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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牟建平 刘小满）1月14日，常德
交警部门通报表彰直属一大队4名警员
勇救落水男子的先进事迹，并号召全市
交警向他们学习。

1月11日下午6时许，常德市交警支
队直属一大队五中队民警李红君，正带

领3名辅警在沅安路指挥疏导交通。 突
然，远处隐约传来一阵呼救声。 他们闻
声而动，立即登上沅江大堤观望，发现
江水中有人在挣扎，情况危急。“赶紧救
人！ ”距落水者200多米的距离，4名警员
一边冲刺，一边脱掉警服。

正值枯水期，河滩上乱石嶙峋，尖如刀

锋。跑在最前面的李红君全然不顾，从岸上
跳了下去，扑进冰冷刺骨的江水中，一把抓
住落水男子的衣服，他的同事们赶紧接力，
手拉手地将他们往岸上拖，10多分钟后，警
员们终于将男子救了上来。

落水男子冻得直打哆嗦，大家赶紧
为他披上警服御寒，并搀扶着他走上大
堤将其送往医院救治。 据了解，被救的
男子20岁左右，当天疑因与家人发生争
吵后，一时想不开才赌气跳江。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刘燕轻

宝宝的预产期在1月15日， 心大的
准妈妈1月13日才动身回老家准备生
产， 结果小宝宝等不及了， 在火车上就
“闹腾”开了。 好在铁路工作人员处急不
乱，成功化解了问题。

1月14日零时许， 由深圳西开往怀

化的K9060次列车快速运行在京广线韶
关东至郴州站之间， 车厢内乘客早已熟
睡。 突然， 一位男性乘客急匆匆跑进餐
车， 向值班的怀化铁路乘警报告一件急
事：“哎呀！ 乘警同志，我老婆要生了，求
您快想想办法。 ”

情况紧急。 乘警和列车长立即同这
位乘客赶到12号车厢了解情况。 只见孕
妇挺着大肚子歪坐在座位上， 满脸痛苦

的表情，口中喊着“我受不了了”。
列车长冯运华处急不乱。 他看了看

时间， 见列车到前方郴州站还需近1小
时，便迅速报告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在前
方最近的坪石车站临时停车2分钟。

14日零时28分许，列车紧急临时停
靠坪石车站，120救护车已等候在站台
上。乘警、列车长和孕妇的丈夫一起小心
翼翼将孕妇抬到救护车上。 救护车朝医
院一路疾驰，响亮的警报声划破夜空。

据了解，孕妇姓李，龙山县人，与丈
夫一起在广东东莞务工。

� � � � 湖南日报 1月 15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彭展 ）记者近日从中石化巴陵石
化公司科技发展处获悉，该公司2018年共
申请专利41件，获授权专利22件。 目前，该
公司累计申请专利751件， 获授权379件，
名列中石化同类企业前茅。

巴陵石化在深化科技创新， 努力建设
一流化工材料企业的进程中， 高度重视和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推动公司主业所
涉及的创新成果产权化、法律化。公司目前
在研科研项目41项，承担中石化集团科研
项目（课题）14项，去年开发新产品、新牌
号15个，累计生产各类新产品超过5万吨。

近5年来，巴陵石化围绕炼油、热塑橡
胶、环氧树脂、己内酰胺及煤化工5大产品
链主业强化科技创新，年均申请专利40件
以上，获授权专利超过120件。 该公司最近
评定的29项2018年度科技进步奖成果，共
申请专利18件，获授权7件，全年创效、降
本、减排等综合经济效益约3.7亿元。

� � � �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见习记者 彭婷)今天，在湘潭
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会上， 湘潭市
市长谈文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透露，在刚刚过去的2018
年，该市聚焦突出问题，保持定力信心，以系列组合拳打
好了防范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在防范风险方面，湘潭市盘清了债务底数，制定了未
来10年债务化解方案。 政府性投资项目调减92.1%，市直
“三公”经费支出下降17.8%，争取专项债券资金置换政
府债务66.7亿元，通过公共预算安排、政府性资金调度、
土地出让、资产处置等方式筹集化债资金约40亿元。

在精准脱贫方面，湘潭市3.2万多名党员干部结对帮
扶贫困户，成立扶贫产业合作组织185个，带动1万多户
贫困户脱贫致富， 解决了1.06万名贫困人口农村饮水安
全问题。 全年脱贫21742人，基本实现除兜底保障外的贫
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0.36%。

在污染防治方面， 湘潭市通过统筹实施工业污染防
治“飓风行动”、扬尘污染治理“亮剑行动”、打击非法挖山
采砂采石“利剑行动”，“绿心”地区54个违法违规建设项
目、48个工业退出项目整改任务全面完成， 进度在长株
潭3市领先。 全年办理环境违法案件218起，刑事拘留21
人，对环保违法行为形成了强大震慑。

湘潭系列组合拳
打好“三大攻坚战”

� � �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李永亮 唐波 刘晶晶）2018年
12月湖南政务微信影响力排行榜近日出炉，在全省县级
政务微信中，株洲市荷塘区“在荷塘”名列第一。 这是“在
荷塘”连续第16个月获得冠军。

“在荷塘”是荷塘区构建“一号多群”微信网络、打造
“马上就办”新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9月，荷塘区
发挥微信传播速度快、使用率高的优势，创办“在荷塘”微
信公众号，建立联系群众新渠道，推动工作作风进一步转
变。 同时，在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小区、楼栋等5个
层级，按照地域、行业、兴趣等不同关联分别建立微信群，
形成以“在荷塘”公众号为主、街道（乡镇）及部门自有公
众号为辅的“一号多群” 微信传播矩阵， 覆盖总人口
49.1%左右，直接联系群众15.8万人。

以微信群为依托， 荷塘区还建立起“问题在微信上交
办，工作在微信上督查，结果在微信上答复，效率通过微信
提高” 的工作机制。 目前， 该区已通过微信处理百姓诉求
3655件，答复政策咨询3788件，发布政策信息12618件。

荷塘区“一号多群”
打造“马上就办”新平台

“在荷塘”再次名列全省县级政
务微信影响力第一

警员接力营救落水男子

列车临时停车救孕妇

巴陵石化技术创新
硕果满枝

近5年来年均申请专利
40件以上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谢定局 尹林娇

1月11日下午， 洞口县大屋瑶族乡岩
龙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杨银花将刚挖到的
20余公斤冬笋卖到村级电商服务平台。
2018年12月以来，她挖冬笋已收入1500多
元。 一个多月来， 邵阳市住建局和当地政
府搭建销售平台，发挥电商优势，将1万余
公斤冬笋销售一空。 按目前的市场行情，
仅冬笋这一项就给该乡贫困户创收70余
万元。

大屋瑶族乡地处雪峰山腹地， 南竹资
源丰富，挖冬笋、制作竹夹板是当地贫困群
众主要的增收渠道。长期以来，因地理位置
偏远、交通不便等原因，形成了瑶乡的特色
产品找不到市场， 有意向的客商又找不到
货源的尴尬局面。

2017年，为了畅通电商渠道，该乡7个
行政村均实现了宽带网络和电商服务站
全覆盖，成为邵阳市最早宽带网络全覆盖
的山区贫困乡，形成了与外界相通的纽带。
2018年该乡先后组织4次电商知识培训，
同时启动电商服务平台建设， 利用“惠农
网”和“农家好伙计”两个平台销售农副产
品，各村电商服务平台站点负责发布需求
信息。

2018年，该乡因势利导制定《大屋瑶
族乡特色农副产品推广方案》,成立了电商
农副产品推广小组，搭建起“线上+线下”
的销售平台，并在该乡岩龙村设立农副产
品集散中心，安排电商扶贫特色农副产品
配送车。 藏在大山深处的猕猴桃、 罗汉果
等插上了“电商”的翅膀，极大提高了当地
村民特别是贫困户的种植热情。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川

“感谢政府主持公道，拖了3年的工资
终于有了着落。 ”1月15日，农民工张林生
充满感激地说，郴州市苏仙区人社部门工
作人员和公安民警为他们讨回了血汗钱！

张林生是36名被拖欠工资的工人
代表。 2015年，这些工人在苏仙区爱莲
湖附近一个项目工地打工。 工程完工结
账时，还有150多万元工资没有结清。由
于不是郴州本地人，3年来，他们多次往
返郴州讨要工资，但欠款公司以各种理

由，一直拖欠。
无奈之下，张林生去年年初再次来

到郴州，找到苏仙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
队寻求帮助。“接到张林生等人投诉后，
我们随即立案调查，在规定期限内向用
工单位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
书、限期改正指令书。 ”苏仙区人社局劳
动监察大队负责人说，“用工单位却没
有在规定期限内支付。 ”

用工单位拒不支付工人劳动报酬
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 苏仙区人社部门
将这起案件移交给苏仙公安分局。 接到
案件后，苏仙公安分局白鹿洞派出所立

即成立专案组，对案件展开侦查。 通过
对多名工人及承接该工程项目负责人
进行询问，民警进一步掌握被拖欠农民
工工资的具体情况。

公安机关认为，该项目工程挂靠在
上海某劳务服务公司，项目实施人王某
没有资金支付工人劳动报酬， 那么，作
为承接该项目工程的挂靠公司就应该
先行支付拖欠的工资。 经过多次沟通，
上海某劳务服务公司派法律顾问来苏
仙区， 在白鹿洞派出所民警参与下，与
工人代表沟通，很快达成还款事宜。

目前，用工单位已将筹措的82万元
现金转账到每一个农民工的账户，剩余
的70万元工资将于今年1月25日前全额
还清。

山货插上
“电商”的翅膀

“拖了3年的工资有了着落”

� � � �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杨芷清
吴祥淼）“她用毕生心血呵护和传承侗锦织造技艺， 用侗
锦织造助全村脱贫致富，‘织’出了一个脱贫村。 ”1月13
日，在2018年“中国非遗年度人物”颁奖仪式上，对获得
提名奖的国家级非遗项目———通道侗锦织造技艺国家
级代表性传承人粟田梅，主办方这样介绍。

“中国非遗年度人物” 评选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指
导，光明日报社、光明网主办。经各地推选和专家评审，粟
田梅从100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获得提名奖，成为我省
这次唯一获奖者。

粟田梅是党的十九大代表，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
镇文坡村党支部书记。 她12岁随母研习侗锦，经潜心钻
研，织出的侗锦如霞似画，美不胜收。 2014年，粟田梅和
乡亲们历时5个多月纯手工编织的长82.17米、 宽0.47米
的“中国梦·侗锦情”侗锦，创吉尼斯世界纪录。

2015年以来，她牵头成立侗锦专业合作社，创建中国
侗锦传承基地，培训“织女”3000多名。 在她带领下，2018
年，文坡村侗锦创产值500多万元，实现整村脱贫出列。

侗锦“织”出一个脱贫村
粟田梅获2018年“中国非遗年

度人物”提名奖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王华 李耀湘

1月13日，湘潭县青山桥镇晓南村党
总支委员、第二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
委员王申华出殡的日子， 上千村民自发
前来送他最后一程。 7天前，他在走访困
难群众途中发生意外，猝然离世。 消息传
来，全村沉浸在深切悲痛中，村民们为失
去这样一位好村干部扼腕叹息。

王申华走了， 化为了乡亲们脸上两
行思念的泪、 群众心中一盏永不泯灭的
灯……

一双铁脚板，走上扶贫路
王申华出生于1968年3月，2003年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7年5月担任现
职。

今年50出头的王申华把脱贫攻坚工
作作为崇高的事业。 在他家卧室里，没有
任何装饰的墙上，一张“湘潭县脱贫攻坚
到户政策”宣传图最为亮眼。 在当前的脱
贫攻坚战中，王申华挺身在前，用自己一
双铁脚板， 坚实走在扶贫路上。 近段时
间， 由于晓南村第四网格的负责人因病
请假， 担任第五网格扶贫工作负责人的
他义不容辞地把第四网格的工作承接下
来。 27户贫困户的走访调查、政策宣传、
扶贫计划， 是他最近加班加点一直在忙
的重要工作。

1月6日是星期天，毛屋组、细瓦屋组
以及合心组的几户产业帮扶贫困户反映
鸡苗冻死了。 虽然外面风寒地冻，但王申
华没有退缩,在连续加班的情况下，他拖
着疲惫的身躯，与晓南村第一书记、扶贫
队队长宋骋一起坚持对贫困户进行走访
慰问，详细调查。 从家里出发走到200米
的塘角拐弯处时，路边倒下的枯树枝挡住
了半边路。

“他说这树枝挡了大半边路，群众怎
么好走，得去挪开！ ”宋骋含泪回忆，当王
申华去挪树枝时，也许因下雨路滑不慎被
绊倒，头部受伤倒地不起，手上的扶贫资
料袋散落在地上。 宋骋连忙去察看，呼喊

“王哥，王哥”,却毫无反应。之后,王申华被
紧急送往当地医院，却还是因抢救无效去
世。

一副热心肠，解了百家忧
“这是一个好人啊，我们舍不得他走

啊！”听到王申华骤然离世的消息，村民王
淑元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下来。

王淑元的侄儿张和平是王申华联系
的贫困户。 张和平身患尿毒症已有五六
年，其妻子是贵州人，家里还有两个小孩
在读书。 王申华对这一家格外关注，有什
么事情一个电话随叫随到。 有一次，张和
平晚上12时发病，剧烈呕吐。 王淑元和侄
媳妇急得团团转，深更半夜的，也不知道
找谁来帮忙。最后，她们想到了王申华，急

忙打电话给他。 尽管已是深夜，王申华没
有犹豫，从被窝里爬起来骑着摩托车赶到
了张和平家，最终合力将其送往医院进行
了及时救治。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说起王申华，当
地群众总记得他一副热心肠、 一脸暖暖的
笑容，即使自家有困难他也慷慨解囊，待贫
困户如亲人。他帮贫困户找工作单位，自己
拿钱给细屋组陈龙水做外出务工路费，经
常送米送油给特困户。 1月4日还打电话给
镇人大主席团主席， 说可到他家运一些大
米送给霞岭贫困村的贫困户。 1月5日又打
电话给驻村联点的镇畜牧站站长， 想自己
掏钱买一批小猪送给贫困户。

在王申华的心中，脱贫攻坚已成为一
件十分神圣的事情。 他对脱贫工作信息
采集、网格管理、下户走访、产业扶持工作
任劳任怨，废寝忘食，哪家有什么困难，哪
家搞了什么产业，在他的头脑里已形成了
一张清晰的“作战图”。

一面红党旗，屹立百姓心
正是以热情、友善、主动和扎实的人

格魅力，王申华既赢得了县镇领导的充分
肯定， 也赢得了全村党员群众的一致好
评， 在老百姓心中屹立起了一面永不褪
色的鲜红党旗。

工作上，王申华一贯身体力行，少说
多做，吃苦在前。 2018年，晓南村遇到几
十年一遇的大旱， 红旗水库（五斗塘水

库）下降到死水位，村里1000亩农田的灌
溉遇到了难题。 王申华与村干部商议后，
决定从邻村的大新水库引水进村。为保障
抗旱工作安全，及时化解可能出现的矛盾
纠纷，王申华坚守在抗旱一线，20多个日
夜吃住在水库边。

“他的田其实也急需水，但还是把白
天的时间让给了我，说是晚上他再来！”65
岁的村民王运桃说起王申华， 眼眶泛红，
她的儿子患重病，没劳动能力，她们一家
平时没少受王申华的照顾。去年大旱的时
候，王申华牵头的水稻合作社流转农田也
急需灌溉，面对年迈的王运桃想先给自家
莲田放水的请求，满心疲惫又焦急的王申
华没有拒绝，而是选择晚上来蹲守。

王申华为村上的事业殚精竭虑，率先垂
范。 村里合心、细瓦屋等几个组农村环境卫
生整治，他自己买除草机割草，几年如一日，
亲力亲为；潭衡西线高速路建设、晓南互通建
设，他带领全家鼎力支持，提供方便；民调工
作他起早贪黑，苦口婆心，正确引导；村组治
安协调他随叫随到，不厌其烦，热心化解。 春
去冬来，年复一年，王申华用付出的艰辛和汗
水，换来了百姓一张张笑脸。

“我们舍不得他走啊”
———追记湘潭县青山桥镇晓南村第二党支部书记王申华

� � � � 1月15日， 湖南烈士公园东门旁， 施工人员正在拆除烂尾别墅群。 该烂尾别墅群共
有10栋空置别墅， 用地面积为22.5亩， 于2005年基本建成， 因销售情况不理想、 开发商
进行过多次抵押等原因， 一直空置成为烂尾楼。 目前， 别墅群的土地使用权为长沙大昌
置业有限公司通过司法拍卖获得。 拆除工作预计本周完成。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拆除烂尾别墅群

首开“云就业”通道
就业服务“零距离”
我省2019年“就业援助月”活动

在岳阳启幕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蒋辰
谢少杰 )今天上午，湖南省2019年“就业援助月”启动仪式暨
主会场大型招聘会在岳阳市南湖广场举行。现场共有1800余
名就业困难人员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6000多人次享受

“311”就业服务，近10万人通过在线直播关注活动进程。
此次活动由省人社厅、 省残联和岳阳市政府联合主办。

活动紧扣“稳就业”这一民生关键词，主题为“就业帮扶，真情
相助，不让一个困难群众掉队”，旨在贯彻省政府新近发布的
促进就业“二十条”措施。 活动期间，除了提供现场招聘、培训
服务、政策宣讲、劳动维权等“服务套餐”，还将运用信息化和
精细化手段，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主会场招聘现场有500余家企业入场揽人才，提供金融、
医药等50多个行业的近万个岗位。岳阳市残联组织了20多家
企业前来招聘，针对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 主办方组织30辆

“就业援助直通车”，免费接送来自周边的就业困难人员。
首次开通“云就业”智能平台，成为此次活动的亮点。主办

方在多个入口设立“云就业”通道，2000余家企业在线发布岗
位信息，求职者通过身份证扫“码”，现场“读秒”完成信息录入，
并可通过手机注册登录投递电子简历，结合“线下”洽谈互
动，实现精准就业援助。这标志着岳阳市在全省率先启用“互联网+智
能化公共就业服务”。 市民登录“岳阳市就业创业网”进入“云
就业”平台，可享受“零距离”“零时差”等公共就业服务。

此次“就业援助月”活动将持续至春节前夕。期间，全
省各地将举办20场招聘会等专项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