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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欧阳桥喜） 大型滚装船稳稳停靠
在客滚码头进行卸载作业，各型品牌车辆
通过引桥从船上驶出……连日来，岳阳城
陵矶港仿佛在办车展。城陵矶港务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尹显东介绍，在滚装业务市
场普遍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城陵矶港迎来
了爆发式增长,7月份，城陵矶港商品车吞
吐量达10543辆，首次突破1万辆，较历史
最高月吞吐量3088辆纪录，增长341.4%。

城陵矶港倚长江锁洞庭，水陆交通便
利。 商品车滚装，是以汽车滚装运输为依
托和主体，向陆路运输、港口装卸、仓储配
送等环节延伸服务的水陆一体整车物流
服务方式。2016年底，城陵矶港发挥自身地
理区位优势， 从零基础起步发展滚装业务，
努力打造湖南在长江沿线滚装产业的优质
服务平台，积极主动对接上海安盛、重庆民
生、华阳嘉川、招商局长航等船务公司，联合
发展滚装业务。 目前，已成功开发湖南至上

海、南京、重庆的双向商品车滚装物流线路，
运输的商品车拥有上汽大众、通用、三菱、马
自达、吉利等17个品牌，上海湖南对流线路
的商品车吞吐量由过去月均2000台左右增
至现在10000余台。

为打造优质的服务品牌，城陵矶港成
立滚装码头公司，规范码头场地、物流标
准，优化船舶到港、公路集港、装船发运、
板车发运的精品路线， 先后20余次组织
对质检、司驾人员进行标准化培训。 同时,

进行环保提质项目建设，规划新建生态停
车场，提升港口滚装车作业能力；还将规
划建设标准化滚装码头场地，开拓滚装业
务水水联运中转方式，深挖商品车出库拣
配、售前授权服务方面的增值空间。 上汽
的各品牌车辆主要产地在华东地区，每年
湖南区域商品车需求量在30万辆以上。
两年来， 该港派人多次赴上海同客户洽
谈，上海安盛船务最终同意将原来所有公
路物流改走城陵矶港水陆联运。

� � �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
员 李莉滨）“因房屋漏水引发矛盾纠纷，请
速派人处理。”8月8日，张家界市永定区西溪
坪街道覃家岗社区第一网格网格员覃美娟,
在网格通手机平台上传了一条信息；几乎同
时， 这条信息就出现在该区综治中心大屏
上,2分钟后，相关单位便接到现场处置的指
令。这是永定区全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体
系所带来的显著成效。

今年来，永定区加强大数据运用，汇集
综治视联网、995+户联防平台、 广电村村

响、人口计生等部门的多路资源，着力升级
综治中心建设，实现情报归集、研判预警、指
挥调度、 应急处突的智能化和一体化运行。
同时，该区还利用物联网防控“两车”（电动
车、 摩托车）2万余台， 共享雪亮工程探头
4000余个，更全面、及时地掌握本地区人、
地、物、事和组织等基础信息数据。

在乡镇（街道）、村（社区）综治中心，
永定区集中组织人员办公，建立实体化工
作平台，有效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并进一步
向网格、家庭延伸，及时受理群众有关社

会治安、矛盾纠纷方面的求助、投诉，实行
归口管理，形成任务分流、工作跟踪、检查
指导、结果反馈等工作闭环，努力使综治
中心成为维护社会平安稳定的坚强堡垒。

同时，该区进一步建立健全网格化管
理配套制度，全面普及村居（社区）网格化
系统、网格通App，组织网格员开展信
息采集、矛盾化解、隐患巡查等任务，实
现网格化管理信息全采集、 资源全整
合、标准全统一、成效全检验，实现发
现、处置、评价等环节在网格中闭环进

行，使网格办小事、报大事与部门办实事、
解难事成为常态。 今年以来，网格化系统
共计上报居民服务信息32459条、事件信
息2645件，分门别类处理网格工作，分流
成功处理率达96%，实现了零距离服务群
众、零距离解决诉求、零距离化解矛盾。

常德加快推进交通建设
公路水路建设完成投资总额居全省第一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王明
志)记者今天从常德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今年1至7月，该
市完成交通建设投资56.2亿元，为全年计划的70.3%，其
中公路水路建设完成投资总额居全省第一。

今年来，常德市交通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安慈高速
累计完成投资10.45亿元，官新高速有望10月动工建设，
宜张高速各项前期工作正在进行。 同时，安乡长岭大桥、
津市澧水二桥、石门杨岭岗澧水大桥等项目主体工程已
完工。 沅澧干线2号大道、4号大道河洑镇互通至桃源县
火车站段、5号大道西洞庭管理区段工程进展迅速。 新改
建干线公路中，301省道石门壶瓶山至大金竹段、305省
道石门彭家堰至岗市段、313省道鼎城双桥坪至蔡家岗
段、106省道桃源杨家台至火车站段建设顺利推进。

今年1至7月， 常德市窄路加宽工程累计建设395公
里， 完成投资1.13亿元； 自然村通水泥路完成建设
1564.67公里，完成投资6.38亿元；130座危桥改造已完工
9座，在建4座，完成施工设计66座。

永州又一座跨湘江大桥合龙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吴林）

8月11日21时16分， 永州市又一座跨湘江大桥———永州
城南大桥，顺利合龙。

城南大桥是永州市第一座大型斜拉桥， 是横跨湘江连
通冷水滩区与永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交通要道。 主桥结
构为三塔单索面矮塔斜拉桥，主桥长380米，桥宽34米，主塔
高21米，设计时速50公里，总投资约3亿元。

城南大桥2016年9月开工建设。建设过程中历经2次
洪水冲击，特别是2017年7月百年一遇的洪水，冲毁了刚
刚建好的施工用钢栈桥。 洪灾过后，参建各方联系船只
打捞沉入江中的材料， 加紧调配恢复钢栈桥所需材料，
仅2个月后，修复了钢栈桥。 2018年12月，大桥建设进入
最后冲刺阶段，历时8个月，终于迎来合龙。

城南大桥建成后，将极大缓解永州市东西向过江交
通压力，带动永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冷水滩区经济发
展，成为永州市的地标性建筑。

巴陵石化首创
环保型环氧氯丙烷工艺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彭展 张
君花）今天，巴陵石化对外宣布，该公司环保型环氧氯丙
烷合成新工艺研究项目评议暨5万吨/年环保型环氧氯
丙烷工艺，经中石化科技部审查，认定该技术属国际首
创的绿色化工技术。

从2003年开始，巴陵石化与中国石油化工科学研究
院联合开展项目攻关，历时16年从催化剂、小试工艺开
发到模试装置建成开车，完成了固定床反应、分离、产物
的精馏分离、催化剂寿命考察和催化剂在线再生等工艺
研究，打通了全流程，开发了全新的环氧氯丙烷绿色清
洁生产工艺，并首次开发了5万吨/年工艺包。

全新的环氧氯丙烷绿色清洁生产工艺与传统氯醇
法环氧氯丙烷生产工艺相比，物料消耗低；“三废”排放
大幅降低，其中废水减排率超过90%；生产的环氧氯丙烷
产品达到国标优级品标准， 完全满足环氧树脂生产要
求。 项目开发过程中申请中国发明专利33件，其中25件
获得授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常德170万元奖励技能人才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曹明 宋建

军）近日，常德召开2019年全市高技能人才工作暨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专题动员大会。会上，该市79名技能人才、10家技能
大师工作室所在企业受到表彰，共获奖金170万元。

这次获奖者包括2018年度“常德杰出工匠”“常德工匠”
和“金蓝领”人才，以及常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 他们
都是经过层层推荐、 专家评审， 并依照相关程序评选产生
的。 其中，被评为“全国技术能手”的常德金鹏印务有限公司
维修电工高级技师詹德清、 常德烟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加
工中心操作工高级技师杨志， 分别获得3万元一次性奖励；
在第八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上分获一、 二等奖的常德技师
学院机械系学生陈涛、 常德烟草机械有限公司精工车间职
工王永幸，每人获得2万元奖金。

近年来，为加快高技能人才培养，常德市全面实施
“常德工匠”和“金蓝领”人才工程，加大培育力度，并设
立奖励基金，营造崇尚技能、尊重劳动的浓厚氛围。

变办公室坐访
为主动下访
北湖纪检监察信访举报量

减少五成多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刘训忠 李雅娟）8月7日，郴州市北湖
区纪委监委信访室负责人介绍， 通过重拳
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群众获得感在
提升，各种重复访、越级访等在下降；今年
上半年， 该区共受理纪检监察信访举报51
件，同比减少53.6%。

今年来，为压实基层信访工作，北湖区
纪委监委创新工作方法， 变办公室坐访为
主动下访，开展“信访宣传季”活动，举办信
访举报宣传活动14场。同时，成立信访举报

“微宣讲小分队”， 向基层群众做好信访举
报知识宣传， 广泛收集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四风”问题和腐败问题线索，受理信访举
报问题8个，现场解决问题7个。特别是对一
些长期缠访户、闹访户等重点对象，工作人
员主动上门，有针对性地进行一对一宣传。
对重复访、越级访和疑难访，集中时间、集
中力量进行处置，实行销号式管理。全区29
件重复访（或越级访）问题，目前已成功化
解23件。

另外， 该区还建立信访举报办理情况
内部反馈机制，通过电话催办、实地督办等
方式，跟踪信访件办理进度，做到受理、处
置、办结“一账清”。 今年来，该区已催办督
办信访件办理230多次，重点督办中央和省
纪委监委下转件40余次，化解积案6件。

“果秀”走进中石油
2万余家销售网点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 （记者 严万达）
8月9日至11日， 在中石油湖南销售公司帮
助下， 湖南果秀食品有限公司参加在新疆
乌鲁木齐举行的中国石油消费扶贫对接会
暨2019昆仑好客商洽会， 顺利将果秀产
品推向中石油全国2万余家销售网点。

今年以来， 因国际市场变动， 国家农
业产业化外贸出口龙头企业湖南果秀食品
有限公司遭遇严冬。 企业积极应对， 通过
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 拓展国内市场。 同
时， 永州市委、 市政府出面协调， 永州市
商务局与中石油永州分公司全程跟踪服
务， 中石油湖南销售公司于1月25日开展

“中油助农·换购有礼” 主题扶贫项目， 果
秀产品由此进入中石油湖南销售公司昆仑
好客便利系统600余家门店进行促销。 据
统计， 今年上半年， 果秀产品在中石油湖
南销售公司的销售额达到1000余万元。

近年来， 湖南果秀食品有限公司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开展产业精准扶贫，
紧紧围绕果蔬产业化经营做文章， 实现民
企双赢。 该公司在永州通过土地流转建设
果蔬基地， 累计带动约2万户农民种植柑
橘等水果。

� � �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记者 王文）
每月第一周的第一天，是浏阳市的主题
党日活动。8月5日的“垃圾分类，美化生
活”主题党日活动，浏阳市2400余个支
部、6万余名党员齐出动，走访群众14万
户，发放宣传资料28万余份，在全市掀
起一股垃圾分类的热潮。

浏阳市淮川街道新北社区鸿宇公

馆有3栋住宅楼507户居民，今年5月小
区开展垃圾分类试点，成立了在职党员
垃圾分类志愿队，志愿者们带着垃圾桶
和宣传海报上门为居民传授垃圾分类
知识。 小区还创立积分兑礼品活动，居
民可以凭所投放的可回收垃圾换取积
分兑换洗衣液、香皂等生活用品。 开展
垃圾分类试点以来，小区清运垃圾桶数

从试点前的405桶降至试点后的258
桶，减少36.3%。

目前， 浏阳市已创建3个长沙市
垃圾分类示范镇、161个长沙市垃圾
分类示范村 、20个垃圾分类试点小
区，斩获中国生态魅力城市、全国十
佳生态文明城市、全国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示范县等国字号荣誉。 2019
年， 浏阳市将全面建成垃圾分类体
系 ， 实现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减量
30％，城区减量15％。

7月吞吐量突破万辆，较历史最高纪录增长341.4%

发挥大数据优势 零距离服务群众

张勇 亚平

“他的胃动脉多处大出血，脉管的
血都是往外喷的！难怪第一次手术打15
个钛夹都没止住。 ”8月10日，完成第二
次手术，岳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生
蔡学宏拿着视频对ICU病房外焦急等
候消息的李伟军家人和同事们说，“幸
亏这45个小时里有大家的齐心帮忙！ ”

胃部大出血，40多岁的李伟军经历
了一次生死考验。为了挽救他的生命，长
岭炼化100余名在岗和离退休人员为他
无偿献血，进行了一次生命接力。

李伟军是长岭炼化储运部装油车
间的一名班长。 8月9日2时许起， 他在
家“上吐下泻”都有血，且感觉全身无
力，家人马上将他送至长炼医院。当天，
因病情严重转院至岳阳市第一人民医
院。

情况紧急，医院立即开通救治绿色

通道。 经过多方指标检测和观察，医院
快速制定微创、开腔手术、切除3个治疗
方案。可是，在第一方案实施完毕，给李
伟军胃出血部位打上15个钛夹，凝血指
标等仍然非常不理想，病情没有丝毫好
转，3000毫升输血，也直接从肠胃里呕
吐了出来。

可这时， 医院血库告急： 仅存3袋
血，总量只有600毫升，几乎无法进行
第二次手术。此时的李伟军已处于失血
过多休克状态。

“他身材瘦瘦的，干起活来却很拼，
平时我们就很担心他的身体。 ”储运部
装油车间主任李伟说，公司每天油品出
厂量约有20000吨，班组的工作非常辛
苦，这次一定得想办法凑齐医治李伟军
的血。

装油车间火速将缺血信息向上级
汇报。一时间，此信息在长炼工会、储运
部、 兴长集团等各大单位10多个微信

工作群同时发布， 呼吁大家爱心献血，
挽救这位兄弟。

“把献血位置的定位发到我们群
里，我们马上就到”“我们这里符合血型
的已有10多个人了” …… 一时间，岳
阳城区各长炼小区，40公里外的长炼
厂区，炼油一部、炼油二部、兴长集团、
通达公司等单位员工， 部分离退休老
人，纷纷与装油车间员工及李伟军家人
取得联系，打车赶往医院献血。

一位老太太没有微信，只是在小区
听说此事，问清楚情况便来到了献血现
场。 工作人员问她姓名时， 她回答说：
“千万别声张， 要是被家里人知道了会
说我的。我虽然退休了，但我是长炼人，
公司有需要用得上我就得来！ ”

得知长炼人踊跃献血，医院快速组
织优秀专家团队， 连夜启动“开腔手
术”。 完成前期、消炎、麻醉等10多项准
备后，手术顺利进行。 8月10日23时许，
一次找到出血的多个位置。

目前，李伟军已脱离生命危险。 蔡
学宏说：“如此严重的情况， 很少见，要
是没有各方接力献血堵住‘血喷’，稍微
拖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

百余长炼人，热血救同事———

45小时的生命接力

浏阳掀起垃圾分类热潮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105787
1 1215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97
728
6079

7
19
163

1603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2044
67762

321
1793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8月12日 第2019093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5 2607 13 14 18 20 21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8月 12日

第 2019217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512 1040 15724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3107 173 537511

3 16

汽车滚装业务“井喷”城陵矶港

社会治理实现“信息化”永定区

8月12日， 张家界市旅游协会导游分会和景区分会在武陵源区联合开展关爱导游员送清凉慰问
活动， 给1500余名带团导游发放装有凉茶、 毛巾、 清凉油、 扇子等物品的“清凉礼包”， 感谢他们
在高温酷暑下为游客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张洪涛 摄影报道送清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