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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21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
员 张小菁 任彬彬）有研发投入的湖南企业请
注意：即日起登录湖南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
共服务平台，按照“一表一制度”填报方式进行
网络系统备案，有望获得我省研发财政奖补资
金。省科技厅表示，完成研发准备金制度备案
填报是企业申报研发财政奖补政策的必要条
件，网上备案的填报截止时间为2018年5月底。

据悉，为强化对实体经济的政策支持，推
动我省企业普遍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 有计
划、 持续增加研发投入， 今年初我省出台了

《湖南省支持企业研发财政奖补办法》。 此次
启动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备案工作， 意味着
该办法进入实质操作阶段。

凡在湖南省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和财务管理制度， 诚信
经营、依法纳税的企业，均可根据实际情况建
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 企业在备案截止时
间10个工作日后，可登录系统查看备案编号
及导出《2018年企业研发准备金及项目备案
登记表》，作为企业申报研发财政奖补政策的
必要基础信息。

据了解，奖补资金采取事前备案、事后补
助的方式， 由省财政按企业上一年度新增研
发投入的10%予以补助。 新增研发投入由税
务部门根据企业申报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数
据核定。 原则上， 单个企业年度奖补上限为
500万元。 此外， 综合考虑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产学研结合、鼓励企业积极争取享受研发
加计扣除政策等因素，将高新技术企业、建有
省级以上研发平台且考核优秀的企业、 首次
纳入奖补范围的企业等3类企业年度奖补上
限提高到1000万元。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记者 蒋剑平 通
讯员 罗亮红 吴继胜）3月20日， 我省贫困
地区新生儿重症救治的重要网络———全省
新生儿重症救治联盟在新邵县人民医院启
动。省卫计委、省儿童医院及14个市（州）部
分医院和全省48个贫困县人民医院的有关
领导和专家出席启动仪式。

为了贯彻省卫计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县
级医院能力建设通知精神，提高贫困地区新
生儿重症救治能力和水平，保障祖国下一代
健康成长，由省卫计委牵头、省儿童医院具
体负责， 在全省48个贫困县人民医院建设
标准化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并成立新生儿重
症救治联盟，形成以省儿童医院为龙头、48
个贫困县级医院为成员的新生儿重症救治

网络，健全重症新生儿救治与康复双向转诊
模式，确保重症新生儿得到及时、有效救治。

新生儿重症救治联盟成立后，将全面推
进县级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建设。根据计
划安排， 今年6月30日前，48个贫困县人民
医院将建立功能完善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同时，将在全省制定并推行统一的新生儿疾
病和重症救治的诊疗规范， 统一转诊标准，
探索新生儿重症预防与救治、康复紧密结合
的机制与模式，实现专家资源、技术服务、人
才培养的有机统一，有效降低新生儿的死亡
率与致残率。

启动仪式上， 有关专家就贫困县新
生儿重症监护工作开展学术讲座，进行业
务培训。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
讯员 张维夏）“他是医院有史以来最好的外
科医生之一， 感谢中国政府能派遣他来到我
们医院。”3月20日， 一封来自万里之外的塞
拉利昂中塞友好医院院长卡努所写的感谢
信， 被湖南省卫计委转送到了湖南省人民医
院。而被他点赞的“good� Chinese� doctor”，
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的普外科专家、 急诊
二科副主任，也是中国（湖南）第19批援助塞

拉利昂医疗队队员之一的熊邦文。
在塞拉利昂， 尽管中塞友好医院是最大

的综合医院， 但医疗设备简陋、 医疗资源紧
张，当地医生仅有2名。因此，救死扶伤的重任
大多压在中国医疗队的肩上。 熊邦文是队里
唯一的普外科医生。3月10日，中塞友好医院
收治了一名急性腹痛已3天、 神志不清的35
岁患者。由于病情紧急，院长卡努请熊邦文进
行紧急会诊。 经检查， 该名男性患者腹部隆

起，全腹压痛，反跳痛，已有感染性休克。由于
医院没有CT，诊断不能完全明确，且病人不
宜转运检查。危急时刻，熊邦文结合自身的临
床经验，判断患者可能是乙状结肠扭转，必须
马上手术。 术中发现患者乙状结肠扭转并坏
死，随后立即为其进行了坏死结肠切除术。经
过4小时的努力，熊邦文及其医护团队成功挽
救了该患者生命。

据悉， 乙状结肠扭转是一种极其严重的
急腹症，死亡率很高。这名危重患者的成功手
术， 是塞拉利昂成功开展的首例乙状结肠扭
转坏死+肠切除+结肠造瘘术。参与此次手术
的塞拉利昂医护人员十分激动， 表示学到了
许多有用的新知识。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记者 李传新）今
天是第18个“世界睡眠日”，主题是“规律作
息，健康睡眠”。省人民医院、省儿童医院等
医疗机构通过不同形式开展健康大讲堂和
义诊咨询活动，向公众传递健康知识，呼吁
大家关注睡眠问题，避免“黑白颠倒”的生
活，养成良好的作息规律，睡出健康生活。

据统计，我国内地工作人群中约有65%
的人存在睡眠障碍， 全世界每天约有3000
人死于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俗称
鼾症）。 睡眠障碍不仅严重影响着身心健
康，还增加交通事故的发生风险，我国约8
成重大交通事故与司机睡眠不足有关。由
于人们对睡眠呼吸暂停的认识不足，往往
容易被忽视。其实，夜间睡眠出现打鼾、憋
气都是睡眠呼吸暂停的症状表现。省人民
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肖旭平以《当

高血压遇上打鼾》 为题， 详细解析了打鼾
的原因、类型、危害、防治，以及打鼾和高
血压等疾病的关系。 肖旭平介绍， 睡眠障
碍与高血压、 糖尿病、 肥胖等慢性疾病有
着密切联系。 在睡眠障碍中， 最常见同时
也最危险的是睡眠呼吸暂停。睡眠呼吸暂
停最常见的并发症包括高血压、 糖尿病、
甲状腺机能减退症、 性功能减退、 部分心
绞痛、 夜间心律失常等， 严重的甚至会发
生脑卒中和夜间猝死。

另外，针对宝宝打呼噜的问题，省儿童
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护师彭湘粤提
醒家长一定不能小觑。宝宝打呼噜，除了影
响生长发育以外，还可导致听力下降、低氧
血症、面相变丑（腺样体面容），甚至引起智
力下降。一旦发现，家长要及时带宝宝上医
院就诊，查明病因，积极治疗。

湖南首次启动企业研发
准备金制度备案工作

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受理 5月底截止

我省建立贫困地区新生儿
重症救治网络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记者 余蓉）我省
高职院校单招已开始报名，统一报名截止时
间为4月9日， 符合高考报名条件并已报名
参加我省2018年高考（含对口招生考试）的
考生可选择考试时间不冲突的1至2所院校
报考。全省单招考试安排在4月份进行，各高
职院校必须在4月28日前完成。

今年，我省高职院校单招的招生规模进
一步扩大。省教育厅要求，全省各高职院校
单招规模原则上控制在本校上年度三年制
高职专科招生计划总数的40%以内， 其中，
单招计划已达到或超过本校上年度招生计
划总数40%的学校，单招计划不再增加。

单招考试按照“文化素质+职业技能”
要求组织。文化考试主要考查高中教育阶段
语文、数学、外语等基础科目知识，采用闭卷

笔试形式。其中，对于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
可组织文化考试，也可使用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

技能测试主要考查考生通用技术基础、
职业倾向和职业潜能等内容，可采用“闭卷笔
试”“面试”“实践操作考试”等形式组织考试。

单招报考设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对于
报考两所高职院校的考生， 按第一志愿、第
二志愿顺序录取。 拟录取名单须公示7个工
作日，由省教育考试院办理录取手续。考试
院审核备案后，由各高职院校发放录取通知
书。5月16日前完成全省单招录取工作。

单招录取的学生不能参加本年度统一高
考和普通高校对口招生考试，不得转学。特殊
情况需转专业的， 须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
有关规定在本校当年单招专业范围内转换。

省高职院校单招考试下月举行

“世界睡眠日”提醒你好好睡觉

非洲飞来感谢信
湖南援塞医生被点赞

爱水护河
3月21日，志愿者在湘江

衡阳市雁峰区河段清理岸边
垃圾。3月22日是世界水日。
当天， 南华大学土木工程学
院保护母亲河监护队的志愿
者开展净滩活动， 呼吁社会
各界节水、 惜水、 爱护水资
源，还自然碧水清源。

曹正平 屈红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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