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王曲波 全睿）“2019年湖南省
示范性Ⅲ级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
练”近日在衡阳市成功举行，这是我省
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改革之后，举办的首
场专业化药品安全应急演练活动。

此次演练模拟的是2019年7月15
日衡阳市蒸湘区友谊医院共有13名门
诊患者在输液过程中陆续出现寒战、
高热、恶心、心悸、呼吸困难等症状，蒸
湘区人民政府根据预案， 迅速启动Ⅳ
级应急响应。随后，衡山县爱民医院又

有9名住院患者在输液过程中
陆续出现类似症状，药品
不良事件发生人数达到
22人，衡阳市人民政府根
据事态发展，启动Ⅲ级应
急响应，按照药品安全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迅速有
效地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各部门快速反应，迅速查
清事故原因，使出现问题
的患者及时得到有效救

治。省、市、县（区）各级药品监管部门
对事故涉及的相关责任单位进行了调
查处置， 举行新闻发布会第一时间公
布实情，整个事件得到有效控制。

演练活动采取应急事件多媒体演
示与现场情景式演练相结合的形式，
按照预案的要求， 重点演练事件发生
与报告、先期处置与启动响应、事态控
制与响应升级、联合调查事件原因、响
应终止和舆情发布、 后期处置与新闻
发布六个环节。

演练结束后， 国家药监局应急管
理专家对演练进行了点评， 高度评价
此次应急演练活动组织周密、 情节紧
凑、演绎精彩、主题突出、应对果断，为
应对处置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积累了经
验，打造了样板。

我省举办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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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
员 赵亮）今天，湖南省能源电力发展研究中
心正式挂牌成立， 我省能源战略和政策制定
拥有了“智库”。

“当今全球发达国家普遍拥有顶尖的综
合性能源智库， 为能源发展问题研究提供支
撑。”省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是一次
能源匮乏的省份，缺煤、无油、少气，水电资源
技术开发量已至“天花板”，风电、太阳能不具
备规模化利用条件，电网建设也相对滞后，全
省能源利用效率偏低。

基于我省能源禀赋和用能特点， 实现能
源电力高质量发展，亟待专业“智库”支持。

2015年我省启动能源电力发展研究筹建
工作。经过近5年努力成立的省能源电力发展
研究中心由省能源局指导， 以国网湖南电力
政策研究中心和国网湖南电力经研院作为牵
头单位，湖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为配合单位，
集合政、企、高校科研力量，研究范围涉及全省

能源电力发展战略、 可再生能源消纳、 能源环
境、电价政策等方面。

目前， 省能源电力发展研究中心平台已
基本建成，并开展了能源供需预测预警、能源
结构与布局规划、能源安全保障、能源与社会
经济发展关联等多项探索研究， 可为我省制
定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科学
依据。

我省能源电力发展有了“智库”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刘永涛）华融
湘江银行与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今天在长沙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5年，华融湘江银行将
给予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不低于20亿元人民币
的信贷资源支持。

根据协议， 华融湘江银行将与湖南日报报
业集团展开深度合作。 双方通过整合彼此的业
务资源、信用资源、资金资源和市场资源，在固

定资产贷款、并购重组、财务顾问、各类中间业
务、现金管理、票据及债券承销业务、企业理财、
个人金融综合业务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 实现
互利共赢，共同助推湖南高质量发展。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是省管大型国有文化
企业之一，已逐步建成新闻主业领先、传播手
段先进、产业形态丰富、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省
级党报前列的新型主流媒体集团。

华融湘江银行成立于2010年， 是湖南省
委、 省政府引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在重组原株洲、湘潭、衡阳、岳阳市商业
银行和邵阳市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 设立的
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截至9月末，该行资产
总额超过3500亿元， 已形成覆盖全省的业务
网络。该行位列2019年湖南省100强企业第22
位，纳税100强第14位。

华融湘江银行与湖南日报报业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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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岁末，在
各项扶持生猪生
产政策的推动下，
养猪户补栏增养
的积极性显著提
升。从10月份的监
测数据看，生猪生
产的重要指标都
出现了积极变化。
据农业农村部对
200个批发市场监
测调度，全国猪肉
价格连续 4周回
落 ， 降 幅 超 过
20%。

图文/刘谦“二师兄”生产恢复 价格回落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孙靖）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最新数
据称，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形势下，
我省规模工业逆势增长，1至10月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6.1%，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
额同比增长3.3%，比全国平均增速高6.2个
百分点。

省统计局分析认为，总体来看，工业经
济发展环境不断优化支撑了我省规模工业
实现逆势增长。前10月，全省规模工业每百
元资产实现营业收入132.9元， 同比增加0.4
元；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82.43元，同比
下降1.01元。一增一降，利润空间加大，因此，
全省规模工业39个大类行业全部实现盈利，
其中21个大类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具体来看，内资企业充分发挥出“压舱
石”作用。1至10月全省规模工业内资企业利
润同比增长4.8%，拉动规模工业利润增长4.3
个百分点，其中，国有企业利润增长23.7%，
私营企业利润增长14.6%，港、澳、台商投资
企业利润增长9.9%，分别拉动规模工业利润
增长1.5个、7.4个、0.5个百分点。

省统计局分析认为，今年以来，我省制
造业呈现出两极分化发展态势， 多数传统
重点行业利润增长稳定， 但部分重点行业
利润大幅下降， 如汽车制造业利润同比下
降96.3%， 拉低规模工业利润增速2.8个百
分点；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
比下降36.6%， 拉低规模工业利润增速2.7
个百分点。

我省规模工业利润逆势增长
前10月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3%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沙兆华）
按照党中央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开展专项整治的要求， 省委政
法委牵头，会同26个省直部门，集中整治对
黄赌毒和黑恶势力听之任之、 失职失责甚
至包庇纵容、充当“保护伞”问题。为认真落
实中央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坚持开门搞整
治，请群众参与、让群众评判、受群众监督”
的要求， 省委政法委将第一批专项整治工
作成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评判。

纪检监察机关：截至10月31日，查处
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7126起，立
案审查调查1722人，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175人， 组织处理847人， 移送司法机关
156人。查办了湘西州委原常委、政法委原
书记欧阳旭，怀化市委政法委原副书记、新
晃县公安局原局长蒋爱国， 新晃县委原常
委、政法委原书记杨清林等一批“大伞”“强
伞”“隐伞”。

组织部门：持续开展软弱涣散村（社区）
党组织整顿， 截至10月31日， 已整顿提升
2365个，占93.7%。部署开展村（居）“两委”班
子换届选举“回头看”和村（居）代表、村（居）
民小组长涉黑涉恶问题审查处置工作，调整
不合格不胜任不称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
1427人，查处涉黑涉恶村（社区）干部103人，
其中村（社区）党组织书记34人。

公安系统：截至10月31日，收网涉黑
组织103个，打掉涉恶犯罪团伙1094个，刑
拘犯罪嫌疑人11693人。集中打击整治“套
路贷”“校园贷”“非法高利贷”和“市霸”“行
霸”“村霸”等突出违法犯罪，打掉“三贷三
霸”类涉黑组织23个、恶势力团伙197个。
开展“禁毒2019两打两控”专项行动，刑事
拘留涉毒犯罪嫌疑人8065人， 缴获毒品
1389.64千克。开展娱乐服务场所黄赌毒问
题专项整治行动， 查处问题场所1653家，
缴获海洛因、冰毒等毒品83.67千克，刑事
拘留774人，治安处罚4314人。深入开展集
中打击整治突出犯罪斗争， 抓获网上在逃
人员5706名，查处非法集资、传销类案件
56件，侦办电信诈骗案件187起、食药环案
件1067起、涉枪案件1451起、涉黄赌案件
1780起。

检察系统：截至10月31日，起诉涉黑
涉恶案件1523件7348人，直接立案侦办涉
黑涉恶“保护伞”案件21件27人。

法院系统：截至10月31日，一审判决
涉黑涉恶案件1062件4808人，二审判决涉
黑涉恶案件431件2611人。2019年8月26日
以来， 一审审结黄赌毒犯罪案件1122件
1706人。

教育系统：联合省扫黑办、省公安厅开
展了防治“校园贷”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大
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自觉远离“校园
贷”。协助配合公安、地方金融监管等部门，
打掉涉“校园贷”团伙8个，破获刑事案件
49起，刑拘52人。

民政系统：开展社会组织、殡葬、养老

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行动， 坚决
整治行业系统涉黑涉恶、乱点乱源问题。收
到举报非法社会组织线索34条，其中取缔
8家，劝散15家，责令限期登记10家，正在
调查1家。 联合12个部门开展殡葬领域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完成了53个殡仪馆、
80个公墓单位、23个殡葬中介服务机构问
题整改工作， 有效打击了殡葬市场欺行霸
市、非法中介等黑恶势力，整肃了殡葬市场
秩序。

自然资源系统：开展矿产资源开采、征
地拆迁安置等领域专项整治行动，2019年
4月以来，共立案查处违法案件2844宗，取
缔非法采矿点868处，没收违法建筑727万
平方米、矿产品23.84万吨、违法所得2.67
亿元，拆除违法建筑物276万平方米，罚款
1.1亿元。

交通运输系统：开展超限超载治理、船
舶监管治理、运输市场治理、质量安全监管
治理等专项整治。 累计查处违法超限车辆
2.8万台。检查企业、船舶2.1万家（艘），责令
停产停业340家，取缔关闭12家。检查从业
单位165家， 整改安全生产隐患130余处。
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恶性逃费案件10余起，
打掉逃费犯罪团伙2个。

水利系统：联合省公安厅、交通运输厅
开展为期半年的河道采砂专项整治行动，
开展日常巡查20603次，累计清理“三无”
采砂船只181艘、 非法砂石堆场661个，查
获盗采船只72艘， 收缴非法河道砂石73.5
万吨，行政处罚238次，刑事拘留73人。

农业农村系统： 对708家省级以上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包括监测企业及拟新
认定企业）进行排查，签订无涉黑涉恶问题
承诺书。

文化旅游系统：全省文化和旅游系统公
职人员签订无违规参与娱乐服务场所经营
活动承诺书的达7465人；摸排无证经营娱乐
场所473家、证照不全娱乐场所611家。

税务系统： 警税协作联合查办涉黑涉
恶税收违法企业133户， 查补税款、 滞纳
金、罚款共计1.1亿元。

市场监管系统： 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出
动执法人员25564人次， 检查娱乐场所经
营主体18365个，责令限期整改25家，取缔
无证经营单位4家。

金融保险系统：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
心支行组织全行491名干部职工， 逐一签
订无违规参与娱乐服务场所经营活动书。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省互联网金融整
治办） 和P2P专项整治办联合发布对我省
所有P2P业务进行取缔的公告， 明确到年
底前实现我省P2P业务平稳退出。 省银保
监局持续督促辖内银行保险业机构， 结合
打击整治“三贷三霸”“一非三贷”等专项整
治行动，全面摸排黄赌毒和涉黑涉恶线索，
省银保监局常德分局对工作中发现的两名
银行高管人员为涉黑组织提供贷款便利案
启动立案调查。

� � � �集中整治对黄赌毒和黑恶势力听之任之、
失职失责甚至包庇纵容、充当“保护伞”问题

省委政法委公布
专项整治工作成果决胜

———帮扶在一线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
员 彭亮瑜）今天，省扶贫办透露，截至目前，
开展“万企帮万村”行动，全省有5700余家民
企精准帮扶7000余个行政村， 帮扶91.9万贫
困群众稳定增收。

引导民营企业、商会(协会)积极参与脱贫

攻坚，深入推进“万企帮万村”行动，目前，“万
企帮万村”行动投资金额已超110亿元。步步
高集团发挥企业优势，制定产业扶贫“点石计
划”，已帮扶贫困村55个，与贫困县、贫困村签
订农产品采购协议金额总计超6.5亿元。

在全国率先开展“中国社会扶贫网”上线
试点，并在全省推开。截至11月底，全省贫困
群众在“中国社会扶贫网”上发出贫困户需求
185万条，对接成功126万条。目前已有70家具
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签约入驻“中国社会
扶贫网”，发起众筹项目61个，已筹集到位资
金7000万元。

开展定点帮扶、“携手奔小康”行动。14家

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湖南省20个贫困县， 帮扶
力度逐年加大；省内14个经济发展较好的市、
县(市区)与14个贫困县开展“携手奔小康”行
动，截至9月30日，今年已累计援助财政资金
31246万元，实施产业项目394个。

社会力量纷纷行动，脱贫攻坚汇聚合力。
省扶贫办、湖南日报社联合发起开展“我想有
个家”安居工程公益募捐活动，募集资金超亿
元，帮扶1万多户贫困户圆了“住房梦”；开展
实施“一家一”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资助
学生3万余人。发起“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
奔小康”活动倡议，截至11月24日，已累计对
接帮扶75.86万次。

社会扶贫汇聚攻坚合力
5700余家民企帮扶91万余贫困群众稳定增收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曹娴）省工信
厅今天公布2019年全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名单，湖南卫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280家
企业入选。 自2017年实施小巨人企业培育计
划以来，全省已认定760家小巨人企业。

“小巨人”专注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质
量效益优。据统计，此次新认定的280家企业
2018年户均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3亿元，其
中4成企业收入过亿元；2016年至2018年的累
计研发投入在销售收入中的比重达到4.87%。
280家企业拥有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45个、
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3个， 主持制

（修）订国际标准7项、国家标准75项、行业标
准138项。

综观760家小巨人企业，其中60%以上参
与了国家层面明确的工业“四基”创新，70%以
上参与了我省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建
设，80%以上是高新技术企业。

省工信厅总经济师熊琛介绍，3年来，主
要从推动企业“上云”、管理创新、融通发展、
创新创业、产融对接、政策引导六个方面加大
培育力度，助力小巨人企业向“专精特新”方
向发展。

出台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省中

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每年用于支持小巨人企
业转型升级项目的比重， 从不足15%提升至
65%，未来还将进一步提高比重。518家小巨人
企业纳入制造业企业“白名单”，获得金融机
构的优先支持。

在全国率先制定《中小企业“上云”评价
指标体系》《中小企业管理创新评价指标体
系》 两项地方标准， 引导企业提升整体竞争
力。近三年累计培训小巨人企业（后备企业）
董事长（总经理）及高管人员1000余人次。建
立小巨人企业发展数据库，定期调度，跟踪发
展，做好服务。

再添280家“小巨人”

湖南“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76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