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们纪工委严格按程序办事，信守承诺，在一个月
内就将组上没有及时发给我的补偿款发放到位了。”12月
26日，宁乡市白马桥街道仁福社区的居民给街道党工委
书记发来短信，表示感谢。

近年来，白马桥街道纪工委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基层
信访举报工作，及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
化解了一批信访积案，维护了社会稳定，提升了群众的满
意度和获得感。一是畅通信访渠道，确保群众来访面对
面。继续实行开门接访制度、主动约访制度、带案下访制
度和领导包案制度,持续巩固落实“百名干部联百组、化解
矛盾促发展”和“党建引领信访积案化解集中攻坚”活动，
实现了“减存量、遏增量”的工作目标。二是创新信访机
制，赢得群众信任心交心。把群众反映的信访问题当家
事，严格按照“两见面、一承诺、一调查、一处理、一答复、
一档案、一回访”七步法，用心用情化解信访矛盾。对有
些矛盾长期积累，问题难以解决的，大胆探索，引入社会
调解机制、开展阳光答复会等，成效显著。三是落实信访
责任，化解信访矛盾实打实。全面压实班子成员信访工
作“一岗双责”责任，对所分管领域、联系社区的信访问题
担责负责，合力攻坚。同时按照“三到位一处理”的原则，
综合处访，依法治访，确保问题不升级，矛盾不上交。

今年，白马桥街道本级摸排的15件群众反映比较突
出的信访问题，已有13件得到初步解决，全年信访及时受
理率达100%，解决率达92%。 （谢建英）·精彩湖南·

白马桥街道：多措并举化解信访积案

（红 梅）·信息·

菜籽油是我国第一大自产食
用植物油，占国产植物油的50%以
上。低芥酸菜籽油在我国规模化
生产只是近十几年来的成果，具有
芥酸含量低，富含多种人体必需营
养素，提高人体免疫力等作用，能
呵护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身体健
康。但是尽管科研人士在竭力宣
传，知道其好处的老百姓并不多。

上世纪80年代，因发现传统的
高芥酸菜籽油对大白鼠新陈代谢
有负面影响，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引
发对食用高芥酸菜籽油的忧虑，既
要保障营养，又要避免危害，低芥
酸菜籽油成为了烹饪美食中扬长
避短的好选择。美国 FDA 规定菜
籽油中芥酸含量不能超过总脂肪
酸的 2%；我国菜籽油国家标准规
定：低芥酸菜籽油中芥酸含量不大
于3%。

联合国粮农组织及世界卫生
组织已对菜籽油中芥酸的含量也
作出了限量规定，即菜籽油中芥酸
的含量应低于2%。这是因为有相
关调查表明，心脏病患者的血液每
日接受大量被酶消化后的芥酸后，
本来不正常的心血管功能就会超
负荷,更容易诱发“血管壁增厚”和

“心肌脂肪沉积”。所以，联合国粮
农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已对菜籽
油中芥酸的含量作出了限量规定。

毫无疑问，低芥酸菜籽油是一
种更安全的食用油，美国FDA已认
定低芥酸菜籽油为安全食用油。
2006 年美国 FDA 倡导每天吃 19g
低芥酸菜籽油，可以降低心血管疾
病风险；2010年法国建议每天摄入
1—3勺双低菜籽油，可增加α-亚麻
酸的摄入量，以助力身体健康。

近年来，在各类食品、营养论坛

和大会期间，不少业内专家也指出，
双低菜籽油具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同时也具有良好的营养健康功能，
行业内期待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认
识到双低菜籽油的优势，促进中国
菜油产业提质发展，让老百姓都可
以吃上更加营养健康的食用油。

最近，鲁花推出了一款低芥酸
菜籽油，芥酸低、香味浓，深受消费
者的追捧，这款产品既保证了菜籽
油的营养与健康，又更好地满足了
消费者对“色、香、味”饮食文化的
追求。

从美味到健康，消费者的需求
在哪里，企业的聚焦点就应该在哪
里。鲁花低芥酸浓香菜籽油的问
世，只是顺应健康消费需求的一款
产品，未来，赋予新产品更多的健
康内涵依然值得关注。

要美味也要健康 低芥酸浓香菜籽油问世

●湖南民生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4301000791501583）遗失单位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 肖 湘 祁 遗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
430426197701236217，声明作废。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许名志
遗 失 一 级 注 册 结 构 工 程 师 证 ，证 号 ：
S994300419，声明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和安建材租赁部遗失由中
国农业银行长沙玉竹路支行2012年5月15
日核发的编号为 J5510017938401 的开户

肖伶俐（43250319780826****)、刘飞
(43250319800523****)、 刘 超
(43250319810918****)、 李 政 和
(43250319810705****)，我局曾多次电
话通知你们返岗上班，但至今未归。现限
你们于本通告发布次日起10个工作日内
返岗上班或回单位办理辞(解)聘手续，否
则我局将按照上级相关文件规定予以辞
退、解聘或开除处理，依法依程序核销编
制，解除并终止与我单位的人事和工资关
系。特此通知

涟源市园林管理局

限期返岗通知

根据 2019 年 12 月 26 日湖南祥龙五
金工具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 200 万元减至 50 万元，现
予以公告。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决定注销。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
应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本公司清算组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449号福乐名园5栋1428房

联系人：高静 电话：18173121398
长沙天勤食品商贸有限公司清算组

许可证，声明作废。
●平江县鑫鹏工艺品有限公司遗失提货单
一份，号码为：TNGB4762921，声明作废。
●吴林荣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
收据，号码为：3115104066，声明作废。
●赵欣遗失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毕
业证书，号码为：123431201106100916，
声明作废。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市高城银座分店遗失药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号码为：湘CB7316054号，声明作废。
●长沙市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张
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8月21日开
具的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费收据一份，
号码为：湘财通字（2019）NO3115426225
号，其他非财产案件受理费40641元，声
明作废。
●李井平、李建平夫妇遗失出生医学证
明，男孩，李柏佑，编号：J430093899，声
明作废。

●

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本公司联系方式：13873905405
联系人：余正文

湖南祥龙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喻鑫，女，6 个月，于 2019 年 8
月 7 日晚上 11 时在湖南省湘乡市
金石镇石坝村长圫组喻明成家桂
花树下捡拾，左眼微小，身穿白色
花点旧衣，请有知情人联系喻明

成，电话：15873209179，联系地址：湘乡
市金石镇石坝村

寻
亲
公
告

桃源热市镇党建引领谋发展
桃源县热市镇推动“党建领航”落地，形成党建与中

心工作同频共振、整体推进的工作合力。
以党建带动群团建设。切实发挥群团作用，发挥好青

年生力军、妇女半边天作用，坚持党建带群建，全年共开展
巾帼志愿者和青年志愿者活动32批次，激发了队伍活力。

以党建助力脱贫攻坚。今年，共完成178户，463人脱
贫，1857户，5080人全覆盖享受产业分红，1265人次享受
教育助学，1113人享受交通补贴，新增就业29人，“户帮户
亲帮亲”对接成功93户，顺利通过省级扶贫核查。

以党建促进乡村振兴。积极探索“党组织+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美丽乡村的全面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排全县前列。该镇龙家嘴村
推行的“一组一协两查两评三公示”环卫监管制度，垃
圾有效处理率达 99%，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处于
验收阶段。

以党建推动纪检监察。认真落实转职能、转方式、
转作风的要求，切实扛起监督、执纪、问责的责任担当，
通过抓教育引导，筑牢“防火墙”，抓制度建设，安装

“保险锁”，抓监督管理，戴好“紧箍咒”。全年开展明察
暗访20余次，处理信访件15件，立案查处6起6人。

（万 丽）·精彩湖南·

近年来，桃源县泥窝潭乡创新方式方法，确保党的建

设各项任务真正落到实处，把党建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该乡把党建责任落实好，形成更强的带动力。党委

书记带头落实基层党建联系点制度，多到矛盾多、情况复

杂的地方调研；把党建队伍建设好，形成更强的战斗力。

依靠制度规范队伍，依靠培养配强队伍，依靠活动带动队

伍，乡里成立的脱贫攻坚合作社联盟、社会综合治理协

会、妇女志愿者巾帼小分队、教育助学协会等等，都是由

党员群众带头参加，让党委政府工作顺利推进。

同时，该乡把党建成果转化好、运用好，通过党建促

脱贫、优环境、强治理。成立教育助学协会，帮助贫困学

生40多名；5家烟叶与水稻合作社帮助发展扶贫产业项

目，受益贫困户达100多户；除了频繁开展“卫生创建”等

活动，还组织乡村干部与党员群众，对道路与河道垃圾进

行清扫和交通秩序维护；以各村党支部为单位划分成9

个大网格，将党员群众、村民代表、法律志愿者等充实到

网格中，让矛盾问题第一时间得到处理。

（方 猛）·精彩湖南·

桃源县泥窝潭乡：
把党建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株洲市荷塘区：“四谈四做”践行初心使命

“我对整改结果满意！”12月26日，株洲市荷塘区桂
花街道办事处新荷社区居民陈晓春在问题交办回复函
上签上“满意”，这标志着全区主题教育“四谈四做”工作
中收集的问题全部得到解决。

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量
化”工作任务，荷塘区以“四谈四做”为抓手，推动县级领
导与村（社区）书记、微信盟主、驻村工作组组长、企业负
责人等面对面开展谈心谈话，做实拆迁谈判、信访维稳、
城乡帮困、帮扶困难群众等四项工作。每位县级领导轻
车简从深入一线，不带办公室人员，不当指挥员，只带着

“初心与使命”，以天下之至诚解天下之至难。
自从9月底开展“四谈四做”以来，县级领导共走访

基层群众 600 余人次，收集问题 257 个，并进行跟踪解
决，成效显著：6名常年信访对象主动息访，8名贫困学子
解决上学问题，12名老人解决养老问题；在三一智慧钢
铁城项目大会战中，仅用45天征收1180亩，项目从签约
到正式开工只用了90天……

“以前觉得当领导的难以接近，下基层也是作作秀，
但‘四谈四做’是实打实解决了一些我们密切关注的问
题，我们感到很温暖！”一位受帮扶的群众感叹道。

（易海涛 伍玉铁）·精彩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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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8时30分，北京北站。“复兴号”智能动
车组G8811次列车准时发出，驶向2022年北京冬奥会
张家口赛区核心区太子城站。

这列世界最先进的列车从八达岭长城脚下穿过，
与100多年前京张铁路并肩前行。

百年跨越，两条京张线，见证了中国人从自己设计建
设第一条“争气路”，到成为开启智能高铁“先行者”的历程。

逐梦京张，以此为标志，中国高铁里程突破3.5万公
里，中华民族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筑就新的荣光。

京张高铁：

“1毫米”之上的
精细与跨越

新华社记者 齐中熙 樊曦 丁静 秦婧

图为在北京北站开往太子城站的G8811次列车上，
车窗上贴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主题的剪纸。 新华社发

12月30日，一列复兴号列车行驶在崇礼铁路张家口市下花园区路段。当日，崇礼铁路与京张高铁同步开通。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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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石家庄12月30日电 30 日，
我国首条智能化高速铁路及2022年冬奥会
“门户工程”张家口高铁车站正式通车运

营。它标志着中国首条“智能化”高速铁路
的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条百年铁
路又将承载起新的历史使命。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设计、建
造铁路的起点。如果没有这个起点，我
们无法站在中国铁路、装备制造、综合
国力飞速发展的‘肩膀’上，谋划中国
高铁凝聚在‘1毫米’之上的精细与
跨越。”中铁设计集团京张高铁总体
设计负责人王洪雨说。

中铁设计集团承担京张高铁
全线的勘察设计任务。京张高铁
新建正线全长 173.947km。其中
北京市境内70.42km，河北省境
内 103.527km。全线除既有北
京北站外，新设有清河、昌平、
八达岭、东花园、怀来、下花园
北、宣化及张家口等 8 个车
站。崇礼铁路自京张高铁下
花园北站接轨，大致呈南北
走向，向北越岭至太子城
村设太子城站。

京张铁路是一条设计
时速350公里的高寒、大
风沙高速铁路，研发和使
用的无砟轨道桥梁建设
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
的智能轨道技术，轨道
和轨道间的误差只允
许在2毫米。

中铁设计集团
副总经理蒋伟平表
示，京张高铁开启
了中国铁路建设
智能新时代，在
列车自动驾驶、
智能调度指挥、
故 障 智 能 诊
断、建筑信息
模型、北斗卫
星导航、生
物 特 征 识
别等方面
实现了重
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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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跨越，成就“高铁之国”

北京市延庆区，长城脚下，青山环抱的青龙桥车站旁，有一尊詹天
佑的铜像。

作为京张铁路的缔造者，他眺望远方，深邃的目光仿佛穿透了百年
沧桑巨变……

1905年，京张铁路开工建设。全长1091米的八达岭隧道是京张铁
路的关键工程。当时，我国尚没有一条国人独立主持设计、建造、运营的
干线铁路，外国工程师放言：中国能修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还没出生呢！

留学归来的詹天佑打破了这个论断。他将南美伐木所用的“人”字形铁
路首次运用在我国干线铁路上，通过延长距离，顺利通过了京张铁路关沟
段33‰大坡度，将原本需要开挖1800多米的八达岭隧道缩短为1091米。

如今，京张高铁在其下方穿越而过。青龙桥站站长杨存信说，这是象征着中
国发展速度的京张高铁与老京张铁路的“握手”，成就了百年京张的立体交汇。

百年跨越，中国铁路建设从詹天佑时的蒸汽时代，经历了内燃机时
代、电气时代，迅速跨入高铁时代。

一百多年前，京张铁路是京包铁路的首段。从包头乘火车进京，火
车要慢慢悠悠地走上一晚才能到青龙桥站，在这儿换了车头之后还要
花上半天功夫才能进京。

“京张高铁开通后，张呼高铁将与大张高铁同步通车，乘高铁从张家
口到北京只要一个多小时。京张高铁与张呼高铁、大张高铁连通后，京津
冀地区可实现内蒙古大草原‘一日游’。”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
部主任黄欣说。

路网越织越密，行程日益便捷。2019年12月，包括京张高铁在内的10
余条铁路密集开通。

中国仿佛变“小”了——河南“米”字铁路网成形、山东高铁成环、江
西市市通动车，中华大地“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不断延伸……

人们的梦想变大了——高铁纵横，“说走就走”，百姓出行半径随着
“高铁经济圈”的扩大而延伸。

创新引领，缔造“智慧之途”

“智能”，这是京张高铁最亮丽的标签。京张高铁上运行的“复兴
号”智能动车组自己就能开。

“列车增加了自动运行控制ATO相关设备，全程实现有人值守下
的自动驾驶，重新定义了火车的运行方式。”铁科院机车车辆所副所长、

研究员张波说。
按照地面调度中心预先规划的精准运行计划，“复兴号”智能动车

组能自动控制发车、加速、减速、停车。在整个行进过程中，动车组搭载
的智能列车安全监控系统，有2000多个监测点，对动车组状态全面
实时监控，实现工作状态自感知、运行故障自诊断、导向安全自决策。

百年间，从京张铁路的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
再到“和谐号”“复兴号”动车组，一个个火车头、一列列车厢的变化
折射的是中国日益提升的科技创新实力。

张波说，“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是以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
为基础研发的。在设计时就考虑到既要适应京张高铁的线路条
件，还要满足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服务需求。

在“复兴号”智能动车组车底，有两个约9平方米的方盒子。
它们是蓄能电池包，平时开行时车辆为它们充电，当接触网出现
电力故障时，它们为车辆提供电力，确保顺利到达就近的车站。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具有优越的空气动力学性能和漂亮
外观。在人性化服务方面，新增了智能环境感知调节技术，能够
实现温度、灯光、车窗颜色等调节，进一步提高乘坐舒适度。全
车wifi覆盖，还配置了多语种的旅客信息系统，能够满足国际
旅客的需求。座椅采用滑道式安装，允许增加更多轮椅。

作为我国首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每一条钢轨的质量监造、
供应和廓形设计打磨也运用了大数据并建立了“健康档案”。

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技术负责人介绍，在钢轨生产环节，
他们就为每条钢轨建立起数据档案。高铁开通运营后，通
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掌握全线钢轨的“健康”状
态，实现钢轨全寿命周期管理。

实干圆梦，铺就“复兴之路”

2022年，北京冬奥会，前往奥运赛场的各国来客
将能乘坐京张高铁。

百年前，詹天佑曾写下“窃谓我国地大物博，而
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引以为耻”，并以此激
励自己带领国人设计、建造铁路。然而，京张铁路还
是没有完全摆脱“靠洋人”的命运。

那时候，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制造业，想生产
铁路需要的相关装备就是天方夜谭。“虽然京张
铁路的设计和建造由中国人完成，但铁路的所
有部件，甚至每一颗钉子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唐山南站转运车间支部书记顾林说。

时光到了百年后，中国铁路早已跨入了自
主化时代。基于北斗卫星和GIS技术，设计者
在京张高铁部署了一张“定位”大网，能够利用
铁路的高精度地图，为建设、运营、调度、维
护、应急全流程提供智能化服务。

“未来，京张高铁 10 个车站将有同一
个‘大脑’。”中铁设计京张高铁智能工程化
设计总体负责人李红侠说，通过这个大
脑，工作人员在控制室就可以实现客站灯
光、温度、湿度等设备管理、应急指挥等。

在铁科院的“成绩单”上，有这么一
句话：“复兴号”采用的254项重要标准
中，中国标准占到84%，整体设计和关
键技术全部自主研发，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

依托京张高铁建设，中国将进一
步形成智能高铁应用示范方案，构建
智能高铁技术标准体系，成为引领
世界的智能高铁应用国家。

“京张高铁世界瞩目，但这不
是建设者创造的奇迹。是伟大的
时代、祖国的发展，造就了这个奇
迹。”中铁设计京张铁路项目副
总体设计师吕刚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