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公安英雄故事漫画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李珈名 2019年1月11日 星期五
经济·政治 05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 � � �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余艺）记者今天从省文明办获悉，中央
文明办发布了2018年12月“中国好人榜”，共
有108位群众身边好人入选，湖南有杨晓军、
李新彩、骆雄、易冉、柳维新等5人上榜。

怀化市志愿者协会执行会长杨晓军获评助
人为乐“中国好人”。10多年来，杨晓军致力于发
展怀化的公益事业，先后参与了资助贫困学子、
关爱空巢老人、救助脑瘫儿童、“儿童五防”安全
课程等公益项目，给弱势群体送去温暖。

郴州苏仙区居民李新彩获评诚实守信
“中国好人”。74岁的李新彩，佝偻着背，身高
不到1.5米。她因长年劳累患有严重的骨质增
生，走路时需一只手撑扶着大腿。但自2017
年2月邻居张满英生病瘫痪以来，她坚持每天
义务照顾。她总是说：“承诺的事，再难也不能

失信。”
骆雄、易冉获评敬业奉献“中国好人”。骆

雄是双牌县税务局局长， 在他带领下，5年来
双牌县税务局一直保持税收执法“零过错”
“零复议”“零诉讼”“零违纪”“零赔偿” 的记
录。1982年出生的易冉，2000年进入中车长
江株洲分公司。她把女孩子最美丽的年华，都
留在了组装车间的焊接岗位上。2011年10
月，易冉被选派赴德国参加国际焊接比赛，出
色表现让比赛组委会专门为她颁发了唯一的
“特别奖”。

浏阳市永安镇居民柳维新获评孝老爱亲
“中国好人”。柳维新今年65岁，他有一个70岁
的姐姐和一个50岁的妹妹，姐妹俩自幼患病、
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为照顾姐姐妹妹，柳维新
至今不娶，不离不弃，演绎了一段感人亲情。

花甲老人至今未娶照顾姐姐妹妹

湖南再添5位“中国好人”

� � � �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黄利飞）1月
9日， 首届新财富最佳上市公司评选榜单出
炉，50家A股上市公司成为资本圈最信赖的
上市公司，其中包括爱尔眼科、益丰药房两
只湘股。

此次评选榜单由新财富联合光华-罗特
曼研究中心（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联合创办的
资本市场研究中心）推出，评选样本包含
2016年12月31日以前在沪深交易所上市
的3027家公司，评选指标主要是上市公司
的声誉和信息披露质量； 评选旨在帮助A
股上市公司提升透明度，提高中国企业在
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竞争力。

入围榜单的企业，基本都是经济发达地
区相对成熟的大型企业，均多年深耕实业领
域，经营状况较好，盈利能力强，并以持续成
长为投资者带来了良好回报。

新财富表示， 这些企业能够脱颖而出，
主要在于认可诚信文化，追求良好的公司治
理；注重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力图客观充分。

爱尔眼科2009年登陆深交所创业板，
主营眼科疾病诊断、治疗及医学验光配镜等
眼科医疗服务； 公司2018年底市值达626.8
亿元，是湘股板块“市值王”。

益丰药房2015年上市，是医药零售业龙
头企业，也是此次上榜企业中上市时间最短
的公司，公司2018年底市值为157亿元。

两湘股入围“新财富
最佳上市公司”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赵爷爷，我来给您测量血压了，今天感觉
好些了吗?”1月9日， 湘潭市第六人民医院的护
士方婷走进病房，亲切地和患者打着招呼。

“好些了，好些了，看见你这笑容呀，我就
好多啦!”1床患者赵保民老人高兴地说。

这是普通护士方婷的日常工作。每天，她
总是这样微笑着服务每一位患者， 给他们带
去温暖、带去希望。

方婷也是一位不普通的护士。2016年，
她因在雨夜跪地救人获赞无数，被誉为“温暖
莲城的白衣天使”。

时间倒回到2016年8月31日。那天晚上，
湘潭市岳塘区湖湘南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小车将两个行人撞飞，现场十分惨烈。此
时，方婷与父亲正好骑车路过，见地上躺着两
个人，一动不动，她立即下车查看，发现男性
伤者满脸是血，但还能说话，女性伤者双腿扭
曲、脸色发白，呼吸、脉搏十分微弱，呼叫也无
应答。

“爸爸，你赶紧去和男伤者说话，别让他
睡着了!” 凭借专业知识，方婷判断女伤者伤
势更严重，需立即抢救。她一边交代父亲，一
边跪地对女伤者实施心肺复苏， 一场生死救
援争分夺秒地展开了……

随后， 救护车赶到， 医生检查两位伤者
后， 决定由随车护士先将男伤者送往医院抢

救，女伤者就地急救，现场只留下一位医生。
方婷协助医生用心电图仪为伤者测量心跳，
仪器显示心跳停止。危急时刻，方婷再次跪地
实施心肺复苏。 她用力在伤者的胸腔上下按
压，一下、两下、三下……就在方婷筋疲力尽
时，又有一位路过的护士赶来，两人交替进行
生死接力。20分钟过去， 女伤者因伤势严重，
仍未恢复心跳。

就在这时，可能是因为内伤造成气胸，伤
者吐了一丝气息，嘴巴微微动了一下，这个细
节被方婷捕捉到。“只要有最后一丝希望，就
不能放弃。”她们继续抢救，在没有干净纱布
的情况下， 方婷直接口对口对伤者进行人工
呼吸。10分钟后，女伤者心跳依然为零，医生
宣布死亡。

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经过半个多小时
的跪地抢救，方婷的双手沾满伤者的鲜血，浑
身被雨水和汗水浸湿。 尽管在第一时间开展
急救， 她还是忍不住为女伤者的离去感到遗
憾和内疚。当晚，她在朋友圈写下一段话：“对
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方婷跪地救人的照片迅速传遍了湘潭的
大街小巷，不少人留言说，她在危急时刻不惧
不避，不犹不豫，第一时间挺身而出，折射出
一个普通公民仁爱助人的人性光芒， 彰显了
一个医护工作者尊重生命的高尚品质。

“我是一名护士， 救死扶伤是我们的本
能。”方婷说，面对车祸现场的伤者，她根本来
不及多想，一心只想治病救人，希望用自己的
力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生命。

方婷是一名“90后”护士，参加工作4年
多，服务的患者数以万计。她说，自己从小就
梦想着披上白大褂，戴上燕尾帽。如今梦想已
成现实，她一定要更加努力，不负青春。

■点评
夜晚、下雨天、车祸、伤者……当这些元

素出现在一个场景里， 总是多了几分紧张和
恐惧。但心中有爱的方婷没有躲避，而是用职
业本能、善良本质，筑起了一个临时的“抢救
室”。

危急时刻，方婷能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展
现出了一名“90后”青年勇敢无畏、不言放弃
的担当精神， 也彰显出了一个医务工作者救
死扶伤、尊重生命、奉献大爱的高尚品质。

� � �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张泽鹏 ）2018年我省组织实施中小企业

“上云”行动。据省工信厅统计，至2018年底
全省“上云”中小企业达11.2万余户。

1年以来，经过广泛普及“上云”知识，中
小企业“上云”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中小企
业将业务系统向云端转移， 发挥云产品模块
化、低成本、快部署、安全成熟的优势，快速提
高中小企业信息化水平和数字化能力， 有效
解决生产经营管理中的痛点难点。

基础“上云”帮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信息
化安全水平。 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云” 后用虚拟桌面、 服务器虚拟化取代
500台PC电脑终端， 将研发数据存放在云数
据中心，实现非法用户“进不来”，非法操作
“赖不掉”，机密数据“丢不了”。

管理“上云”帮企业提高管理水平。湖南
大三湘茶油股份有限公司办公、 人力、ERP、
CRM、产品追溯等管理系统上云后，库存周

转期从150天降至60天， 库存积压损失降低
至2%。

生产“上云”帮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湖南
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前管理粗
放，“上云” 后加强了生产过程的管理及成本
精细化核算，业务流程及生产更为规范，原材
料的损耗率降低30%，生产效率提高一半。

营销“上云”帮企业拓宽销售渠道。湖南
中南神箭竹木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竹胶板，营
销“上云”后，销售收入跨越式增长，2015年
为5000万元，2018年达到5亿元，产品远销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整体云化， 加速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
发展。 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为
3D打印、机器人、自动化装备等高科技战略
产业提供公共服务和技术研发， 依托云端建
立轻工行业智能装备“双创”共享平台，上线1
年时间，注册技术接包团队达267个，发布技
术需求253个，交易总额541万元。

� � �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赖波林 王霄琦）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平安产险”）于业内首次推
出0至100岁均可参保的普惠型公共场所重大
事故意外伤害保险产品———“暖宝保”， 日前在
湖南面市。 该产品是目前市场上唯一全年龄段
覆盖的低保费、 高保障意外险产品。 成人只需
19.9元/年，即可购买百万元身故、伤残保障。

公共场所发生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所导
致的死伤，往往会给社会、个人及家庭造成严
重的影响。 意外险作为保险业保障功能较为

突出的险种，保障责任覆盖了大众日常生活、
出行旅游等多个领域， 在社会风险保障体系
中发挥重要作用。

平安产险湖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暖宝保”主要保障境内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期间发生的意外伤害所导致的身故、伤残，境
内公共场所发生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导致的
意外伤害身故、伤残。其定位是普惠型意外险
产品，成年人不区分费率，保费只需19.9元/
年，身故、伤残保额高达100万元；儿童低至
5.9元/年，保额最高50万元。

� � � �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
讯员 刘景）1月8日，装配式建筑领域龙头企
业远大住工联合清华大学等8所高校， 在长
沙成立《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教材编委会。该
教材也是我国第一本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方
面的专业教材，将于今年出版发行，并计划
申报国家“十四五”规划教材。

8所高校分别是清华大学、同济大学、湖
南大学、重庆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北京工业
大学、暨南大学和太原理工大学。

我省装配式建筑走在全国前列，以远大
住工为首的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大力
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带动效应明显。但高
校、高职教育体系中的装配式建筑教学研究

仍较为薄弱，人才供需矛盾较为突出。不少
装配式建筑企业反映， 高校的土建类专业，
多以传统建筑学理论知识为主；学生对装配
式建筑认知不深，缺乏实践经验。

此次教材编委会成立仪式上，远大住
工分别与清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太原
理工大学进行了产学研合作签约。远大住
工被华南理工大学和太原理工大学授牌
为“本科生教学实习基地”“研究生培养创
新基地”。

远大住工与8所高校合编教材

� � � �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刘勇）由省
河长办、省公安厅联合制定的《湖南省全
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联合执法制度》（以
下简称《联合执法制度》）日前发布，旨在
全面加强河湖管理保护，建立健全多部门
联合执法机制， 严厉打击涉河湖违法行
为。

《联合执法制度》明确，联合执法适用于
全省范围内涉及水资源保护、 水域岸线管

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
河长制湖长制方面的执法工作，执法队伍由
辖区内公安、水利、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住
建（城管）、交通运输（海事）、农业农村（畜牧
水产）、林业等部门抽调业务熟练、具有行政
执法资格的人员组成。

《联合执法制度》规定，按照“统一指挥、
依法依规、分工协作、严厉打击”的原则，各
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公安机

关对妨碍公务、 暴力抗法等违法犯罪行为，
应当依法查处。联合执法重点围绕河长制湖
长制工作监管的突出问题，重点打击跨区域
或交界水域围垦湖泊、侵占水域和洲滩以及
非法排污、养殖、采砂、设障、捕捞、取用水等
涉河湖违法行为。

《联合执法制度》提出，探索建立“一河
一警”等工作模式，各级河长办应将联合执
法工作纳入河长制工作年度考核内容。

我省河长制湖长制将联合执法
重点打击跨区域或交界水域围垦湖泊、侵占水域和洲滩以及非法

排污等涉河湖违法行为

� � � �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熊远帆 通
讯员 黄姿）1月9日，长沙经开区举行人力资
源服务业政策发布暨企业入驻签约仪式，会
上， 长沙经开区人力资源服务大楼———“东
方·智造港”正式启动招商，将全面对接园区
10万以上人才需求和30亿元以上人力资源
服务采购的广阔市场。

园区采取“政府主导、市场选择”的模
式，充分发挥集聚集约、协同共生的市场作
用，为企业提供猎头招聘、人员代招、劳务派
遣、劳务外包、培训咨询和人才测评等一站
式、专业化、多元化的人力资源服务，打造服
务产业的人才链。

目前， 长沙经开区拥有企业8100多家

和从业人员20余万人，随着“四新”经济快速
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速，园区顺应产
业、企业、人才的市场需求，早在2015年就在
全省率先出台《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展
的暂行办法》，2018年又对办法进行修订完
善，新政策进一步加大对人力资源产业发展
的支持奖励力度。

会上，来自省内外的90家知名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参加，乐业人力、海纳明人、托
马斯企管和简聘科技4家人力资源机构现
场签订了入驻长沙经开区人力资源服务
大楼。

长沙经开区打造人力资源服务聚集区
对接30亿元以上人力资源服务采购市场

� � �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王文）记者
近日从长沙市物业维修资金管理中心获悉，
目前该市已建立物业维修资金制度的小区
有3000余个，截至2018年底，全市物业维修
资金使用总额累计达5.5亿元， 其中2018年
占到1.2亿元。

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该中心
经科学论证、反复研讨，出台了《关于创新
应急情况下使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工作
的通知》。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已由消防
主管部门出具“消防重大安全隐患限期整

改通知书” 的消防系统的维修和更新、改
造纳入应急维修程序使用物业维修资金。
有效优化了消防系统维修的使用程序，创
新了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

针对涉及的维修资金归集业务事项，
该中心大力推行“一次办”服务模式，通过
优化业务流程、精简审批材料、整合政务
资源等方式，在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受理条件时，从受理申请到形成办理结果
的全过程一次上门，进一步拓展即办事项
的范围，实现高效审批。

长沙物业维修资金累计使用额达5.5亿元

方婷：雨夜跪地救人彰显生命大爱

我省中小企业“上云”突破11万户
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纾解生产经营管理“痛点”

19.9元可获一年期高保障意外险
平安产险在湘首推全年龄段意外险产品，0-100岁均可参保

� � � � 2016年7月31
日22时45分， 肖明
接到报警称， 湘潭
市岳塘区布丁酒店
三楼有一女子欲跳
楼轻生。 肖明和其
他民警一起赶往现
场。 只见一名高个
女子站在酒店三楼
外的窗沿上， 她的
正下方是水泥地
面，情况十万火急。
同来的刘副所长立
即上楼进行劝说，
并安排肖明在楼下
维持秩序。此时，肖
明盯着随时将会坠
楼的女子， 心里涌
现一个念头： 如果
女子跳下来我要接住她！盘算了可能的坠落点并做好了接
住她的准备。过了一会儿，女子移步到酒店招牌之上，由于
招牌不堪重负，女子随即往下坠落。肖明一个箭步冲了上
去，在女子坠地的瞬间， 肖明展开双臂接住了她。一股巨
大的冲击力使肖明与该女子同时倒地，他勉强爬起来想去
看女子的伤势，但没走几步即昏倒在地。医院诊断坠楼女
仅左腿骨折。肖明则为严重的脑震荡、颈髓震荡、左手左肩
神经受伤。肖明现已基本康复。但只要遇到阴冷天气，他的
头部和左手左肩仍感到不适。 2017年5月， 肖明被省公安
厅荣记二等功。

漫画\刘谦 方勇

肖明徒手接救坠楼女

� � � � � 肖明，1994年出生，2016年从
警。 现为湘潭县公安局谭家山派出
所民警。 方勇画

权威发布

� � � �图为方婷正在配药。 彭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