺利在这
里就读。

“整改要落实，还需彻底改、长效改。不仅
得解决已经提出的问题， 还得让群众有渠道
提出新的问题。 如此才能让巡视整改持续发
挥作用。”宁乡市委督查室主任彭灿军说。

为此，宁乡市通过构建“316”群众工作新
格局， 把人民群众各种渠道的反映综合起来
受理解决， 既提高办事效率， 又建立长效机
制，真正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整改成效】
十一届省委第四轮巡视反馈意见后，宁

乡市委明确今年工作的主线就是以巡视整改
的高质量推动党的建设的高质量， 以党的建
设的高质量推动县域发展的高质量。 市委先
后5次专题研究部署巡视整改工作，督查督办
19次。针对巡视反馈的51个问题制定177条整
改措施，建立“挂图作战室”，逐条对账销号。

宁乡市委出台《关于加强巡视巡察整改
日常监督工作办法（试行）》，制定“4月25日、
一年内、本届市委任期”完成整改的3个阶段
性目标， 以切实的整改成效让人民群众打收
条、让上级组织打收条、让基层干部打收条。

目前， 巡视反馈的51个问题已完成整改
43个，其他8个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仍需持续整
改， 正按计划抓紧推进； 省委巡视组移交的
381件信访件已办结380件， 办结率为99.7%；
开展了1项专项治理，发现问题76个，均已整
改到位，党纪政务处分60人；选人用人专项检
查反馈的49个问题已完成整改46个； 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专项检查反馈的21个问题已完
成整改19个； 建章立制68项， 建立起堵塞漏
洞、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促进整改成效落地
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群众和我们一条心”
———宁乡市推进巡视整改工作见闻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奉永成）今
天， 省市场监管局对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发
出告知书， 决定将湖南百事通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益阳分社等22户企业拟列入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此次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
企业，主要是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且届满3
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 省市场监管局根据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和《严重违法失
信企业名单管理暂行办法》 的相关规定将
其列入， 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向社会公示。被列入企业如要求陈述、申
辩的， 可在告知书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省
市场监管局提出。

今年， 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加强监管执
法，净化市场环境。今年5月份，省市场监管
局就根据法规将121户企业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名单。 企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
企业名单后， 除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其进行
重点监管外， 相关部门还将采取联合惩戒
措施，在市场准入、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
国有土地出让、 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依法
予以限制或禁入。

此次拟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
22户企业分别为：

湖南百事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益阳
分社

凤凰县民利水利水电工程队
汉寿君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衡阳市凯特派瑞林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贝茹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共富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国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湖南杰之衡广告有限公司
湖南金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优衡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尊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平江县百盛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深圳兴金都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分公司
湘潭县鑫盛选矿有限公司
益阳市康乐粮油加工贸易有限公司
岳阳惠义酒业有限公司
岳阳市三荷数字有线电视宽带网络

服务有限公司
岳阳双塘土石方有限公司
岳阳周瑜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大摩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长沙细如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泽金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22户企业拟列入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通讯员 常胜康
余波光 记者 左丹 ）今天，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传出喜讯，患罕见重症“视神经脊髓炎
谱系疾病”10年、 双目相继失明的20岁女
孩小易子， 由该院神经内科与长沙晟康血
液透析中心通力合作， 首次采用具有中国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康碧尔蛋白A免疫
吸附柱”高新医疗技术为其救治获得成功，
她右眼重见光明，并于日前康复出院。这标
志着我国在攻克世界医学难题———疑难
免疫性疾病如视神经性脊髓炎等危重疾
病的治疗，特别是在自主高新医疗技术的
研究开发和临床应用等方面，均取得了重
大突破。

家住长沙的女孩小易子，10年前患上
了一种神经免疫系统怪病，导致左眼失明，
跑遍全国许多大医院求医均未见转机。今
年5月底，小易子的右眼又出现了视力迅速
下降直至失明， 被送到湘雅医院神经内科
就诊。该科副主任、神经免疫学专家杨欢通
过仔细了解其既往的诊疗经过和检查结

果，确诊患的是“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
这次右眼失明是疾病又复发了。 由于这种
神经免疫性疾病会累及患者的神经系统包
括视神经、脊髓乃至大脑，如不及时恰当救
治，会造成严重的后遗症，很难医治，目前
的治愈率非常低。

为尽最大努力保住小易子右眼的视
力， 杨欢果断将其转院到位于湖南省交通
医院的长沙晟康血液透析中心， 釆用目前
处于国内外领先水平的高新医疗技术“康
碧尔蛋白A免疫吸附柱”为她医治。该中心
在多位专家指导下，科学应用“康碧尔蛋白
A免疫吸附柱”技术，对小易子开展吸附、
洗脱、平衡等5轮治疗，仅用18天时间，她的
右眼视力逐渐恢复，终于重见光明。

“康碧尔蛋白A免疫吸附柱”高新医疗
技术成果， 是湘籍留英归国医学专家陈校
园团队，经过10多年的艰苦攻关研制开发
成功的。在研发过程中，该成果的核心技术
已先后获得10多项“国家发明专利”，还被
国家科技部授予“创新医疗器械”称号。

我国攻坚世界医学难题获重大突破
采用新医术治疗“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

行走崖壁上
巡检保安全

7月3日， 慈利县红岩岭
户外拓展运动基地，工作人员
在检查爬山径道上的攀岩设
施。进入暑期以来，该基地加
大对钢索吊桥及崖壁爬山径
道上的铁扶手横梯、 固定缆
索、岩石塞、踏脚垫等各类设
施的安全检查和维护力度，建
立健全应急预案，确保高危旅
游项目设施安全。

吴勇兵 摄

荨荨（上接1版①）
“由于几天没有吃东西，一些红军战士饿

倒在地。村里德高望重的胡四德见状，当晚就
招徕族人商讨如何帮助红军筹粮。”官亨村党
支部书记胡炳灯打小就听老辈人讲过这个故
事，“在胡四德的带领下， 各家各户自发带着
粮食家禽纷纷赶来，全村一下子筹集了105担
稻谷、3头生猪、12只鸡，交到红军司务长叶祖
令的手中。这在当时，相当于全村半年的口粮
了。”

“正当红军在延寿休整之际，敌人追了上
来，三面夹击红军。”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主
任傅选林介绍说，瑶民们自告奋勇，主动给红
军带路，做担架抬伤兵、治疗伤员，在村宗祠、
凉亭生火取暖做饭。在瑶民的帮助下，红军血
战3天3夜后取得胜利，得以顺利通过延寿。

红军撤出向西转移时， 叶祖令在村宗祠
旁找到胡四德， 恭敬地行了个军礼：“现在红
军筹款非常困难， 一时拿不出钱还清您的损
失， 报答您的大恩大德。 我们实在欠您太多
了！”他解开上衣军扣，从左胸褡布里拿出土
纸，在祠堂桌子上蘸笔写了一张借据，并盖上
印章，然后郑重交给胡四德，承诺革命胜利后
一定兑现。

红军转移后， 胡四德赶紧偷偷将借据藏
了起来，一直到去世，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
直到1996年暮春， 当胡家后人胡运海在老屋
里敲掉老灶砌新灶时， 突然发现老灶台的内
壁有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打开之后，红军借
据终于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当时， 一个香港收藏商得知后要高价购
买，但胡运海谢绝了。他将此事层层上报，想

要找到当时写借据的叶祖令。然而，令人悲伤
的是， 时年28岁的叶祖令早已在长征中英勇
牺牲。

1997年5月17日， 当地政府按照现价折
款，向胡运海兑现1.5万元，兑现了叶祖令的承
诺。随后，胡运海将其中1万余元捐献给村里
的学校。

如今，这张借据的复印件，存放在汝城县
文明瑶族乡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
列馆。每当人们走过，讲解员都会详细讲述借
据背后这段感人的历史， 传递延寿瑶民与红
军的珍贵情谊。

【采访手记】

一分承诺，十分兑现
张斌

再次来到官亨村，多年前采访的一幕幕，
再次回放在眼前，至今仍让我动容。

一张红军借据，被瑶民悄悄珍藏数十年。
如果不热爱红军，借据或许早已消失不见；如
果不是被人挖出，故事或许永远都只是秘密。
虽然主人公都已不在， 但一个承诺的最终兑
现，演绎的是一段诚信传奇。

贫苦群众勒紧裤带筹集粮食， 党委政府
信守承诺兑现借据。这故事弥足珍贵，尽管岁
月久远，却历久弥新，闪耀着精神的光辉，体
现的是党和人民的珍贵情谊。它告诉我们，一
分承诺，十分兑现，哪怕承诺再小，认真兑现
方显诚信本色。

“一张借据，凝聚着瑶族同胞对共产党的
信赖和浓浓的军民鱼水情。”在“半条被子”故
事所在地的沙洲村专题陈列馆， 从讲解员朱
淑华的讲解词里，我听懂了这故事的真谛。无
论是“半条被子”、还是“一张借据”，都蕴含了
共产党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
共的高尚精神， 永远镌刻在人们心中的精神
高地。

一诺千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艰难 ，尤
其在当今，信守承诺的精神尤显珍贵。85年过
去，当我们今天回首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时，
油然而生一种无限的感慨： 要让群众把你记
在心里，不需要多么宏大的誓言，不需要多么
惊天动地的举动，关心群众生活中的冷暖，解
决好群众最关心的问题， 兑现好服务群众的
承诺，才是收获民心、夯实基础的基石。

红军借据

荨荨（上接1版②）
目前， 湖南省已完成省级实施方案编

制工作， 并要求各地建立废弃露天矿山生
态修复台账表，制定本地区实施细则，在今
年7月底前完成审查并报省级备案。

通知要求，各地区需按照生态优先、保
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基本原则，因地制
宜、一矿一策、分类推进制定修复方案。对
于可自然恢复的，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
复为辅； 对于需采取工程修复的， 宜建则

建、宜田则田、宜林则林、宜水则水。针对图
斑相对集中、问题类型相似的，划成较大的
修复区块进行修复。

通知明确， 各地成立以各级政府分
管领导为第一责任人、 相关部门分管领
导为共同责任人的专门班子， 修复工作
要明确分工，抓好责任落实。实行“月督
导、季调度、年考核”的考评机制和监管
体系， 各地每季度提交矿山生态修复进
展情况数据。

6月27日，汝城县档案馆珍藏的《红军
借据》。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