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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李钦 曾宪志

眼下，正是炎陵黄桃上市的季节。
7月19日一早，炎陵县协成村驻村帮扶
工作队队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李虹来
到村里的黄桃基地，帮村民采摘黄桃，
发往外地。

从不认识韭菜苗的城里“娇姑娘”，
到现在插秧、犁地、采摘等农活样样精
通，自开展驻村帮扶以来，李虹跟村民
们打成一片，把自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

“村姑”。
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

在炎陵县脱贫攻坚的战场上，目前有14
名村（社区）党支部书记、13名驻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22名帮扶队员是女性。这群

“姐姐”乘风破浪，勇挑攻坚重担，用柔弱
的肩膀扛起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任，谱写
出“巾帼不让须眉”的动人篇章。

现代“花木兰”敢啃“硬骨头”

7月17日，沔渡镇上老村贫困户兰
秋珍家一股菜香味扑鼻而来。正在炒
菜的是驻上老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余永红。

兰秋珍和儿子都患有智力障碍，连
银行取钱都不会，是脱贫攻坚中的“硬
骨头”。余永红主动结对帮扶，经常买
菜做给兰秋珍一家吃。时间长了，兰秋
珍对余永红越来越亲。

从2016年开始，余永红到上老村开
展驻村帮扶，走遍了村里的山山水水，
村民大小事都要找余永红说一说。村
里80多岁的杨新棋常年独居在家，房子
已成危房。余永红帮他选址，申请危房
改造资金，建起了新家。新房落成后，
杨新棋逢人便夸：“余队长真是个‘实心
人’，比我女儿还要亲。”

驻村帮扶只要用情用心，自然就会
赢得群众的点赞。炎陵县委党校副校
长万莉萍到鹿原镇金紫峰村担任驻村
帮扶工作队队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后，不久就遇到了一个“难题”。

当时，县里组织开展脱贫攻坚突出
问题大整改行动，要求清退不符合条件
的贫困户，这是得罪人的工作。

迎难而上。万莉萍带领驻村帮扶
工作队，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逐家
摸排、逐户调查，最终清退出9户，新纳
入建档立卡贫困户6户。不仅没有得罪
人，还消除了村里的“红眼病”。

十都镇车溪村党支部书记江小娟，
被村民亲切地称为“挎包书记”。她总
是随身挎着一个包，里面装着脱贫攻坚
的资料，还有她每天都要服用的药。脱
贫攻坚以来，江小娟带领贫困群众发展
产业脱贫致富，全村50户贫困户160名
贫困群众顺利脱贫。今年2月11日，她
突发心源性疾病，生命永远定格在这一
天，也定格在她帮扶的村民心中。

“女子本弱，扶贫则刚”

李虹是株洲市工商联二级调研员，
一直在城市工作，是朋友口中的“弱女
子”。

2018年，李虹来到炎陵县水口镇协
成村驻村帮扶。协成村由三村合并而
成，村情复杂，脱贫难度大。

驻村帮扶，首先要跟村民打成一片。
李虹见村民们出行多数都骑摩托车，她便
买来一辆摩托车，骑着摩托车走家串户。

“庄稼汉”不能说外行话。原本连韭菜苗
都不认识的她，如今，不仅学会了当地方
言，还学会了黄桃、柰李、酥脆枣的种植方
法，成了能说能练的“好把式”。

2017年，炎陵县统计局副局长余建
斌接到到垄溪乡茶垅村驻村帮扶的任

务。这一年，正值余建斌女儿参加高
考，正是需要她陪伴的关键时期。余建
斌没有一丝犹豫，义无反顾地来到茶垅
村。

“妈妈，这个周末能不能来看我。”
在备考的关键时期，余建斌经常接到女
儿打来的电话。电话这头，余建斌含着
泪告诉女儿：“这个周末，妈妈还要加
班。”

电话中，通情达理的女儿跟她约
定：我们一起努力，分别在脱贫攻坚和
高考的考场上考出好成绩。在余建斌
的帮扶下，茶垅村提前脱贫出列，余建
斌也兑现了跟女儿的约定，在脱贫攻坚
的考场上考出了“高分”。

“俗话说‘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其
实，应改为‘女子本弱，扶贫则刚’。”7月
19日，船形乡分管扶贫工作的副乡长段
丹笑着说。段丹在船形乡贫困群众中
知名度颇高。她带着孩子扎根乡村开
展帮扶，村民们深受感动，送她一个亲
切的昵称：奶娃干部。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炎陵
县已成功脱贫摘帽。在炎陵县脱贫攻
坚的战场上，这群“姐妹花”带领贫困群
众开出了一朵朵美丽的“幸福花”。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通讯员 黄
浔 石珊 记者 孟姣燕)为不断提高依
法行政和依法执法能力，我省近日转
发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将医
保管理服务协议统一纳入行政协议管
理的通知》，明确将医保管理服务协议
统一纳入行政协议进行管理。

《通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将
医保管理服务协议统一纳入行政协议
进行管理，认为医保管理服务协议系医
疗保障部门为了实现医保行政管理职

能和公共服务目标，与相关医药机构协
商一致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
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
第一款第十一项(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
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
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
补偿协议等协议的)规定的行政协议。

《通知》要求各地统一思想认识,
加强部门协同，规范协议管理，创新管
理手段，完善救济渠道, 提高依法行
政能力，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周闯 吴思）湖南知识产权
事业发展态势稳中向好。省市场监管
局今天披露，上半年全省申请专利
49771件，同比增长10.99%；专利授权
34063件，同比增长35.66%。截至6月
底，全省发明专利拥有量50651件，每
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7.32件，PCT
专利申请（国际专利申请）214件。

统计显示，上半年全省职务专利
申请、非职务专利申请各占申请总量
的 70.44%、29.56%，同比分别增长
7.71%、19.67%。在申请的职务专利
中 ，工 矿 企 业 25361 件 、大 专 院 校
8625 件、机关团体 558 件、科研单位
515件。

企业创新意识增强，创新主体地
位提升。上半年全省有专利申请的企
业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新增880家，

达4660 家。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
司、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的发明
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三；中国航发南方
工业有限公司、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
限公司的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三。

大专院校受疫情影响推迟复学复
课，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9.11%，在
全省专利申请量的比重减少 3.81%。
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排名前三的
大专院校是：中南大学、中国人民解放
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湖南大学。

从地区分布来看，长沙、株洲、衡
阳、邵阳、湘潭专利申请和授权位居全
省市州前列。截至 6 月底，长株潭地
区有效发明专利共40122件，占全省
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的79.21%，其万人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26.21件。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屈啸）记者今天从省工信厅获
悉，我省工业互联网App（以下简称工业
App，均包含工业软件）已达 12974 个，
相比 2019 年底增加 2194 个，为疫情防
控和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

工业App，就是满足特定需求的工业
应用软件。目前，我省各类型工业互联网
平台超100个，为工业App的开发培育提
供了良好环境。今年以来，面对疫情防控
和企业复工的迫切需要，树根互联、中电
互联等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加快打

造应用于建筑施工、医疗保障等场景的专
用型工业App。中电互联推出工业电商
App，助力集采集售业务、数字微菜场智
能货柜业务、数字医疗业务落地应用，连
接起医疗和生活保障物资供应链，打通民
生工程“最后一公里”，得到国家相关部门

肯定。
重点行业、企业及工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成为工业 App 开发应用的主力
军。三一根云、用友精智、中南智能等
平台均部署1500个以上工业App，列入
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计划的48个

平台共部署工业App超1万个。其中，
湖南中南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作为我省
培育工业App最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在汽车、铸造、水泥等特定工业应用场
景已开发新型工业App达2055个。从
整体来看，工程机械、装备制造、冶金等
行业企业及平台的工业 App 开发应用
情况较好。

软件技术为制造业赋能、赋智、赋
值，全省工业App创新应用企业的关键
业务环节工业技术软件化率超32%，规
模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
率达73%。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记者 徐亚
平 通讯员 欧阳林 胡清）今天上午，长沙
经开区汨罗产业园内，7个重大产业项目
集中投产，汨罗市飞地工业园招商引资、
产业项目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这7个项目分别是优冠体育设备制
造、领建科技新材料生产、格润德润滑油

生产、精斯诚人防设备生产、汇杰重工整
机生产、万鼎机电制造、年产200辆星通
泵车整车生产，涵盖工程机械、汽车制造
等领域，共计投资15.71亿元，预计可年
创产值26.5亿元、上缴税收8800万元。

长沙经开区汨罗产业园，由长沙经
开区和汨罗市合作共建，是全省首个正式

实施的跨市合作飞地工业园。它是长沙
经开区的配套园区，主要发展长沙经开区
工程机械零部件配套产业，目前已引进产
业项目30余个，现有投产企业17家，在
建项目12个，其中工程机械配套企业15
家，上游企业涵盖三一集团、中联重科、山
河智能、上海大众等。

湖南日报记者 金慧 通讯员 陈柄丞

“吴赣药业，得分 2189 分，平均分
87.56分；德赛电池望城智造产业园，得
分2170分，平均分87.04分……”经过
一天半的实地观摩，7月17日下午，望
城经开区举行“2020 年半年度项目讲
评会”，25位评委现场对观摩的28个项
目打分，最终评选出了上半年“十佳建
设项目”，现场晒出了“红黑榜”。

这是该园区今年来首次以项目集
中观摩的形式，通过“路上看、点上听、
现场评”，全面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切实
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堵点和痛点，助力项
目建设再提速。

获得十佳项目建设最高分的是吴
赣药业项目，该项目是最早落户园区二
期的企业。2019 年 4 月动工，同年 10
月完成了7万平方米的建筑封顶，为协

助项目建设克服疫情带来的困难，园区
安排了 3 名干部联点服务，攻坚克难，
目前已顺利完成了设备安装，正在二期
建设中。“基本上每天都要接100个左
右的电话，都是项目建设过程中需要调
度和解决的问题。”负责联点吴赣药业
项目的园区干部李检说。

项目是园区发展的生命线，也是决
胜未来的强支撑。据了解，1至6月，望
城经开区74个新建项目中有48个实现
了开工，开工率达到65%；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122.23亿元，同比增长16.35%;社
零销售46.08亿元，同比增长27.37%；规
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7%，税收同比
增长18.15%，各项经济指标增速明显。

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望城经开区提
早布局、超前谋划，派出免费大巴接返岗
员工复工，密集调度企业复工需求，为企
业主动争取防疫物资，用“望城速度”为

项目建设赢得了时间和转机。
在帮助企业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

中，园区着力推动“长沙26条”等系列惠
企政策落地，与望城区共同出台“望十
条”等系列政策并兑现落实，设立“复工
复产政策兑现专窗”、水电气“欠费不断
供”等措施，真正找准了企业痛点，实现
了精准施策。据统计，上半年，园区组建
专业人力资源服务团队累计招聘劳务用
工1.2万人；建立银企对接平台，促成授
信70亿元；推出助保贷、风险补偿基金，
帮助企业融资 16 亿元；组织企业参与

“四零”采购，促成交易额近10亿元。
望城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周剀表示，

三季度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
黄金期，园区上下将保持定力，克服疫
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按年初目标坚决
落实各项计划，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为
长沙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攻坚路上，“姐姐们”乘风破浪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唐
星波）湖南公路治超将加
速由“人海战术”向“科技
治超”转变。记者今日从
省治超办了解到，我省将
加大科技投入，首次在农
村公路推广应用不停车超
限检测设备，加快整治农
村公路超限超载顽疾。

据省政府办公厅近日
出台的《湖南省深化农村
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
施方案》，湖南将聚焦解决

“四好农村路”建设中“管
好”“护好”的短板问题，加
快建立农村公路管理养护
长效机制。

按方案，县级人民政
府要将农村公路路政管理
作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重
要内容，在农村公路重要
出入口及节点位置科学合
理设置不停车超限检测设
备，强化农村公路治超执

法，彻底整治农村公路超限超载顽疾。
不停车超限检测，是指在主要路段利用

科技手段设备，自动记录收集车辆违法超限
超载相关证据信息的模式。目前，我省的不
停车超限检测设备主要设置在货车流量较
大的国省道。

7月初，国道G536线益阳市梓山东路
K142+00M处，应用了益阳市首套不停车
超限检测设备。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介绍，过去，执
法人员执法要在路面拦车、设卡、检测，该
设备投入使用后，行驶车辆不停车就能

“称重”，执法效率显著提升。

湖南将医保管理服务协议
纳入行政协议管理

上半年湖南申请专利近5万件
同比增长10.99%

上半年全省新增
工业App2000多个

规模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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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哪家强，园区晒出红黑榜
望城经开区举行上半年项目集中观摩讲评会

汨罗“飞地园”7个重大产业项目集中投产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记者 邹
靖方）今天，中国新经济研究院联合支
付宝发布 2020《余额宝 90 后攒钱报
告》显示，疫情之下，90 后更爱攒钱
了，2020 年上半年 90 后人均攒钱金
额比2019 年增长近4成，平均不到4
天要往余额宝存一笔钱。

根据支付宝数据，90后有为目标
攒钱的习惯，其中，旅行作为攒钱目标
的用户最多。因疫情不能出游，许多
90 后在攒钱为后面的旅行做准备。

有了目标之后，90后更倾向于平日一
笔一笔的积累。报告显示，6成90后
平均每笔攒钱金额在20元以下，“又
攒了一杯奶茶钱”成为年轻人攒钱新
习惯。

南方人精打细算的品质也反映到
了攒钱上。报告显示，90后攒钱金额
和攒钱人数前十的城市中，南方城市
占 8 成以上，南方 90 后攒钱意识更
强。据了解，在此排行中长沙位居16
位。

支付宝发布
2020《余额宝90后攒钱报告》

每4个90后3个用余额宝攒钱

产业项目建设年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记者 邹
靖方）为助推我省电影产业复工复产，
丰富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天省总
工会、省电影局联合开展“湘观影”全
省职工观影活动。

此次观影券的发放对象为，全省
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会，央企、中央
驻湘企业工会。今年已经发放观影券
的单位不能重发。本次观影券购发是
按照《湖南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
实施细则》的规定发放的，各单位工会
可根据本单位经济状况和预算安排，
量力而行。此次购买观影券的经费来
源是基层工会经费。工会经费不够，
可按照《湖南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
理实施细则》的规定，申请行政补助。

观影券由基层工会统一购买，以
电子券的形式发放给工会会员。观影
券由若干张25元的电子兑换券组成，
总额不超过 200 元每人。会员观影
时，单次使用张数不限，观影券的有效
期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各电子
支付平台自2020年7月20日起开放
观影券购发通道。目前，已公示电子

支付平台包括：湖南电影通、猫眼影
业、和包支付、银联云闪付。

记者从“湘观影”活动实施细则了
解到，全省各基层工会组织将积极参
与本次活动，根据自身实际到符合要
求的电子支付平台购买电影票劵，组
织实施电影票劵的发放工作。参与本
次活动的工会会员，可持有效电子电
影票劵到对应的电影院兑换任意场次
的电影票观看电影。全省各基层工会
在活动期间，可组织本单位工会会员
到各影院开展集体观影活动，集体观
影消费可单独列支。

活动期间，援鄂抗疫医务工作者，
县级以上劳动模范、道德模范可携带
一名家属到全省各影院免费观看任何
场次、影厅的电影，不限次数。援鄂抗
疫医务工作者，县级以上劳动模范、道
德模范到影院观影需主动提供相关证
件（身份证明、获奖证明原件或手机拍
照均可）。全省各影院不得以任何借
口、理由拒绝援鄂抗疫医务工作者、劳
动模范、道德模范免费观影，要为他们
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抓农时
战“双抢”

7月18日，道县万家庄街道下六洲村，村民在收
割早稻。近日，该县早稻陆续成熟，当地农民冒着酷
暑，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开启一年中最繁忙的“双
抢”季。 蒋克青 摄

▲ ▲（上接1版）

科学调度水工程，拦洪
错峰削峰

科学调度水工程，充分发挥水工程
拦洪错峰削峰作用，是打好防汛救灾攻
坚战的基础。

在防御 6 月 28 日以来的暴雨洪水
过程中，截至 7 月 12 日，省水利厅累计
48 次调度五强溪、江垭、皂市等大型水
库，调减了沅水、澧水、资水入洞庭湖的
洪量，缩短了洞庭湖水位超警戒、超保
证时间。

省水利厅副厅长、省应急管理厅副
厅长罗毅君介绍：“我们抢在降雨前，把
江垭水库出库流量加到2400立方米每
秒、皂市水库出库流量加到 2000 立方
米每秒，充分运用河道行洪，释放上游
超额洪量，待溇水、渫水洪峰到达后，通
过江垭水库、皂市水库尽力拦洪削峰，
为下游削减洪峰4700立方米每秒。”

统筹“一江一湖四水”联合调度，充
分发挥工程拦洪错峰作用，尽最大可能
避免洪水恶劣遭遇。在水利部和长江
委 的 大 力 支 持 下 ，三 峡 水 库 出 库 由
35000 立方米每秒逐步减至 19000 立
方米每秒。与此同时，省水利厅调度五
强溪水库，将18000立方米每秒的出库
流量减至 5000 立方米每秒，全力为洞
庭湖拦洪，尽可能减少入湖洪量，降低
洪峰水位，缩短高洪水位时间，最大限
度发挥了工程防洪效益。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17日晚我
省又有新一轮暴雨过程。省防指考虑
到三峡水库此时将持续加大泄量，为最
大限度保障洞庭湖区防洪安全，连日精
细调度五强溪、凤滩水库减小下泄流
量，江垭、皂市、柘溪水库全部关闸，共
同拦蓄上游洪水。据初步预算，7月17
日至 24 日，入洞庭湖洪量累计可减少
26.8亿立方米，相当于当前水位下的洞
庭湖涨水1米的洪量。

调集各方力量协同作战，
专业队伍作用突出

当前，我省防汛仍保持全省三级应
急响应、洞庭湖区二级应急响应的状
态。省防指先后派出由成员单位领导
带队的43批次工作组，赴洞庭湖沿线县
市区等防汛一线检查指导，帮助基层协
调解决实际困难。

洞庭湖水位全面超警戒以来，省防
指协调调集省军区、武警湖南总队、湖
南消防救援总队和省级专业救援队伍
等各方力量，先后出动1.6万余人次，同
时市县乡村各级每日有近20万名干部
群众奋战在千里水线，果断处置了 350
多处各类险情。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在今年的防汛
救灾中积极发挥主力军作用，奋战在风
口浪尖第一线，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湖南消防救援总
队总队长高宁宇介绍，目前，湖南消防
救援队伍是“两个战场”双线作战，一个
战场是省内的全水域抗洪抢险，另一个
战场是按应急管理部统一部署，增援江
西开展救援行动。

截至7月20日8时，全省消防救援
队伍在省内共完成各类抗洪抢险救援
任务206起，营救疏散群众2070人，抢
救财产价值 6549 万元，保护财产价值
1.91 亿元。目前，还有长沙支队 136 人
在常德前置；株洲、湘潭、怀化、训保支
队共120人在岳阳前置。

7月15日，常德市城区护城河建设
桥机埠20多平方米的内河区域，陡然出
现6个翻砂鼓水点。险情发生后，常德
市防指调集1200多名民兵、抢险队员，
130 多台大型机械、5000 多吨物资，紧
急抢险。省防指前置的100多名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也火速驰援。各方力量
协同作战，经过近 10 个小时的艰苦鏖
战，险情最终得到控制。

“车船代仓”调度物资，
赢得抢险时间

进入主汛期以来，省防指从省级库
紧急调拨编织袋 175.2 万条、彩条布
142.6 万平方米、土工布 2 万平方米，支
援洞庭湖区抗洪抢险。同时，通过大力

争取国家支持，国家防总已紧急调拨编
织袋200 万条、彩条布150 万平方米支
持我省抗洪抢险。

各地积极贯彻落实省防指的“以车
代仓”“以船代仓”指令，将以往定点储
存的防汛物资，直接装船上车，部署到
险情易发区和重要防洪工程周边，枕戈
待旦，争分夺秒保障防汛物资供给。

抢险刻不容缓，砂卵石等防汛物资
调运到位的速度，往往是决定抢险成败
的关键。作为抗洪抢险“老师傅”，华容
县水利局副局长陈广军对“车船代仓”
的快速高效感触颇深。他说，以200吨
防洪物资为例，以前从定点仓库运送到
防洪大堤，路途周转常常需要花费半天
甚至一天的时间，现在“车船代仓”，大
多数情况下不到一个小时就可到位。

根据灾情，省减灾委适时启动自然
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2次、三级应急
响应1次，先后派出20多个救灾组赶赴
一线指导，下拨和即将下拨救灾资金1.9
亿元，发放帐篷、毛巾被、折叠桌椅等救
灾物资47185件到重灾区，确保灾区生
产生活秩序尽早恢复。

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紧急调运物资支援湖南防汛救
灾。7月13日下午，在位于长沙市的中
央救灾物资长沙储备库，省应急管理厅
将应急管理部下拨湖南的救灾物资及
时装车发往常德、自治州等地，确保受
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
安全住所、有病能及时医治。

科学调度战高洪

湖南开展“湘观影”活动

工会请职工看电影啦
援鄂抗疫医务工作者，县级以上劳动模范、

道德模范可免费观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