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余名海外“高人”
在湘潭安了“家”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 （见习记者 肖

畅 通讯员 赵沙利）12月10日， 湘潭市海
外高层次人才联谊会（以下简称海高会）
正式成立， 百余名海内外高层次专家、学
者，各行业精英翘楚齐聚一堂，共叙桑梓
情，共商发展路。

海高会在湘潭市委人才办和市侨联的
领导下开展工作， 是由在潭创新创业或关
心、支持湘潭建设发展的侨界高层次人才自
愿组成的非营利性联谊组织。主要工作内容
包括为湘潭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出谋划策、建
言献策，加强海外联系、推动海外高层次人
才回潭创新创业等，目前共有会员130余人。

首任会长、国家“千人计划”人选、湘潭
大学教授李正说，“我们将扎实履职，把海高
会办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用我们的所学、
所长，助力湘潭的开放崛起、发展腾飞。 ”

常德环保部门责令
8家环评机构整改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肖洋桂 )今天，常德市环保局
发布消息称，8家环评机构因环境影响评价质量问题突出或违
规出借环评资质，被责令限期整改。

今年8月，常德市制定环评机构管理考核暂行办法，加强对
环评机构监管及业务指导。 近期，该市环保局组织专家，对今年
第3季度各区（县、市）环保部门审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进行
技术复核，发现7家环评机构在环评质量上存在突出问题，还有
1家环评机构违规出借环评资质。 为此，市环保局责令这8家环
评机构限期整改，3个月内提交整改情况报告。在规定期限内未
完成整改的，环保部门将暂停受理其编制的环评文件。

衡阳开展危化企业专项整治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刘慧云）今

日，衡阳市组织开展危化企业安全检查，对辖区内建滔化工、丰
联化工、 凯信化工等33家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安全整治行动，
严防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场所火灾事故发生。

在建滔化工有限公司，检查组听取了单位负责人关于消防
工作的汇报，实地查看了疏散通道、日常管理制度落实和消防
设施配置等情况，详细翻阅了灭火预案、消防安全制度、巡查记
录、微型消防站建设等台账资料。

“此次联合检查的范围为全市所有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
储存企业。 ”衡阳消防支队相关负责人说，检查内容包括排查危
化品生产车间、危化品仓库安全隐患，检查消防设施设备保养
和企业应急管理工作落实情况。 对发现的消防违法行为和重大
火灾隐患，立即责令整改，该处罚的处罚，该查封的查封，该停
业的停业，该拘留的拘留。

据统计，此次联合检查共排查出火灾隐患75处，当场整改
71处，摸清了全市危化企业安全生产现状。 下一步，衡阳消防支
队将持续开展隐患排查，不断强化红线意识，加大监管力度，防
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我省首个湘剧
传承基地挂牌

浏阳40位首届新乡贤获表彰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王文隆）今

天上午，“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活动
暨浏阳市金刚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成立大
会在金刚镇举行。 大会上，我省首个湘剧传
承基地、乡村振兴湖南省艺术家创作基地正
式挂牌。艺术家们在当地开展了送书画进万
家、送戏曲进万村等文化惠民活动。

在“守望互助”“崇文尚学”“热心公益”
“报效桑梓”等4个方面有突出事迹的40位浏
阳市首届新乡贤，集体上台接受表彰：李远
护用双脚丈量大山，用爱心温暖学子；邱少
求用一生钻研古乐，“活态传承” 创新非遗；
罗加辉一生无悔为公益， 只为爱涌浏阳城；
胡江平重教乐捐，自主创业富乡亲……

乡村振兴，文明先行。近年来，一大批
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时代楷模、最美人
物、新乡贤等先进典型在浏阳涌现，为培
育良好乡风，助推乡村振兴积蓄了巨大的
能量。 金刚镇围绕文化名镇建设目标，聚
力镇域精神文明建设， 一个个新乡贤和

“陈玉兰敬老爱亲基金”“雷锋超市” 和各
类志愿服务队伍闪耀湘赣边区。

� � � �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徐典
波 通讯员 白殿举 尹萍 ）今天，岳阳
市岳阳楼区东茅岭商圈综合党委成立
暨选举大会在东茅岭街道举行。据悉，
这是岳阳市成立的首个商圈党委。

岳阳市委“两新”工委办公室主任
陈书金表示， 东茅岭商圈综合党委将
强化党建引领，发挥服务功能，为商圈
内商户、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帮

助处理矛盾纠纷，协调解决困难问题，
促进商圈内行业和企业持续健康发
展。

东茅岭地处岳阳市主城区核心地
段，商圈人流集中、商贸繁荣、经济活
跃，年营业额超过60亿元，有个体工商
门店4000多个，“两新” 党组织直管党
员102名。

东茅岭商圈综合党委将对下属非

公经济组织党支部进行统一归口管
理，并以“巴陵先锋”党员活动日等为
载体，常态化开展党员示范岗、示范单
位、诚信经营、服务标兵等评选。 新当
选的东茅岭商圈第一届综合党委书记
李水平称， 将选择合适场地建设东茅
岭商圈党群活动服务中心， 为商户提
供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服务，助力民
营企业“抱团取暖”、发展壮大。

芦淞区让“有味”公厕
变成温情“驿站”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戴鹏）去公厕上厕所，不仅有
纸用，还有纯净水喝，冬天洗手有热水，雨天有伞借，手机能充
电……12月10日，记者走进株洲市芦淞区中心广场的“建宁驿
站”，一股暖气扑面而来。

据了解，今年来，芦淞区按照国家有关部署，加快推进“厕
所革命”，让“有味”公厕变成温情“驿站”。 目前，已建成两所新
型公共厕所———“建宁驿站”。

走进“建宁驿站”，里面不仅卫生纸、洗手液、烘干机，还有
免费WiFi、USB插座以及空调、热水等。 并引入“智慧厕所”系
统，对厕所进行智能除臭，确保里面无异味；电子显示屏上，跳
动着里面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数据。

同时，“建宁驿站” 创新设置了很多附加功能。 在厕所一侧区
域，设有小型便利店、小型就餐台、休息座椅等便民设施，还有免费
冷热直饮水、称重仪、急救箱、共享雨伞、图书“漂流角”等。

芦淞区还制定了《“厕所革命”（2018-2019年）实施方案》，计
划投入近4000万元，在全区新建“建宁驿站”32座、改造公厕32座，
实现全区公厕“数量充足、干净无味、实用免费、管理有效”的目标。

废弃药渣
“变身”生物质颗粒

全省首条中药渣自动化处理系统在浏建成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王文）废弃的中药渣还有没有
利用价值?近日，记者在浏阳经开区湖南华纳大天然药物有限
公司看到, 经过该公司的全省首条中药渣自动化处理系统处理
后，中药渣转换成生物质颗粒，可直接当作锅炉燃料使用。

湖南华纳大天然药物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中成药研发与生
产的厂家，已建成年处理能力5000吨的植提生产线，该公司主
要原料为中药材，提取后的中药渣属于固体废弃物。 公司工程
部负责人介绍，以前这些中药渣都是委托专业公司进行无害化
处理，处置成本较高。 去年9月，他们投资2000万元建设了中药
渣自动化处理系统，可将废弃的中药渣转换成可燃烧的生物质
颗粒。 该系统每天可处理废弃药渣40吨。

据了解，废弃中药渣处理，在全国中药制药行业都是一个
难题，通过废弃中药渣循环利用，既解决了药渣处理难题，又获
得了生产所需蒸汽热能。 该项目正式运行后，不但能满足企业
自身的需要，还可以打造成浏阳经开区的公共示范平台，承接
其他中药企业的药渣循环处理。

借力互联网解决“最后一公里”

祁东严查扶贫领域“微腐败”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国庆 李晓

军)12月7日，记者从祁东县纪委监委获悉，该县借力互联网力
量， 严查扶贫领域“微腐败”效果明显。

祁东县步云桥镇圆山村村民谭某， 曾因病被评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然而经省“互联网+监督”平台大数据比对，发现其名下疑似
拥有房产。 调查发现，去年4月，谭某在祁东县城玉合街道购买了一
套商品房，不符合建档立卡贫困户条件，谭某被清理出建档立卡贫
困户系统。 因识别不精准，工作责任不到位，步云桥镇党委对包村
镇干部熊某进行约谈，对该村党支部书记谭某进行诫勉谈话，对负
有直接责任的包组村干部匡某党内警告处分。

今年以来，祁东县纪委监委通过“互联网+监督”，建立脱贫攻
坚政策落实及村级财务公开监督平台，着力打造县、乡镇、村三级
监督网络，解决群众参与监督“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截至今年12月
7日，通过“互联网+监督”后台大数据比对，该县共发现扶贫领域问
题线索271条，县纪委监委向25个乡镇、街道进行问题线索交办。根
据核查情况，县纪委监委启动整改问责程序，给予相关责任人党纪
政务处分4人，谈话提醒批评教育95人，诫勉56人。

候鸟用脚来“投票”
———洪江市清江湖湿地

建设与保护见闻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蒋才明 唐辉

近日，漫步洪江市托口镇清江湖国家
湿地公园， 见成群的白鹭在水边嬉戏、啄
食。“以前在冬天，很少见到这么多水鸟。”
托口镇三里村村民黄费全说。

据介绍，清江湖国家湿地公园共有鸟
类13目38科102种。 除了白鹭，还有许多
过境候鸟如普通鵟、白骨顶鸡等，常在此
觅食繁衍，变成“留鸟”。

近年来， 洪江市加强湿地公园管理，
严禁电鱼、毒鱼、炸鱼等非法捕捞行为，取
缔非法捕捞工具，并大力开展“退养还湖”
专项治理，清退网箱3500余口，拆除拦网
近6万平方米， 对清江湖主干流两岸11家
规模养殖场予以关停拆除。 同时，每年在
清江湖放流鱼苗40万尾以上。

省林业局湿地保护专家薛萍介绍，近年
来，洪江市对清江湖水源水质、水岸生态、野
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
施，野生动植物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加。

随着很多鸟类“安家落户”，清江湖初现
“水清岸绿、鸢飞鱼跃”的美景。 这也是鸟儿
“用脚投票”，选择清江湖作为其栖居地。

。 。 。 。!"#$ %&' "#$%( $) &
*+, %- &'./0123456
789:;<=>?@:$A012
BCDE567FG012HIJ
KL9MNONPQRESTU>6
V?@$WXYZ[\6]^_`

!!?@4abcdefg dh
?@b4ai'012HIJ ($
j$ klmn ")*)+&( opqrs
t` MQklmn ',(-'* opq$
OQklmn '',-"( opq$PQ
klmn '',-"( opquv w4a
axyz${|}~�ax�v ��
�?� ")', ��v

"! t����������
�� ����s��������
���v����� ¡��$¢�

�£L��v
#! dh?@¤¥¦S§�?

@p¨$6V��$�©ª«¬®
&�«�v

$!¯°±²�³´µ-¶v d
h4a?@¤¥b·¸4¹�º�
»¼½?@¤¥¾¿$ ����'
",$' ( $" ) $" *À ",$% ( $ )
" *Á?@67|6<ÂÃ?@¤
¥¾¿$ÄÅÆÇm��g ��²�
³È ",,��$ÆÉ��²�³b´
µ-¶È ",$%( $) "* $.`,,g

%!4ÊËÌg ÍËÌ$����
�ÎÏ&ÆÉ��²�³ÁÐ&Ñ
Ò$ºÓ��Ô¿b$ÕÖ×ØÙ?
@YÚ67X/ ",$% ( $ ) " *
$.`&, Û®Üs��4Êg

&!s�Ý»6]b[\g ��
���ÞÜßàádh¤¥4aW
â$ Ä·ãäådh?@¤¥¾¿
Fæ·¸4¹�º�»¼v çÅÆ
����b$ èéAdh¤¥4a
bWêëì;$ Äímîï?@¤
¥¾¿Fæ»¼v

'()*",.&)/*&.).&%。 。
。 。 。 。 。 。 。 。 。 。 。 。 。 $&','((.."& ð

$)''*)*"'"& ñ
+(,-" 012HIJ34

567|69O9d67|6<
./01234" ÕÖ×ØÙ

?@YÚòó6701.67
526"DRô>01õHö>
17"$%$$。 $,".。 ,%$,。,,,(。 "'&

89:;<=>?@AB
",$' C $" D $, E

!"#$%&'()*+,-./0123456789:

1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雅文 2018年12月11日 星期二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徐亚
平 见习记者 吴广 通讯员 屈艳 康
云华）12月7日， 岳阳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对岳阳市中心城区酒类门店展
开专项监督检查行动， 打击销售中的
违法行为,今年来，该市酒类稽查已立
案85起。该局主要负责人称，岳阳实施
食品药品安全战略， 防控食品药品安
全风险，今年实现了食品药品安全“零
事故”。

近年来,岳阳市出台《关于加强食
品安全工作的意见》《2018年岳阳市食
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明确食品安全
专项督查机制、问责方式，完善食品安
全责任体系；提升各县（市、区)年度绩

效考核中的食品安全工作权重至3%，
强化督查考核结果运用。 今年组织食
品安全宣传周、 安全用药月等活动80
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7万余份，促使
群众知晓、参与、践行食品药品安全。

该市强化风险防控， 筑牢安全防
线。紧盯学校、午托机构食品安全和婴
幼儿辅助食品、自制药酒等方面，开展
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今年1至11月，共
检查食药生产经营主体11.2万余家
次，排查处置各类隐患问题7007个；对
企业开展风险和信用等级评定， 加大
对信用等级较差企业的监管频率，责
令有严重违法行为的企业退出市场。

岳阳市严查食药风险源头， 经常

开展兵团作战。 食药、公安、教体、卫计
部门联合开展“护苗”“护老”“护康”等
专项行动。 3月，市食药局与教体、卫计
部门联合督查， 发现临湘市二中食堂
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当即下发整改通
知。 据统计，全市前3季度共立案查办
食品药品违法案件1364件， 同比增长
29.3%。

同时,实行政企联动，守住食品药
品安全底线。 该市加大本地药企产品
在医疗机构销售的协调力度， 针对地
方特色食品存在的突出问题， 联合龙
头企业开展科研攻关， 指导企业改进
工艺，提高产品质量，解决困难问题29
个。

� � � �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肖祖
华 蒋剑平 通讯员 孟天笑 李文娟 ）

“环境干净整洁，医生、护士耐心细致。
感谢你们，让我这么快好了！ ”日前，来
自隆回县偏远山区的患者马素丰在邵
阳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住院一周后，
经医护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 高高兴
兴出院了。

为更好服务患者，近年来，邵阳市
中心医院强化党建工作,开展“党员靠
前，服务贴心”活动。 该院创新党组织
设置模式，将原来按片区设立的5个党
支部改设为6个党总支、34个党支部，
选配党性强、作风正、政策水平高的科
室主任担任党支部书记， 并将党支部
目标责任与业务工作相结合， 做到党

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
考核，把党建“软指标”转化为让患者
受益的“硬指标”，受到患者好评。

今年， 该院又对党建工作提出新
要求， 在邵阳市首创党支部书记持证
上岗制度， 大力推进基层党组织“五
化”建设，强化党务公开、党内监督、工
作约谈等制度，杜绝行医过程中“微腐
败”现象。 同时，开展“点亮微心愿、温
暖患者心”公益活动，已认领并帮助患
者实现微心愿41个。

在此基础上，该院各基层党
支部结合自身业务， 以党员为
主、全科室参与，开展形式多样
的主题党日活动。 今年来，各级
党组织共开展主题党日活动32

次，凝聚力量、激发活力，推动了医院
作风大转变、 服务大提升、 效能大提
高。 为逗患儿开心，美女护士秒变“服
装设计师”；两保洁员拾得万余元现金
交还失主……在该院发生的一个个感
人故事，在患者中和当地广为流传。 该
院党员还带头采用新技术，如以“无声
对白”助聋哑产妇顺产、运用3D打印技
术辅助人工全膝关节置换等， 取得良
好效果。

防控风险 严查源头
岳阳实现食品药品安全“零事故”

党员靠前 服务贴心
邵阳市中心医院强化党建开展贴心服务

助力民营企业“抱团取暖”
岳阳成立首个商圈综合党委

发展种养 助农脱贫
12月8日， 新晃侗族自治县鱼市镇华南村， 养殖户姚本鑫（右） 和儿子一起将客户预订的生态鸡宰杀后打包发出。 今年初，

湖南日报社帮扶工作队进驻华南村， 帮助该村成立华南真诚种养专业合作社， 鼓励村民发展养殖业， 全村群众共养殖生态土鸡、
土鸭10万余羽， 土猪1000多头， 放养新晃黄牛200余头。 目前， 已有47户182人脱贫。 田超 袁礼成 摄影报道

退休职工热心扶贫
通讯员 何云雄

12月9日，阴雨绵绵，寒风料峭。 在江
永县源口瑶族乡黄金山村，县民政局退休
职工贺东寿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来到他
的结对帮扶户陈松林家里。

近年来，江永县民政局对口扶贫黄金山
村，通过政策落实、因贫施策，黄金山村于
2017年实现了整体脱贫。 为了巩固脱贫成
效， 县民政局40多名干部职工继续结对帮
扶。贺东寿是6级伤残退伍军人，可他一直牵
挂着帮扶对象。

贺东寿说，去年5月，他带着贫困户到
其他乡镇的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参观，开阔
了大家的眼界：“咱们先小规模养殖肉兔，
本钱我来出。 ”参观回来，贺东寿的提议一
拍即合，养兔计划立即实施。贺东寿介绍，
兔子繁殖快， 一只母兔每年至少产崽30
只，肉兔价格稳定每公斤24元以上。

“明年要扩大养殖规模，保持母兔100
只以上，同时为村民提供兔种，传授养殖
技术，带动村民养殖。 ” 陈松林欣慰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