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审核，湖南省湘
澧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制盐系统节能增效技术改造项目，12
万吨/年绿色生态颗粒盐项目（土建工程）已具备公开招标条
件，招标人为湖南省湘澧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工程费用为
15896960.00元，现予以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
监管网（www.bidding.hunan.gov.cn）及常德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http://ggzy.changde.gov.cn）。

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建设局
2020年3月12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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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3 月 11 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肖星群
廖杰锋）3 月 6 日 18 时，由涟
源始发直达东莞的 K6568 次
返岗农民工卧铺专列，缓缓驶
出涟源火车站。来自该市 20
个乡镇 698 名务工人员踏上

“返岗之旅”。这是三等站涟源
火车站建站 81 年来，首次开
行的始发列车。

涟源是刚摘帽的省级贫
困 县 ，每 年 有 20 余 万 人 外
出务工。受疫情影响，大量
务工人员滞留家中。该市出
台“ 稳 就 业 、促 生 产 、助 脱
贫”方案，采取劳务协作、岗
位推荐、定点输送等措施，
保障快速稳定就业。由于当
地没有高铁站，仅有的涟源

火车站始建于 1939 年，运力
紧张。涟源市委、市政府与
铁路部门对接，增开专列运
送务工人员。

“一家人都出去吗？”“厂
里联系好了吗？是什么岗位？”
专列开动前，涟源市级领导专
程前来送行。“这是我第一次
坐专列，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
待遇。”石马山镇拖坪村贫困
户吴喜容激动地说，“出行不
方便，呆在家里干着急，终于
可以出去赚钱了。”

涟源计划首批开出 5 趟
专列，输送 3500 余名务工人
员直达义乌、广州、东莞等地。
派遣医务人员和干部随行，全
程跟踪服务，将务工人员从

“家门口”直接送达“厂门口”。

从“家门口”直达“厂门口”

开出首趟始发务工专列

湖南日报 3月 11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马星）挖坑、栽苗、盖土、浇水……
3月10日，植树节到来之际，韶山市银田
镇银田村20多名镇村干部和村民沿着该
村银槐路“种树插苗”。该镇副镇长章毅
说，全镇计划在 3 月补种栾树、球状红叶
石楠、紫薇、金森女贞等树苗2900余株。
当天，湘潭市其他县市区也纷纷开展义务
植树活动。

森林进城，园林下乡，城在林中，人
在景中。近年来，湘潭市始终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思想，按照“一
核两谷三片十园多星多点”总体布局，从
义务植树、城乡绿化、森林质量等方面入

手，实施森林步道、生态廊道、生态保护
等建设工程。2017 年至 2019 年，该市完
成河东、河西城市水系湘江风光带绿化
提质改造项目；对芙蓉大道、河东大道、
韶山路等 11 条城市主次干道进行绿化
提质；建设 5 座桥头公园以及碧泉湖、锰
矿矿山等 6 个城市公园，完成了安乐社
区、高岭社区、联合村社区等 40 余个社
区公园、老旧小区绿化改造项目。目
前，该市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45.8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1.02
平方米，2018 年和 2019 年摘得“国家
森林城市”和“全国绿化模范城市”两
项“国字号”荣誉。

湘潭市还利用植树节、爱鸟周、妇女
节、儿童节、森林防火期等重要时节，开展
多形式的科普宣传活动，引导广大市民争
做“植树护林”的宣传者和践行者，市民参
加义务植树活动尽责率达93%。同时，打
造“环保志愿者林”“步步高公益林”等
130 多个市县乡级义务植树和绿化认建
认养基地。

湖南日报3月11日讯（记者
蒋剑平 郑丹枚 通讯员 刘
巍）春回大地，邵阳市城乡绿意
盎然。3 月 11 日，该市又有 12
处市级单位联点建设的生态廊
道工程通过验收。至此，今春该
市已有37处市级单位建设的
生态廊道完工，总面积 1060
余亩，为该市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迈出新的一步。

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近
2年多来，邵阳市围绕“践行新
发展理念、建设生态强市”目
标，坚持“城市和乡村统筹、部
门和社会共进”，抓住生态廊道
建设、市城区重点绿化项目、全
民义务植树、生态宜居乡村建
设4个重点，持续推进国土绿
化，掀起植绿、护绿热潮。

为构建显山露水的城市
森林生态景观，邵阳市围绕公
园、游园、街巷、单位院落和居
民小区绿化，重点抓好3万株
树木进城、主干道路补绿增
绿、邵水河两岸风光带建设等
项目建设。在乡村，先后实施

“四边（城边、村边、路边、水边）绿化”、森林乡村
建设、生态廊道绿化等工程，再现“绿树村边合，
青山郭外斜”的田园美景。

邵阳市还大力推动机关单位和社会各界携
手造林。林业部门以城郊、农村及生态廊道绿化
为重点，年均完成造林20万亩；住建、城管等部
门以城区增绿补绿为重点，推动一批绿化重点项
目建设。仅小游园建设，去冬今春就完成17个。
全市还有124个市直和省驻邵单位联点建设生
态廊道。同时，发动全民义务植树。全市建成1个
市级、23个县级、588个乡镇级义务植树基地，今
年义务植树2万亩。此外，引进民间资本建设生
态宜居工程。截至3月9日，全市完成造林整地
20万亩，植树16.72万亩，其中4区生态廊道完
成植树2294.3亩，为目标任务的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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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3月 11日讯（记者 唐曦
通讯员 凌媛 文兰）3月10日，衡阳市南
岳区免费向村民及贫困户发放黄桃、杨梅、
柿子、板栗、油茶等经济苗木1万余株，在
当地掀起春季植树造林热潮。“感谢区里送
果苗，我会赶紧把它们种下去，早点受益。”
寿岳乡龙凤村村民陈永忠高兴地说。

近期，衡阳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抢抓时机，加大送苗下乡力度，并派出
一批林业乡土专家、技能人才，到山间地头
指导造林。据统计，衡阳市今年已完成造林

整地30.6万亩，完成率达计划的124.4%，
完成人工造林24.3万亩，完成率达98.8%。
目前，该市森林覆盖率达48.46%，森林蓄
积量达2007.16万立方米。

近年来，衡阳市坚持将林业建设与精
准扶贫等相结合，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增
加农民收入。油茶是该市近年着力推出的
生态扶贫产业之一。去年，该市将油茶新
造、低产林改造和吸纳贫困劳动力务工全
面纳入油茶产业扶贫补贴，力争为贫困户
平均每户建设1亩以上油茶扶贫基地。通

过采取自主建设、股份合作和委托代建等
帮扶模式，去年该市新建油茶产业扶贫基
地3.79万亩，帮扶贫困户1.18万户。耒阳
市大市镇芭蕉村村民张秋凤靠加入合作
社种油茶，去年脱了贫。

衡阳市还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发展
森林旅游和森林康养等绿色生态产业，充
分激发林旅融合活力。耒阳蔡伦竹海、常
宁油茶小镇、衡南江口鸟洲等，都是衡阳
近年来崛起的热门生态旅游景点，成为带
动当地脱贫的有力抓手。

衡阳将林业建设与精准扶贫等相结合

生态富民展“钱”景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龚文君 徐亮

春来花开早，枝头多喧闹。
3月10日，记者在临澧县四新岗镇白

云村沈昌健太空油菜基地看见，油菜花色
彩缤纷，除常见的黄色花朵外，还有红色、
白色、褐色的。蜜蜂飞来飞去，采集着花蜜。

“今年的油菜花红中透白、黄中夹紫，
五颜六色好难区分。”趁着天气晴好，沈昌
健邀请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覃仕泉到田间
给不同颜色的油菜花命名，以便标识育种。

油菜基地位于山谷间，有10多亩。基
地油菜花开出 30 多种颜色，单红色就有
粉红、橙红、紫红、胭脂红等。跟油菜打了
一辈子交道的沈昌健，从没见过这么色彩
绚烂的油菜花。他如获至宝，坚信能从百
花丛中挑选出最优品种，“育出世界上最
美的油菜花”。

这个梦，沈昌健父子已做了30多年。
1978年，沈昌健的父亲沈克泉在贵州深山
养蜂时，意外发现几株根部生了许多分支
的奇特野生油菜，从此钻研油菜培育技术。

然而，沈克泉是个农民，无资金、无技
术。为了支持父亲圆梦，沈昌健卖掉全家
赖以谋生的客运中巴车，也走上油菜科研
之路。沈昌健和父亲一起育种，记录数据，
给油菜贴标签。凭借肉眼观察、反复实验，
最终培育出多个高产油菜品种，其中“贵
野A”不育系材料油菜新组合获国家发明
专利。2009 年，沈克泉去世，沈昌健接过
了重任。

2016 年，沈昌健研发的杂交油菜种
子，有43.8克由神舟载人飞船送入太空，
后随飞船返回。2017年，这批太空油菜种
子由沈昌健种入田间。

“当时担心太空种子遭破坏，便播在
了隐蔽的地方，在周围种了大量普通油菜
掩护。我每天都要去守着，也不敢出远
门。”沈昌健说。2018年，基地突然冒出2

株不同颜色的油菜花，经过精心呵护，最
后收获约300粒油菜籽。去年，地里长出
200 多株太空油菜，获得大量种子，全部
种在10多亩油菜基地里。从此，油菜花不
再只有黄色。

10日上午，沈昌健还组织10多名科
研助手在基地套袋子、贴标签。“在油菜花
盛开期，最便于肉眼观察。”沈昌健说，秸
秆是否高大粗壮、花粉是多还是少、花瓣
是否硕大，这 3 项涉及油菜花抵抗力、产
量、育种能力。选好后，摘掉已盛开的花
朵，将含苞待放的枝头套入白色袋中，让
其自育，保持纯度。

“高产、优质，可食用，还可观赏，一定
能为广大农民增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后，沈昌健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这
个春天，他的脸上洋溢着自信。

田里观“花”色彩缤纷
——沈昌健太空油菜基地见闻

——扶贫印记

入园种菜 脱贫致富
3月11日，岳阳市君山区湖南新泰和集团蔬菜科技园，工人在培育辣椒苗。该园是

集蔬菜供应、农事体验、科普教育、产学研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年总产值可达8000万
元，安置了来自云南、贵州、四川及周边的149名建档立卡贫困村民在此务工。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吴德胜 摄影报道

伟人故里绿意浓
湘潭市城区绿化覆盖率达45.81%

湖南日报3月11日讯(记
者 王晗 通讯员 邝瑶)长沙
市“大干一百天、实现双过半”
竞赛活动，吹响了加快项目建
设的集结号。3 月 10 日，湖南
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湘江集团”)召开动员大
会，聚焦赶进度、保投资，力促
6月底实现项目投资额、征地
拆迁、项目开工等全面过半。

麓景路南延线隧道工程
西主线提前 40 天实现贯通，
湘府路河西段快速化改造项
目在抓紧施工……走进湘江
集团各大项目建设现场，看到
的是一派防控有力、建设有序
的喜人景象。

今年，湘江集团重大项目

建设计划总投资 285.7 亿元，
其中政府投资 106.7 亿元，社
会投资 179 亿元。据介绍，该
集团对已开工建设项目，实行

“挂图作战”，强力组织协调增
加施工人员、施工时间和施工
作业面，加快建设进度；对新
建项目，将采取并联推进、容
缺受理、编审合一等方式，力
促开工提速；对征地拆迁、土
地供应、资金等保障要素，确
保协同推进。

湘江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对项目进展情况逐项
分解细化，确保时间到天、责
任到人，为全面完成全年重
点项目建设目标任务打下坚
实基础。

湘江集团“挂图作战”
力保“双过半”

今年重大项目计划投资285.7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杨晓黎 吴祥淼

外防输入，内抓管控。在乡镇卫生院、村卫
生室、村民家中……通道机动医疗专家组把

“办公场所”前移到乡村，第一时间排查风险、
消除隐患。

“优势医疗资源下沉，推动防控关口前
移。”通道侗族自治县针对基层医疗力量相对
薄弱、群众防控意识较为落后的现状，于 1 月
30日组建机动医疗专家组，确保疫病“早发现、
早检查、早隔离、早诊断”。

截至 3 月 9 日，通道保持新冠肺炎“零确
诊、零疑似、零漏诊”记录，专家组功不可没。

关口前移，确保第一时间上门诊断
23岁的粟恋雯是通道菁芜洲镇江口村人，

在武汉一家培训机构当老师。解除医学观察
后，按要求继续居家隔离观察。通道机动医疗
专家组坚持每天电话询问其身体状况，定期上
门回访复查。2月21日，专家组组长、县人民医
院院长助理武政德带队到粟恋雯家回访复查，
宣布解除其隔离，粟恋雯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县卫健局副局长、专家组领队王永平介
绍，专家组实行分片包干，指导乡镇卫生院发
热门诊规范化建设和运作，对发热门诊病例进
行筛查，对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进行培训、业
务指导，并对联系辖区内重点隐患对象上门跟
踪服务。

“每天都在路上奔波。”武政德说，24小时
待命，接到通知随时出动。下乡排查没有应急
车辆，王永平开私家车3天跑了1500公里。随
身带的记录本上，记录着每天回访情况。

巡回指导，规范乡镇医疗机构建设
在播阳卫生院，发热预检分诊处设置在医

院的最前沿，标识醒目，有医护人员值班，有单
独通道到达诊断室……卫生院院长吴光景说，
发热门诊设置规范得益于专家组指导。

“堵漏洞，提质量。”王永平介绍，专家组从
门诊设置、流程管理、防范管控等方面入手，对
全县19家乡镇卫生院发热门诊开展业务指导
和技术培训，并定期开展回头看，确保发热门
诊组织有序、人员到位、流程规范、设施齐全。

专家组巡回指导以来，共整改问题 20 多
个，开展培训30场300余人次，确保全县19家
乡镇卫生院发热门诊均达到建设标准，诊断一
般发热病人200余人次，极大降低了县人民医
院的压力。

担当作为，探索卫健服务新途径
在坪坦乡高步村，村民喜欢聚集一起晒太

阳聊天，专家组及时进行防疫政策和公共卫生
科普知识宣传，劝导他们解散回家。

截至3月9日，专家组开展宣讲400多人次，
劝散群众聚集性活动30余次，还义务开展其他
病例诊治80余人次。

“县里决定将机动医疗专家队伍固定下来，
常态化为老百姓服务。”怀化市委常委、通道县
委书记印宇鹰介绍，专家组上门服务形成长效
机制，乡镇医生、村医将参与进来，以提高乡镇
医疗水平，提高全县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活跃在侗乡
防控一线的尖兵
——记通道机动医疗专家组

湖南日报 3 月 11 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李钢
彪）“疫情防控措施到位没有？
员工是否全部排查？还有哪些
问题需要公安机关帮助解决
的……”3 月 11 日，常宁市公
安局宜阳派出所城北社区民
警、荣诚鞋厂“项目警官”雷禄
山早早来到厂里，察看车间防
控情况，了解企业相关需求。

实行“项目警官”制度，是
衡阳市公安机关的一项创新
做法，旨在对企业安全防护加
强指导和服务，助力复工复
产。衡阳市公安局根据“分级
负责、属地管理”原则，对龙头
企业、重点工程项目，派出局
领导、所队领导、社区和网格
民警对口联系，按照“一企业

（项目）一方案”要求，驻企业
点对点帮扶，摸排企业（项目）
涉疫情况，了解掌握企业（项
目）存在的实际困难，帮助查
找原因、分析研判，提出针对
性意见和建议，当好“参谋”。

“不仅要把企业‘护起来’，
还要让生产‘活起来’。‘项目
警官’提供的服务不仅停留
在公安工作现有范围内，他
们还传达帮扶政策、协调相
关部门，并利用公安资源为
企业‘借力’，实现服务最大
延伸。”衡阳市副市长、市公
安局局长胡志文介绍，截至3
月 11 日，该市已派出 499 名

“项目警官”，服务 641 家企
业，为企业解难题 154 个、办
实事101件。

“项目警官”助力复工复产

把企业“护起来”
让生产“活起来”

湖南日报 3 月 11 日讯
（通讯员 蒋振飞 见习记者
黄柳英）3 月 10 日，记者从永
州 市 市 场 监 管 局 获 悉 ，在
2019年全省市场监管工作公
众满意度调查中，公众对永州
市场监管工作满意度总体评
价为88.56分，居全省第一。

2019 年，永州市市场监
管局狠抓机构改革与监管
服务，被评为省文明单位和
市绩效考核、综合治理、意

识形态工作优秀单位。在全
国率先深化食品药品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在全省率先
开展市场准入涉照事项 104
项“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全
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还在
全省率先实行 12315 举报热
线“五线合一”，加强消费者
权益保护，全年共受理消费
者 咨 询 、投 诉 、举 报 16164
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316 万余元。

市场监管
公众满意度全省第一

湖南日报记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彭倩 熊惠

裁剪、拉布，一气呵成；缝纫机、锁边机
“嗒嗒”声清脆有力……3月9日，桑植县刘
家坪白族乡双溪桥村美达制衣扶贫车间
内，一件件成衣由工人们熟练地缝制出来。

“家门口就能上班，收入也不错。”来自犀
牛村的刘纪远说，他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他
曾在广东服装制衣厂工作10多年，今年春节
后，由于工厂尚未复工复产，他只能在家干着
急。听说扶贫车间招人，他赶紧去应聘，结果

被选中。“能赚钱还能照顾家里，多好！”他说。
“有经验，干起来也顺心。”同在扶贫

车间务工的刘春华以前在皮具厂和服装
厂工作过，现在干起老本行，心里也很高
兴。她说，家里种了好几亩柑橘，在扶贫车
间务工，两边都能兼顾。

据了解，这个扶贫车间是刘家坪白族
乡引进的首个扶贫车间，由张家界美达制
衣有限公司开设，生产、销售各类女性时

尚服装，产品主销南美洲等地区。
“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是我

们的初衷。”美达制衣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该公司致力于扶贫车间建设，以帮助贫困
户早日脱贫致富。

“扶贫车间建在村里头，群众致富有
奔头。”刘家坪白族乡党委书记龚召君表
示，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期，引进这样
一家扶贫车间，是全乡人民的一件喜事。

“能赚钱还能顾家，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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