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色种植
富瑶民
10月29日，新宁县

麻林瑶族乡大圳村，村
民在山林中采挖储存
的天麻。今年，该乡根
据山区特点，鼓励瑶民
发展特色种植，全乡11
个行政村种植七叶一
枝花、 白芨、 黄姜、天
麻、 尾参等药材800多
亩， 可为瑶民增收500
万元左右。

郑国华 郑远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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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张慧）今天下午，张家界至西宁航
线正式开通，这是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今
年开通的第10条航线， 两地空中距离只
需2小时。

两地首航由南方航空公司执行，每

周将有4趟航班。目前，张家界荷花国际
机场已与国航、南航、海航、东方航空、春
秋航空等16家航空公司合作，开通了至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高雄、香港等36
条航线，其中国际及地区航线6条，通达
城市36个。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代文军）10月27日， 民航中南局
专家组一行奔赴郴州高新区，对湖南湘晨
飞机工业有限公司研发的XY-100双人
联座自旋翼轻型运动航空器进行合格审
定，并给予充分肯定。

郴州是我省“通用航空”“通勤航
空”“通航小镇”3个试点市之一。近年
来， 该市抢抓机遇， 把通用航空产业
作为支柱产业来打造， 出台有关扶持
政策， 加快建设通用航空试点城市。

湖南湘晨飞机工业有限公司去年组织
专业人才，成功研制出XY-100双人联
座自旋翼轻型运动航空器。目前，该航
空器累计超过200飞行小时， 正在向
民航中南局申请合格审定， 待通过后
将批量生产。

湖南湘晨飞机工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谢成湘表示，进一步加快推进轻型运动类
飞机的研发设计、试航认证，建设通用飞
机制造工厂，打造年产销300架轻型飞机
标准化装配制造基地。

郴州加快建设通用航空试点城市

张家界至西宁航线开通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通讯员 韩思
敏 记者 周月桂）第四届中国（长沙）绿色
建材家具博览会（简称“建博会”）10月28
日在位于长沙城北的湾田国际开幕，会上
推出了“绿色交通、绿色物流”行动，推动
传统物流模式往“低投入大物流”转型，会
上还首次推出了湖南建材消费指数。

本届建博会上，湾田国际联合湖南宏
地新能源汽车运营有限公司、长沙众旺公
交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绿色交通、绿色物
流”行动，通过推行新能源公交、绿色货运
班车，打造市场与市场、市场与门店以及装
修小区宅配的绿色货运专线。 湖南湾田集
团董事长刘祖长表示，“绿色交通、 绿色物

流”行动旨在推动传统物流模式往“低投入
大物流”转型，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提高
资源利用率，减少流通环节的环境污染。

本届建博会首次推出湖南湾田建材
消费指数，该指数为湖南商学院教授柳思
维的团队研究成果。柳思维认为，湖南建
材价格指数的发布，可为行业主管部门制
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为建材产品生产者
和经营者提供市场信息，为消费者提供消
费指南。

本届建博会由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
业商会主办，省工商联、长沙市会展办指
导， 吸引了国内外5000多个建材家具品
牌参展，展出面积约6万平方米。

第四届建博会长沙举行
力推物流模式绿色转型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潘雅）今天，以“中部崛起‘天大’
事 北洋际会湖湘情” 为主题的天津大学
第十一届世界校友代表大会在湖南湘江
新区举行， 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中
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校长钟登华等领
导及来自世界各地近400名天津大学校
友代表参加。

会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省电力
设计院有限公司、 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7家长沙本土企业带来关于园区智慧能
源系统、 高抗干扰无线传输力学等多项技

术合作需求， 与天津大学有关科研人员进
行深入交流对接。当天，天津大学校友双创
联盟和天津大学最新技术成果正式发布。

钟登华表示，希望借天津大学世界校
友代表大会首次在中部地区召开的契机，
深化天津大学与中部6省对接， 输送更多
科技创新成果及优秀人才。

今年，湖南湘江新区围绕优势产业和
重点高校，通过产学研峰会、项目路演、成
果转化研讨会、 创客论坛等多种方式，开
展“智汇湘江 科创未来”系列活动，进一
步助推科研创新成果转化。

中部崛起“天大”事 北洋际会湖湘情
天津大学第十一届世界校友代表大会在湘江新区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人民调解员的工作舞台是谈判桌，他们常
常置身于矛盾纠纷的漩涡之中。“把公正公平
摆在心间， 依法调解， 所有的矛盾就迎刃而
解。” 这是怀化市鹤城区红星司法所的调解宣
言，今年42岁的所长潘存军感言，在基层司法
所已默默工作了19年，先后调处各种矛盾纠纷
2000余起，基层司法所只有不偏不倚、公平调
解， 才能赢得群众好的口碑。2017年10月26
日，在2016“感动中国之感动湖南”的颁奖典礼
上，潘存军成为了“感动湖南十佳人物”之一。
此前，他还在2015年获得了“全国模范司法所
长”的光荣称号。

时间再晚不迟去， 工作再忙
不耽误，事情再小不推辞

2016年6月，潘存军刚任红星司法所所长，
就赶上了辖区内外贸大院的老棚户区改造，房
屋产权归属复杂，纠纷特别多。令人意外的是，
他在10天时间内将矛盾纠纷调解到位，促进了
项目的进行。

今年2月17日， 红星司法所接到惠民社区
居民赵某申请，要求调解其与邻居刘某因漏水
引发的纠纷。原来,2月11日中午，刘某家疏忽
大意忘记关掉洗手间水龙头，导致水渗透到楼
下赵某家，造成经济损失5000余元。两家自行
商讨不成，以致关系恶化，无奈之下，赵某求助

于司法所。了解情况后，潘存军利用周末休息
时间将两家人召集在一起进行调解，经过几番
说合， 刘某愿意对赵某家受到的损失进行赔
偿，一个星期的邻里纠纷案终于有了结果。

此案的调解成功，维护了辖区邻里关系的
和谐稳定。在排查调处矛盾纠纷上，潘存军给
所里约法三章：时间再晚不迟去，工作再忙不
耽误，事情再小不推辞，长期坚持勤、快、早一
线工作法，将许多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矛盾纠纷在哪，工作阵地就在哪
在潘存军看来，矛盾纠纷在哪里，基层司

法所的工作阵地就在哪里。 但令他没料到，曾
经一次的工作阵地竟在一栋大楼的30楼楼顶。

这一次，辖区企业来电，称一名女子为讨
债爬上工地顶楼要跳楼。潘存军赶到现场问清
缘由，原来该公司一名股东以公司的名义向女
子借几十万元，现工程停工，借钱的股东不露
面，其他股东对借款一事不愿负责。女子爬到
楼顶以命要挟。看到已在楼顶的女子，潘存军
先上楼顶，与女子聊家常，经过7个小时终于将
其劝下。为了妥善处理债权问题，他连夜将债
务人及相关人员通知到场， 到凌晨3点终于促
成还款协议，使纠纷得以调处成功。

红星街道辖区内有两个市级医院，每年大
大小小的医患纠纷不少于60起， 每次纠纷，潘
存军带领着司法所的4名调解员及时到位调
解，稳定矛盾，使医患纠纷步入依法依规解决
轨道。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企业、医院等
不稳定因素呈上升趋势。红星司法所从细处着
手，强化一线纠纷调处联系工作。在潘存军的
多方奔走下，红星司法所还建立了重大疑难矛
盾纠纷快报程序，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
与联手，一年来，化解了十几起重大疑难社会
矛盾纠纷。

变“群众找上门”为“服务到家门”
今年3月， 红星街道诚信花园小区业委会

主任杨某，情绪激动地来到红星司法所反映情
况，称该小区花坛被挖开、树木被砍倒，居民对
此心怀抱怨。 潘存军带领司法所工作人员，立
即来到该小区实地查看。经了解，是建在花坛
内的排污管道及化粪池， 因管道老化堵塞，导
致污水外冒， 必须挖开花坛重新安装排污管，
因此双方对砍树、花坛被挖问题发生了激烈的
争吵。司法所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分别进行
了耐心细致劝说、平息双方情绪。提出了解决
方案后,居民唯一要求恢复绿化带原貌，得到
对方的肯定答复后，纠纷才彻底解决。

人民调解， 人民群众满意是唯一标准。红
星司法所牢固树立了司法为民理念， 为了更
有效化解矛盾纠纷，还特创了“便民免费法律
服务合同”“办事处、社区法律顾问”机制，主
动下基层搜集民众矛盾纠纷信息， 及时掌握
信息，变“群众找上门”为“服务到家门”，获得
了群众100%的满意率， 成为群众眼里的“明
星司法所”。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近年来，我省在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

中，不断加强基层的调解力量，促进乡镇、街道“大调解”工作体系建设，化解了群众身边一个又一个矛盾纠纷，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综合治
理和平安湖南建设。今天起，湖南日报推出《讲述基层司法所故事》专栏，看基层司法所如何化解矛盾纠纷、维护一方平安。敬请关注。

红星司法所：
群众眼里的“明星调解所”

讲述基层司法所故事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小刚 左卓林）为期两天的全省港
口电动港机装卸机械司机职业技能竞赛近
日在长沙新港码头落幕，这是我省首次举办
港口专业人员技能比赛。长沙集星集装箱公
司的罗小进、岳阳城陵矶新港的孙权、长沙
集星集装箱公司的彭海波分获前三。

此次大赛由省交通运输厅、 省人社
厅、省总工会、团省委主办，省水运管理局
承办。大赛旨在提高全省交通运输行业港
口技能人才队伍整体素质，确保港口企业
安全发展。共有来自长沙、岳阳、株洲、衡
阳、 常德具有集装箱运输业务的5支代表

队参赛。
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码头地面平台

上放置有一个20英尺的标准集装箱，集
装箱至门吊间用数个限高杆围成了一条
通道。选手们需操作装卸机，在8分钟内完
成取箱、限高限宽通行、堆箱等连续5个环
节作业。

港口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
外向度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我省积极对
接长江经济带，大力践行“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港口经济发展活跃。今年前三
季度，全省集装箱量达44.29万标箱，同比
增长70.56%。

集装箱装卸哪家强？

全省港口装卸机械司机“比武”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陈勇 通讯员
祝林书）10月27日，省减灾委办公室、省民政厅
下文，命名长沙市芙蓉区荷花园街道杨家山社
区等138个社区为“2017年度湖南省综合减灾
示范社区”。

创建和命名“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旨在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
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国家减灾委
员会关于加强城乡社区综合减灾工作的指

导意见》精神等要求，创新社区减灾工作方
法，调动和发挥社区居民、单位参与社区减
灾的积极性，扎实推进社区综合减灾组织体
系、工作机制、队伍建设、预案制度、物资装
备、宣传教育等各项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全
省综合防灾减灾能力。

按照《湖南省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管
理办法》 规定，“湖南省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的创建，须经基层社区申报，县、市民政部门

考察推荐， 省民政厅审核考评和公示等程
序，然后由省减灾委办公室、省民政厅进行
命名通报。

据了解，为了转变“重创轻管”倾向，省减
灾委办公室、 省民政厅下一步还将对已命名3
年以上的国家和省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进行
抽查，不合格的，按有关规定责令限期整改，经
整改后3个月内仍未达到标准的，撤销称号，且
5年之内不接受再次申报。

138个社区被命名为“2017年度省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