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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徐衍

7月4日一大早， 永州市中心医
院南院放射科副主任医师蒋宏坤，
来到医院上班， 同事们热情地向他
打招呼。

作为中国（湖南）第16批援津巴
布韦医疗队专家，蒋宏坤去年6月去
津巴布韦开始为期一年的援外工
作。 一年过去，7月1日，蒋宏坤圆满
完成了祖国交给的任务。 7月2日，他
从津巴布韦共和国首都哈拉雷市启
程，经过44小时长途跋涉，于3日下
午回到家里。

“一年时光很短暂，却让我永生
难忘！ ”说起一年的援外经历，蒋宏
坤如是说。

去年1月，通过层层选拔，蒋宏
坤成为中国（湖南）第16批援津巴布
韦医疗队专家。 6月20日，蒋宏坤一
行抵达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市。

哈拉雷市地处海拔1300多米的
高原，长年干旱少雨，气候干燥，常
常几天都不能洗澡。 还经常停电、断
互联网信号，手机上的微信留言，往

往两三天后才能看到。
一开始， 蒋宏坤生活上很不习

惯，但当地群众很友好，主动带他们
办理驾照、电话卡、银行卡等。 让蒋
宏坤感动的是， 路遇不认识的当地
人，他们都远远地主动打招呼，这是
中津深厚友谊的体现。

有一次， 哈拉雷中心医院的医
务人员， 带着胶片来到帕瑞仁雅塔
瓦医院，请中国专家会诊。 这名患者
名叫马武兰纳·厄玛纽尔，是位28岁
小伙子。

蒋宏坤通过CT发现患者左侧
额叶脑白质密度增高， 可见迂曲似
血管状高密度影。 哈拉雷中心医院
的专家们认为是脑血管瘤病变。 蒋
宏坤认为病人年轻，最近3天才出现
癫痫症状，考虑感染性病变（病毒性
脑炎）可能性大。 两周后病人再次复
查，病灶果然全部消失。

今年5月，50岁的患者姆仁杰古
瓦·布莱特莫，CT扫描显示其颅内
颅外及眼眶内可见发占位性病灶。
蒋宏坤等中国专家考虑多发脑脓
肿，建议被采纳，一周后复查，病灶
较前明显好转。

蒋宏坤等还经常为其他医院提
供技术指导和义务出诊， 并主动为
当地群众义诊和开展卫生知识宣
传。 去年9月， 当地爆发霍乱疫情，
蒋宏坤等主动走上街头， 宣传预防
霍乱的知识， 捐赠和发放救助物
资。 他们还经常驱车7个多小时，
深入津巴布韦西北部为当地群众义
务体检。

今年1月19日凌晨1时， 蒋宏坤
等接到哈拉雷一家私立医院的救助
电话，他们立即赶过去支援，给受伤
的群众做完CT检查及手术，已经是
清晨5时了。

尽管工作很忙，但工作之余，蒋
宏坤等利用中秋节、 春节等中国传
统节日，前后6次去位于哈拉雷市东
郊的华商会爱心妈妈孤儿院看望孩
子们，送去月饼和祝福，让孩子们感
受博大的中华文化。

今年6月2日， 当地华人为来自
津巴布韦11所孤儿院的400名孤儿
举行手拉手派对活动， 蒋宏坤等人
与孤儿们一起跳舞、交流，在孩子们
心中搭起中津友谊的“爱心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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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7月5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谭诗华 唐志卓） 安仁县坚持
减税降费、收入稳增长“两不误”，在
抓好减税降费政策落实的同时，确
保财政收入平稳增长。 今年上半年，
该县共计减税降费2800多万元；与
此同时，全力抓发展促财税增收，目
前已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3680
万元，占年度预算51.75%，同比增长
4.95%，税收占比达79.91%。

今年初以来，该县围绕“宣传到
位，应享尽享，开源节流，促进发展”
工作主线，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不断简化办税流程， 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激发实体经济活力。 县税务、

园区、发改等部门，联合开展“创响
三湘，减税降费进园区”活动，向园
区企业宣传解读减税降费政策，开
展涉税业务培训。 同时，把减税降费
专项监督检查作为财政监督检查的
一项常规动作， 对工作落实不力的
单位和个人， 提交有关部门予以问
责。 位于安仁工业园的锦富科技公
司负责人介绍， 在减税降费政策助
推下， 该公司上半年纳税负担同比
减少近2成，实现了净利润的稳步增
长，为企业进一步开拓市场、技术创
新提供了后劲。

在减税降费的同时， 该县全力
以赴抓经济发展， 不断开拓新的财

源。 如通过大力招商引资、培育园区
经济、狠抓项目建设等培植财源；特
别是开展落地项目（企业）服务年活
动，助力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
效。 安仁还通过加大资金盘活力度、
抓好国有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等措
施，拓宽收入渠道；并以严格“五控”
（以票据控管税收、 以拨款控管税
收、以办证控管税收、以综合信息平
台控管税收、以依法治税控管税收）
机制抓收入，强化收入征管，使财政
收入“颗粒归仓”，应收尽收。 据了
解，今年来，该县已收回并盘活存量
资金2123万元，盘活100多亩出让土
地，也为减税降费补欠提供了财源。

� � � �湖南日报7月5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汤惠芳 杨圣章）6月28日，中
方县牌楼小学二年级2班学生通过“网
络联校”，与怀化城区宏宇小学进行同
步上课。“电视里的老师教我们玩数字
游戏、唱填字歌，还能与我们对话，蛮
有味！ ”学生米金虎对记者说。

近年来， 中方县探索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融合发展， 积极推进教
育资源平台建设， 使城乡学生能在
同一时间上同一节课， 实现优质教
育资源共享，逐步形成了“网络联
校+智慧教育”办学模式。

一块电子白板、一台投影仪、一

套音响、 一套终端接收系统……这
是中方县蒿吉平民族学校“网络联
校”的基本配置。 该校地处中方县最
偏远的蒿吉平瑶族乡，今年4月正式
开通了“网络联校”，实现与城里学
校同步授课。“‘网络联校’解决了我
们学校师资不足的难题。 山里娃与
城里学生‘一起上课’，实现了优质
教育资源共享。 ”蒿吉平民族学校老
师杨琳说。

中方县紧盯乡村学校师资缺乏
这个薄弱点，从2016年起，下功夫先
后在城区县一中、中方小学等5所学
校建成5间高标准录播教室，同时为

11所乡村学校安装了“网络联校”接
收设备。 还在现有“网络联校”硬件
基础上，拓展线上课源，让部分乡村
学校分别与怀化市锦溪小学、 宏宇
小学、 怀铁一中等名优学校实现同
步授课。

为了让“网络联校”发挥最大成
效， 中方县还在乡镇中心学校以上
学校积极推进“智慧教育”建设，建
成了集教学监控系统、 安全监控系
统、办公自动化系统等8大教育应用
平台于一体的“智慧教育云平台”，
使数字化、 智能化教育手段在乡村
学校得到应用。

减税降费和收入稳增长“两不误”
上半年减税降费2800多万元

安仁县

让山里娃与城市孩子“一起上课”
“网络联校”开启“智慧教育”

中方县

长沙县：
拿地即可动工

湖南日报7月5日讯（通讯员 刘丹青 记者 李治）记者
今天从长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从7月起,长沙县施
行《加快长沙县工程建设项目开工开建的改革方案(试行)》
(以下简称《方案》)，进一步为工程建设项目开工开建明确
流程、优化程序。 企业可做到拿地即动工。

《方案》围绕企业关注度高的施工许可证核发，进一步
为工程建设项目开工开建明确流程、优化程序，长沙县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均可分阶段办理手续、 拿地即可
动工、循序渐进施工，着力破解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多、耗时
长、落地难等“痛点堵点”问题。

《方案》明确，建设单位取得土地成交确认书（划拨决定
书）时，会一并收到项目落地服务手册、工程报建一次性告
知书和建设单位开工承诺书。 建设单位向属地镇、街道（园
区）备案后，即可实施项目周边地下管网检查、三通一平、临
时设施和围挡施工等开工准备。

此次改革适用的建设项目不仅限于工业建设项目，而
是县内所有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按照改革方
案，市民期盼的便利路段的品牌楼盘，开工开建速度也将加
快， 居民也能更快享受到长沙县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的成
果。 ”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君山区民政局为党员送

“政治生日贺卡”
湖南日报7月5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熊兵）今天，在岳阳市君山区民政局举办的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党员座谈会上， 局机关
党支部为7月过生日的4名党员送上“政治生日
贺卡”，掀起了该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的高潮。

今年来，君山区民政局围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了党课学习、重温誓言、
表彰先进等系列活动。此次为党员送“政治生日
贺卡”是主题教育活动中的又一创新，贺卡上除
生日祝福语外，还印有增强党员意识、激励党员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寄语， 给党员干部提出要
求与希望。该局党员殷志平表示，主题教育活动
形式新颖、深入人心，激发了党员们“民政为民、
民政爱民”的热情。

帮好项目觅“金主”
“创新岳麓 科创企业路演季”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7月5日讯（记者 郑旋 通讯员 张盼）今天下
午， 由长沙市大科城推进委员会主办、 岳麓区政府承办的
2019年“创新岳麓 科创企业路演季”活动在中南大学科技
园研发总部拉开序幕。此次路演季将围绕科技创新、文化创
意、网络信息三大主题，在7月至9月间连续开展12期路演
活动，帮助企业对接融资渠道，解决融资难题。

“我们是一家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式，专
门为大型批发商城提供支付、物流、管理、金融等服务的科
技型企业，拟融资1000万元，出让5%股权，用于技术研发
及运营。 ”在首场路演活动中，湖南淼峰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就商业模式、资本情况、融资需求与计划、发展愿景等进
行详细演讲，受到北京银行长沙分行、三湘银行等多家金融
机构和投资人关注。

“当前，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产业导入已进入集中发力
期，创新创业的市场主体大量汇聚大科城。 ”岳麓区金融事务
中心主任罗纯介绍，“创新岳麓 科创企业路演季”活动以针对
性、实效性、精准化为出发点，每次组织2至4家企业进行路演
展示，旨在促成资本和项目的多种合作模式，助力大科城实现

“招商一批、入库一批、培育一批、助力一批”优质企业。

宁乡退伍军人
勇救落水老人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曼斯 实习记者 林晨

7月4日，宁乡市菁华铺乡嶂山村。 73岁的
谢亮财从屋里将小心包好的锦旗拿出来， 亲手
赠给救命恩人戴巍嵬：“不是他，我命就没了。 ”

惊险一幕发生在6月23日，雨后初晴，小路
泥泞湿滑，河塘水位渐高。 这天下午，谢亮财酒
兴颇高，半斤白酒下肚，仍觉意犹未尽。 他想着
前几日在河塘里放了地笼， 寻思着捞点嫩鱼仔
做下酒菜。

“啊耶！ ”走到塘边，谢亮财突然酒劲上头，
脑袋一懵，一个趔趄滑进了水里。

“我看着他一个人往塘里走，又突然一声叫
唤，马上想到是出事了。”危急时刻，戴巍嵬正在
河塘对面的朋友家吃饭。2年的部队经历让他对
危险信号相当敏锐。视频监控里，戴巍嵬飞奔而
去，跳水救人。 这时，河塘旁的住户王顺群从外
散步回来，急忙跑回家搬来梯子，在众人的搀扶
和帮助下，2人终于脱险上岸。

戴巍嵬回忆，被救后，谢亮财老人就瘫坐在
河塘一旁的草地，久久没回过神来。

“我们当过兵的， 救人是本能， 这不算什
么。 ”原来，戴巍嵬从2015年开始加入宁乡退伍
军人应急救援志愿突击队。 他和队友常年参与
志愿救援，不单有着满腔热血，还是救援方面的
一把“里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
古丈举行系列主题活动

湖南日报7月5日讯 （通讯员 龙成）6月28
日，古丈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系列活
动启动。 活动以“守初心·担使命”为主题，结合
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
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守初心、担使命”。

启动活动共分12个章节：看一部短片《从
黄土地走来的人民领袖》、讲一个故事《习近平
与一个普通农民的情缘》、诵一段经典《习近平
所作<念奴娇·追忆焦裕禄>》、上一堂微课《思
想在黄土地上萌芽》、演一部情景剧《七年知青
岁月》、跳一段手语舞《习主席寄语·堂堂正正一
辈子》、赠一本图书《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谈一次体会、道一番点评、赞一批先进、作一次
重要讲话、唱一首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活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
对传统文化经典的继承和弘扬，又有对新时代、
新思想、新征程的歌颂和赞美。

保安、消防联手
高空救女童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杨艳朋 杨沅沅

“高楼外墙有一名小孩！”7月5日上午9时47
分， 永州市冷水滩区名门世家小区居民吕宏军
等人发现， 一幢高层住宅12楼与13楼飘窗之间
高不足40厘米的地方，蜷缩着一名小女孩，四周
没有任何防护设施。

得知消息， 小区几名保安立即赶到事发高
层住宅的12楼，让该住户打开窗户。保安黄占清
踩在窗台上，让同事抱着自己的双腿和腰，自己
大半个身子伸出窗外，向上举着双手，拦在小女
孩面前作保护，并不停地劝慰她不要乱动。黄占
清和同事们的举动，为救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永州市冷水滩区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立
即派员赶到现场。现场指挥员迅速立即安排救援
人员剪开13楼的隐形防盗网，一名救援人员绑着
安全绳，下降到13楼与12楼之间展开救援。

当救援人员到达13楼与12楼时， 小女孩因
为恐吓，已经不敢动了。救援人员伸开双手抱住
小女孩，在同事们的拉动下，把她救上13楼。

原来小女孩不到4岁，当天上午，小女孩的
母亲见她还在睡觉，便到附近的菜市场买菜。小
女孩醒后见家里没人， 一时心急把窗户当成了
房门。加之隐形防盗网年久松动，小女孩顺着防
盗网慢慢下坠，情急中，小女孩抓住隐形防盗网
的网丝，落在12楼与13楼飘窗之间的空间里。

芙蓉区给违规操办
“谢师宴”打预防针
湖南日报7月5日讯（邢骁 杨宏）“倡议摒弃陈规陋习，树立文

明形象，不举办、不参加‘谢师宴’‘升学宴’……”连日来，一份由
长沙市芙蓉区教育局发出的倡议书迅速在该区师生朋友圈刷屏。

“这份倡议书来得太及时了！ ”湘一芙蓉中学高三年级
老师彭闰年看到后立即转发到朋友圈。“我们带头拒绝‘升
学宴’‘谢师宴’更有底气、更有方法了。 ”

高考、中考招录工作即将陆续开始，为防止违规操办“升
学宴”“谢师宴”滋生隐形“四风”问题，该区纪委监委早行动、
早预防，提前打预防针。 向全区1100余名领导干部发送廉洁
短信，重申纪律规矩，提醒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践行廉洁自律
各项规定，坚决对“升学宴”“谢师宴”说不。

据介绍， 下一步， 该区各纪检监察组织将通过明察暗
访、随机抽查等方式，深入各大酒店餐馆，加大对操办和参
加“升学宴”“谢师宴”的监督力度。

蒋宏坤：援非岁月难忘怀

早熟葡萄俏销
7月5日，蓝山县塔峰镇花果村，果农对早熟葡萄进行挑选、装箱。 近年来，该县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发展早

熟优质葡萄，并推广小棚避雨栽培、套袋防虫、增施有机肥等种植管理技术，全县种植早熟优质葡萄1万多亩，年产葡萄
1.5万吨，畅销粤港澳大湾区。 杨雄春 欧昌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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