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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8月21日讯（记者 周月桂 实
习生 张移珍）邵阳县与到家集团合作，打造

“邵阳月嫂”地理标识服务品牌，开启家政扶
贫新模式。湖南省“百城万村”家政扶贫邵阳
县对接会今天举行。会上，邵阳县政府与到
家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共同探讨
“互联网+家政”业态融合发展。

到家集团CEO陈小华表示，邵阳市人力
资源丰富， 目前已有近6000名家政人员与

到家集团签约，主要来自邵阳县、洞口县、隆
回县、新邵县等地，其中邵阳县有近千人。到
家集团和当地政府将积极引导， 加快形成
“邵阳月嫂”地理标识服务品牌。计划在邵阳
县首批培训500名月嫂，未来，通过示范带动
逐步打造“月嫂小镇”，将优质的家政服务推
向湖南乃至全国。

第一期“邵阳月嫂”培训班于今日开班，
共有60名学员。到家集团将提供为期16天的

免费培训， 并安排就业。41岁的李佳是第一
期“邵阳月嫂”培训班学员，经镇妇联介绍参
加了“邵阳月嫂”培训班。李佳表示，希望通
过培训提升职业技能，改善家庭经济状况。

据了解，“百城万村” 项目是由商务部和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实施的， 旨在带动更
多社会力量参与扶贫，达到“一人上岗，全家
脱贫”的家政精准扶贫目标。2017年，湖南等7
个家政服务资源丰富省份被纳入首批试点。

� � � �湖南日报8月21日讯 (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谢培菁)8月20日，粤港澳大湾区衡
阳科技产业试验区在衡山科学城签约，这
是深圳科技园衡阳产业新城启动区合作落
地的首个项目。

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达170亿元，计
划用地约3平方公里，由深圳科技园与深圳
优越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多丽电子商

务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等共同建设。该
试验区包含衡山科学城内区域高端设备产
业园和南湖公园南片区汉能科技园2个项
目，拟统筹高端装备、精密制造等领域，建设
产业转移承接基地的产业配套体系。

下一阶段，双方将加快启动后续工作，
强化要素保障，推动合作对接，将项目打造
成衡阳经济新的增长极。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黄晶 聂钊

“请大家依次排队， 有序上车……”
8月20日上午9时许， 骄阳“烤” 验下的
张家界市武陵源核心景区十里画廊站内，
已连续半个多月无休的调度员印政一边擦
拭脸上的汗水， 一边耐心引导游客上下
车， 指挥环保车辆入站停放。

自8月以来， 张家界持续高温， 游客
人数连创新高， 武陵源核心景区日均进山
人数超过4万。 在景区， 环保客运一共有
21个站点。 印政所在的十里画廊站作为游
客进出景区的最大中转站， 每天运送的游

客占进山人数的60%以上。
一顶卡其色的“草帽”、 一支口哨，

是每个调度员的“标配”； 一副太阳墨镜、
一双冰袖， 是每个驾驶员的“标配”。 每
年七八月旅游旺季来临， 这群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张家界旅游人， 就更加繁忙。

“必须要吃得苦霸得蛮。” 上午11时
许， 趁着游客人数渐渐回落， 调度员开始
轮流吃午饭。 印政快步跑到休息室， 在连
喝两大杯水后， 立刻享受着今天的第一顿
美食。 他脸颊泛红， 汗珠随着头发顺着脸
颊一滴滴往下落， 刨饭动作迅速而又娴
熟。

从喝水到吃饭的一整套动作里， 印政

花了不到5分钟时间， 然后他又戴上草帽
又回到调度员的岗位。 此时的室外温度已
达38摄氏度， 只见他大步走动维护交通秩
序， 仔细核对发车程序并签章……

在另一侧的标志门站， 51岁的驾驶员
陈子祥虽然疲惫， 但内心的喜悦实属难
掩。 原来， 8月17日， 他从早上6点半到晚
上8点， 在保证安全驾驶的前提下， 一股
气跑了392公里， 创下了公司日运行的最
高纪录。

“一线火热接待， 后勤有备无患。”
环保客运公司负责人张毅介绍， 环保车辆
每天都要例行检查至少1次， 运行公里超
过1000公里后则要上检测台进行专业检
查， 同时还会通过远程系统监控驾驶员的
精神状态， “在确保车辆和驾驶零事故的
前提下， 让游客畅游张家界。”

� � � � 湖南日报 8月 21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吴巍伟 ）今天，正在为晚稻秧遭旱
发愁的华容县东山镇小墨山村农户汪四
和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次旱情， 多亏政
府组织24小时电排抽水，否则，我的晚稻
损失就大了！ ”

近期连续高温少雨天气，导致华容县
东山、禹山镇等地部分农田出现不同程度
干旱。 7月13日到8月18日， 东山镇降雨

量仅3毫米， 受灾面积达到1.53万亩。 当
前正是晚稻栽种生长的关键时期， 需水量
较大。 旱情发生后， 当地干部群众深入抗
旱一线， 合理调度水源， 力保农作物丰
收。

东山镇先后开启多个外闸放水抗旱，8
月20日又开启大荆湖控湖二闸引湖水抗
旱。 到目前为止，东山镇共开启剅闸40余
次，引外河、内湖水190万立方米。 旱情严

重地区，组织电排和抽水机械进行24小时
二级提灌。 记者21日在小墨山村看到，全
村14处抽水机埠马力全开，为全村3200亩
水田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在高温环境下，要做好田间管理、病
虫害防治才能促进农作物健康生长。”华容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 该县及时组织
农业专家、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
作物“会诊”开“药方”，第一时间开展抗旱
防虫保丰收工作。

目前， 华容全县没有因旱情出现大面
积农田绝收。

粤港澳大湾区衡阳科技产业试验区签约

� � � �湖南日报8月21日讯（见习记者 欧阳
倩）记者今天从长沙市雨花区获悉，作为该
区促进产业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
措， 其上线了立足移动互联网的“招商地
图”。 企业想要寻找工业厂房、楼宇办公场
地，都可以用手机轻松搞定。

目前,雨花区“招商地图”上线全区重
点招商写字楼39栋、 土地75宗， 创空间6
个，能满足企业总部办公、商贸物流开发、
孵化及研发生产等不同投资需求。 点击进

去，地理位置、总面积、可租面积、周边配
套、产业政策等信息一一标注。

据了解， 传统的招商工作主要依托于
招商推介会、 招商手册及宣传片等线下的
面对面交流与传播，时间限制大、覆盖面小，
无法实现全时和连续服务支持。“‘招商地
图’的上线，可以让有意向来雨花区投资的
企业家们第一时间在线了解场地信息、产
业政策、配套环境，更精准地为企业家投资
决策提供服务。”雨花区商务局工作人员说。

雨花区上线“招商地图”
企业用房可“按图索骥”

� � � �湖南日报8月21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黄圣平）8月20日， 全国医保信息化建设培训
在长结束。 为期两天的培训中，通报了全国医
保信息化工作进展情况， 培训指导医保信息
平台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研究部署下
一阶段医保信息化建设工作。

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建设正稳步
推进，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 目前，国家
平台工程总体设计完成60%， 基础设施建设
完成35%左右，应用软件实施完成15%左右，
预计2020年底完成。

各地正按照《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指
南》，紧锣密鼓地推进设计、立项、招标等工

作，有的省份已经上报可行性研究报告。据了
解， 地方医保信息平台建设时间节点是，
2019年底前完成省级信息平台设计、立项等
前期建设工作，2020年底前完成相关信息化
建设任务，2021年各地完成项目验收工作。

此次医保信息平台建设， 按照“纵向统
一、横向联通”的原则，要求严格执行国家医
疗保障局印发的建设要求、技术规范等，做到
省级平台与国家平台标准一致、流程一致、接
口一致、 管理一致， 未经国家医疗保障局同
意，不能进行本地化改造。

培训期间，湖南、河北、上海、浙江、安徽、
江西、吉林、重庆等8家试点省市介绍情况。

全国医保信息化建设培训班透露
2020年底前完成省级医保信息平台建设

� � � �湖南日报8月21日讯 （欧阳倩 王向）被
38℃高温“独宠”的长沙，今天被突如其来的
冰雹“砸懵了头”。今天14时许，长沙市望城区
桥驿镇天色慢慢阴暗下来， 随后开始刮风下
雨，中间夹杂着拇指大小的冰雹。“这么热的
天会下冰雹，好奇怪!”有市民用手机记录了
下冰雹的场景。

对此， 长沙市气象局工作人员回应：“夏
天下冰雹是正常的现象。 ”据介绍，由于夏季

天气炎热，热力条件较好，容易出现热对流现
象，而当热对流云团达到一定高度后，云团中
的水汽遇冷凝结成冰珠，就会形成冰雹。

这几天，长沙受东风波的影响严重。今天
是东风波最强的一天，长沙天气变化明显，大
部分地区出现了对流天气。 随着明后两天东
风波的减弱，长沙又将恢复晴热高温。长沙市
气象局工作人员预判， 目前长沙频繁出现下
冰雹现象的可能性并不大。

38℃的长沙下起了冰雹
气象部门：正常

我省携手家政服务企业探索家政扶贫

打造“邵阳月嫂”地理标识服务品牌

酷暑，他们用心服务游客

华容： 全力抗旱保收

芙蓉大道快改项目（湘潭段）启动桩基施工
8月21日，湘潭市芙蓉大道昭云路口，施工人员在进行打桩施工。当天，芙蓉大道快速化改造项目（湘潭段）启动桩基施工。芙蓉大道快

速化改造项目起于芙蓉大道长潭交界处，终于湘潭北二环，全长12公里。 主线按照城市一级公路标准设计，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
每小时。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肖畅 摄影报道 中车株洲电机入围

全球汽车工业高端供应链体系
� � � � 湖南日报8月21日讯 （通讯员 夏伟雄
记者 李文峰）8月20日，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
公司发布消息称， 其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研
制顺利通过历时5天的德国采埃孚股份公司
供应商准入现场审核， 正式入围全球汽车工
业高端供应链体系。 这证明其新能源汽车驱
动电机已处于国内国际行业高质量水平。

德国采埃孚股份公司是全球汽车行业的
主要合作伙伴和零配件供应商， 主要专业提
供汽车传输、转向、底盘系统等核心零配件。8
月8日至13日， 德国采埃孚审核组对中车株
洲电机新能源汽车驱动产业， 从产品研制到
客户服务全过程质量体系管控进行现场审
核。 最终，审核专家一致认为，其新能源汽车
驱动电机从产品设计开发到产品交付过程质

量体系运行稳健，符合要求，准予通过。 他们
还特别肯定了其产品技术研发、试验验证、制
造工艺技术、 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首先是彰
显了中国中车大国重器的底蕴， 同时结合了
业内优秀的管理经验。

据了解，早在2005年，中车株洲电机就
凭借领先的轨道牵引动力装备研制技术，涉
足新能源汽车驱动产品市场，经过10多年来
的不断实践， 企业已经实现新能源汽车驱动
产品与高铁核心动力产品在技术与品质上的
一脉相承，充分展现“高铁品质、信心之选”的
产品理念。 目前，企业实现年产高标准、高品
质的新能源汽车驱动产品达到20万台，产品
已成功运用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
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以及昆明博览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