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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YÜÔ«¬Ỳ �ý�g-þY��upÂY
�Ö;�O#yÁ�À]R(Uµ�Ñ�Ú©
u~ß���[c5 .´¨/ÊH(Nè»ñ
��Y� Æ1¡¢©0Øz*(z£¤¥Y|
×|rjkzé´U9©0Ø¦^(x:��
|�R��sÚìþÂ©̀ ©�§g5

4¨¾k(�©�>5
ûªE<=(«¬E*H5
wx0u(R<=>?<Y®�Y%¯(

Tb<=>?¼8
BX©ºÚ5

!!!"#$%&'()*+,-./0123456789

!"#$%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霜降已过，天然气“保供期”转眼将至。
10月25日， 湖南管道天然气供应的主
力———中石油天然气湖南分公司， 召开了
今冬明春天然气保供工作座谈会， 对全省
天然气市场供需情况进行详细分析。

“坚持‘合同气量一方不欠，民生用气
一方不少’。” 中石油天然气湖南分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陈晓辉表示，公司正积极拓宽
资源渠道， 全力保障湖南迎峰度冬用气需
求。

天然气保供形势更加复杂
“计划预测不准确给冬季保供工作带

来较大困扰。”中石油天然气湖南分公司相
关负责人感叹，2017年冬季， 天然气气源
紧张， 高价也抢不到气；2018年市场出现
大量购气储气现象，部分进口LNG（液化
天然气）甚至没有用上。

该公司经过深入调研分析， 预计如果
今冬明春我省平均气温与上年度持平，天
然气需求量可能达到17亿立方米左右；如
果平均气温较上年度降低1摄氏度， 天然
气需求量或将升到18.08亿立方米。

长沙新奥燃气也曾进行测算，仅长沙
一地， 当日均气温降至8摄氏度以下，每
下降1摄氏度将增加40万立方米采暖用

气负荷。
“今年气候异常，今冬明春气候怎样，

目前难以预测。”省能源局油气处处长林小
彬表示。

“除气候原因外，今年保供的不确定因
素明显增多。”陈晓辉告诉记者，湖南天然
气用户冬夏峰谷比， 正逐年加大，2018年
为2.06∶1， 今年1至9月已扩大到2.3∶1，
这造成冬季保供难度逐年增大。 从进口市
场来看，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遭到无人机攻
击，造成沙特产油量每日减产570万桶，天
然气供应总量减少约20亿方，乙烷和液化
天然气供应量萎缩50%。

用气缺口预计依然存在
“前三季度全国天然气消费量同比增

长10%， 中石油在湖南天然气销售量同比
增长10.6%， 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
石油天然气湖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湖南天然气利用发展空间较大， 天然气市
场目前属于发展型市场， 天然气消费处于
持续增长状态。

实际上， 今年中石油天然气湖南分公
司已经完成了与全省19家用户今年4月至
2020年3月合同签订工作， 其中签订冬季
合同量15.4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0.82亿立
方米，增幅5.6%。

但根据近期用户上报情况，今年11月

至2020年3月用户需求合计18.67亿立方
米， 其中12月、1月需求量可能超过4亿立
方米。

“鉴于目前管道输送能力、用户调峰能
力、用户用气价格承受能力等多方面考虑，
湖南今年采暖季天然气有效需求很可能超
过15亿立方米。”该相关负责人指出，与目前
已签订冬季合同气量比较，全省今冬明春用
气缺口依然存在，天然气保供仍有压力。

燃气企业提早打好“组合拳”
“公司已经开始着手摸排调研用户超

合同用气需求， 以便根据用户有效需求采
购相应进口LNG，并适时开展重庆、上海
天然气线上交易， 尽可能满足超合同用气
需求。”陈晓辉表示，今冬明春，中石油天然
气湖南分公司将积极拓宽资源渠道， 充分
发挥已建成管道的联通调节能力， 努力实
现省内天然气管道互联互通、互供互保。省
内燃气企业需提早通过采购现货LNG补
充合同外气量，形成“以管道气合为主，线
上交易为辅，LNG为补充”的“组合拳”保
供方式。

“天然气保供形势将越来越好。”省发
改委经济运行处处长易胜利表示，现在，全
省正在加快省内支线管道建设。根据规划，
到2025年我省天然气供应将形成“多气
源、四干、三环、多支”的安全供气格局。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段斌

10月22日清晨，66岁的湘潭市民黎馥
香拿着一把淡红色木梳，对镜梳头。尽管这
把梳子已经用了10年，黎馥香却把它当作
宝贝一样珍惜。因为，这是给了她“第二次
生命” 的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
任周仕钧，送给她的礼物。

黎馥香曾患急性白血病。“刚知道病情
时，我整天以泪洗面，是周医生把我从死
亡线上拉了回来。” 黎馥香说， 周医生不
仅给她治病，还给她“疗心”，鼓励她阳光
面对一切。

经过7年治疗， 黎馥香奇迹般康复了，
掉光的头发也重新长了出来。出院时，周仕
钧特意送给她一把梳子，寓意顺心顺意。这
把梳子，如今成了黎馥香最珍贵的物品。

“温暖！”熟悉周仕钧的人，大多这样评
价她。这位慈眉善目的银发女医生今年75
岁，退休后被医院返聘。自1968年从湖南
医学院毕业，她已在医疗战线耕耘51年。

大学毕业那年， 周仕钧被分配到城步
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工作。那时，医疗条件
非常落后，除日常临床工作外，她还要面对

各种危重的传染病， 有时晚上翻山越岭出
诊， 几天也回不来。“我还为难产的牛接过
生，为农户的猪治过病。”虽然条件艰苦，周
仕钧没有抱怨，在城步坚守了5年多。

“我永远不会忘记离开城步时的情景，
小小的长途汽车站， 挤满了为我送行的
人。”回忆起40多年前的场景，周仕钧眼里
噙满泪水。她说，正是这5年多身背药箱在
苗岭山寨行医的宝贵经历， 让她感受到了
乡亲们的淳朴，收获了一个“白衣天使”的
成就感。从此，她立下誓言，要做一名“温
暖”的医生。

1979年，周仕钧调入湘潭市第一人民
医院工作，在这里扎下了根。40年来，经她
诊治的患者达30多万人次，从未发生过一
起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

2017年， 一个大学生因车祸受伤、流
血不止，被送到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
会诊中， 很多医生提出要在血管内安装支
架，患者家属连安装支架的31万元都准备
好了。“不搞清楚， 不要盲目安装支架。”周
仕钧坚持先给患者做全脑血管造影， 确定
哪根血管流血再采取下一步行动。

造影结果出来，确认不需要安装支架。

经过积极治疗，这名大学生早已康复出院，
重返校园。周仕钧的精确诊断，为患者家节
省了几十万元。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51年的从医
经历，周仕钧始终坚持这样做，深受患者和
同事爱戴。

在周仕钧所在的神经内科， 患老年痴
呆症、意识障碍症的病人较多。为了不让他
们走失和出现意外， 周仕钧带领团队自制
内装信息卡的马甲， 购买嵌有信息芯片的
腕带给他们戴上。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有
时半夜起来上厕所都会迷路，怎么办？周仕
钧也为护理人员配置了腕带。“一头连着患
者，一头连着陪护，这样暖心的举措，是医
院一道靓丽风景。”医院院长刘群友说。

50余载治病救人，周仕钧收获了大量
“粉丝”。一些被她治愈的患者给她送礼，她
丝毫不取。她说，作为医生，患者病愈就是
最好的礼物，这份获得感，再多的金钱也买
不来。

周仕钧是全国劳动模范、二级教授，曾
有很多机会担任院领导职务， 她却予以婉
拒。她说：“我的初心是做一名‘温暖’的医
生，在一线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

爱国情 奋斗者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长沙市梅溪湖路与近湖二路交会的路口，
“藏”了一个垃圾站。高大的青皮竹以及四季桂、
香樟、垂丝海棠等花木掩映下，是一栋浅色仿石
材外立面的方正小屋。

万科梅溪郡的业主唐苏珍每天进出小区都
要路过这里，“没有气味， 还蛮漂亮。”10月25
日， 她见到前来采访的记者， 主动当起“解说
员”。唐苏珍4年前入住万科梅溪郡，当时的小区
垃圾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2016年12月，万科梅溪郡垃圾站房投入使
用，由于管理不到位，从小区收集过来的垃圾常
常露天堆放，有时候没有及时清运，导致污水横
流、异味刺鼻，小区业主多次到相关部门进行反
映和投诉。

2018年11月，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回头看”期间，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岳麓区
政府陆续转接到7批次、15件关于万科梅溪郡
垃圾站污染、扰民等问题的反复投诉件。

1800多户小区居民“谈垃圾色变”，整改比
预想有难度。

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 岳麓区政府组织相
关职能部门多次到现场， 与投诉业主面对面沟
通、答疑，并督促万科梅溪郡开发商和小区物业
迅速整改落实。 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陈永锋告诉记者，与物业公司、业主代表开协
调会不下3次，最终取得了业主们的认可。

2018年12月，垃圾站改造启动；今年3月，
新的垃圾站建成投用。

经过提质升级， 曾让居民避而远之的垃圾

站变成小区新的绿化景观点， 与周边环境融为
一体； 站房内采用最新的钩臂式压缩箱式垃圾
处理设备， 垃圾从各楼栋收集后倒入压缩箱内
进行压缩处理， 再由专用拖车将整个箱体直接
运送到转运中心集中处理，全程封闭运行。

每天早上，垃圾站的卷帘门开启时，门口上
方的风幕机同步开启，隔绝站房内外气体。每隔
15分钟，站房内的负压除臭设备和喷雾式除臭
设备自动运行，利用专业的除臭药剂，消除垃圾
站房内的臭气以及粉尘； 负压除臭设备吸入站
房内的气体，经过循环处理之后，达标排放。

“这是省内首个安装了双除臭系统和异味
监测设备的垃圾站。”陈永锋介绍。垃圾站外立
有一块智能监测信息显示屏。 从显示屏上可以
看到，垃圾站的氨气、异味强度等实时数据，装
有GPS定位系统的垃圾清运车的运行位置，如
同整个垃圾处理系统的“鼻子”和“眼睛”。

万科梅溪郡物业项目经理骆鹏介绍， 借此
次垃圾站整改， 同时在小区内宣传推广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通过免费发放垃圾分类环保袋、开
展环保小卫士评比、积分兑换等活动，引导更多
业主家庭参与垃圾分类。

“三分建、七分管”。陈永锋介绍，为确保问题
整改到位不反弹， 在垃圾站提质改造的同时，还
督促小区物业方建立了物业管理垃圾站考评“一
票否决”制度，即物业项目经理作为第一责任人，
垃圾站的日常管理效果成为企业年终个人考评
“一票否决”项，以保持垃圾站持续高标准运行。

半年多来，新垃圾站运行良好，未再出现一
例投诉，整个小区的垃圾量也有所下降，由原来
每天的13到14立方米逐渐减少至11到12立方米。

� � � �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易禹琳 通讯
员 万颖）24日上午，由湖南中医药大学主办的
2019湖湘生物医药———中医药创新国际会议
在长沙开幕。 开幕式上传来两个振奋人心的好
消息： 由湖南中医药大学助推安邦制药研制的
银黄清肺胶囊在巴基斯坦临床试验成功， 并将
注册上市， 这是我国中成药首次进入巴基斯
坦。同时，首个外籍院士Atta院士“一带一路”
传统医药工作站在湖南中医药大学正式成立。
标志着湖南中医药走进“一带一路”取得重大
突破。

开幕式上， 举行了银黄清肺胶囊走进巴基
斯坦成果发布会。 巴基斯坦国际化学和生物科
学研究中心主任Iqbal教授现场公布了银黄清
肺胶囊临床实验的结果， 认为试验的成功开启
了中成药走进巴基斯坦的重要篇章， 巴方将以
此为开端，在开展中医药研究的同时，借鉴中医
药体系， 探索建立和完善巴基斯坦民族医药体
系。中医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昌孝评价，
银黄清肺胶囊在巴基斯坦完成了临床试验注
册，为中成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推广提

供了样板， 开辟了中医药走出去的重要通道和
平台，我们要通过“一带一路”，让西方国家接受
我们的中医药科学体系。

成果发布会后，“Atta院士‘一带一路’传统
医药工作站” 宣布正式落户安邦制药和湖南中
医药大学。Atta院士是巴基斯坦前科技部、教育
部部长，巴基斯坦科学院院长，我国中科院外籍
院士，著名的有机化学家。作为他唯一在中国设
立的工作站， 将结合中巴双方传统医药优势进
行基础研发和产学研发， 培养高水平人才和临
床研究，把更多优质中成药向“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推荐， 并促进双方在传统医药领域的交流
合作。

据悉，由湖南中医药大学主办的“湖湘生物
医药———中医药创新国际会议” 至今已是第五
届。此次会议以“齐心开创一带一路中医药美好
未来”为主题，国内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专
家、教授，和来自葡萄牙、巴基斯坦、马来西亚、
菲律宾、印度、泰国、斯里兰卡、柬埔寨、沙特阿
拉伯等9个国家的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襄
中医药事业发展盛举。

� � � �气候异常、用气峰谷比加大、进口市场动荡……天然气“保供期”转眼
将至，今冬用气如何保障？中石油天然气湖南分公司负责人表示———

民生用气一方不少

周仕钧：做一名“温暖”的医生

� � � � 被连续15次投诉至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的长沙万科梅溪郡
小区垃圾污染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一个小区垃圾站的蜕变

中成药首次进入巴基斯坦 外籍院士工作站首次落户

湖南中医药走进“一带一路”
取得重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