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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张咪 通讯员 朱卫
健）元旦前夕，记者在株洲市妇幼保健院看到，该院
通过“医废 e 管”系统，对院内的医疗废物进行收
集、转运、暂存等线上操作、记录，使医疗废物得到
及时、妥善处理。该院院感科科长朱霞说，以前，医
疗废物处理记录和统计都是手工填写和计算，费时
费力，还记录不规范、不及时,现在有了“医废 e 管”
系统，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这是株洲市开展“驻院
式”综合监督检查带来的变化。

据介绍，“驻院式”综合监督检查是卫生计生监
督机构依据现行的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对医疗机
构进行全面的执法检查，涉及公共卫生、医疗卫生、
计划生育 3 大领域，包括医院依法执业、传染病防
控与消毒产品、母婴保健与计划生育、血液安全、职
业与放射诊断、公共场所与饮用水卫生、医德医风

与行业行风建设以及药品、耗材、医疗器械、设备采
购使用等10个方面300余项内容。

去年，株洲市启动实施“驻院式”综合监督现场
检查工作，印发《株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开展
2019年首轮“驻院式”综合监督检查工作方案》，抽
调株洲市卫健委、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驻
委纪检组等46名相关工作人员组成检查队伍，分4
组对该市 8 家公立医院分批检查。截至 2019 年年
底，针对重点部门、重点专业、重点环节检查发现问
题 1208 条，按照违法行为情节轻重分别予以责令
整改或立案查处。

株洲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纯良介绍，“驻
院式”综合监督检查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原
则，实现了医疗机构依法办院、卫生监督队伍履职
方式、人民群众就医环境3个方面的向好转变。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见习记者 曾佰龙 通讯员
翁灵娜）日前，先进矿山装备企业湖南日牵电机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湖南日牵”）最新研制的9台防爆变频牵
引电机，从湘潭国家高新区装车，发往山西煤矿。该企业
投产4个月，产值已超过1000万元。目前，湘潭市先进
矿山装备制造企业160余家，2019年前11个月实现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98.8亿元，同比增长18.4%。

湖南日牵总经理陈坚介绍，来湘潭发展后，企业的
生产成本降低，市场竞争力提升，物流成本节约 8%左
右，是“链式”发展思维，让他们这样的矿山装备制造企
业逆势上扬。湘潭是全国矿山装备机车主要生产地，产
业链完备，配套齐全，市场容量大。大连日牵看好以湘
潭为中心的中国南部市场，南下成立湖南日牵。落户湘
潭的湖南日牵特点突出，内部，股东与股东之间存在供
需关系；外部，湖南日牵与湘潭矿山装备产业链上 10
多家企业配套，生产所需的铜线、铸造件、钢板等材料
基本实现了本地供应。湘潭矿山装备产业链办公室副
主任赵纯程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抱团发展，“一企带
多企”局面基本形成，企业协同优势已经凸显。

先进矿山装备产业是湘潭市的传统优势产业。为
进一步加强工业新兴优势产业发展，去年5月，湘潭市
成立先进矿山装备产业链，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戴
德清兼任链长，推动产业链“强链、扩链、补链、融链、延
链”，整合链内资源，促进深度合作，链上企业抱团发展
势头强劲。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欧阳倩 通讯员 郝丽
霞）长沙市雨花经济开发区今天透露，由该园区参与打
造的国家工业标准基础数据库平台，经全国紧固件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验收后，已免费向企业开放。这也标志
着雨花经开区实现从做产品、做产线到制定行业标准
的跨越。

国家工业标准基础数据库是全国工业领域覆盖面
最广、水平最高、参数最全的数据库，对促进国内工业发
展标准化、规范化、集约化具有重要作用。由雨花经开
区、辖区龙头企业——湖南申亿五金有限公司承担建设
的，是高档数控机床等重点领域，包括紧固件、弹簧、联
轴器、齿轮、轴承类基础零部件的数据资料。依托该库，
企业和用户可在第一时间找到与之对应的产品，数据库
还打造了可视三维模型，实现了虚拟产品数字化。

数据库分两期开发建设，此次上线为一期，产品类
型为紧固件类产品，共12个大类，包括标准产品的外形、
规格、主要安装尺寸、全要素尺寸、重量等366个标准、5
万多条数据。二期开发将集聚弹簧、联轴器、齿轮、轴承类
产品，预计2020年底完成全部数据的采集和录入。

从做产品到订标准

雨花经开区参建
国家工业标准基础数据库

湖南日报1月3日讯（杨玉菡 夏
泓）2019 年 12 月 31 日，潇湘科技要素
大市场（益阳）分市场揭牌仪式在益阳
高新区中南科技创新产业园举行，7家
科技服务中介机构现场签约入驻。据
了解，该项目是我省组建的第二家区
域科技要素市场。

潇湘科技要素大市场（益阳）分市
场由益阳市科技局、益阳高新区产业
发展与科技局共同建设，益阳市高新
技术企业协会、紫荆厚德益阳青年创
业基地运营管理。项目总投资 1500 万

元，建设期为3年。
据了解，该项目建设分为要素市

场公共服务平台搭建和科技要素资源
集聚整合两大板块，其中平台搭建分
为服务中心枢纽场地建设、要素市场
线上服务平台建设和南县、安化县、资
阳区以及 6 个省级园区要素市场工作
站建设等 3 个层面。该项目将打造成
集“交易、共享、服务、交流”四大功能
于一体，线上线下互动、公益性与市场
化服务相结合的综合性科技服务平
台。

潇湘科技要素大市场
（益阳）分市场揭牌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2019年12月19日，东安县鹿马桥镇苏家岭村
村民刘后科的养殖场里，牛肥羊壮。前一天，客商开
车上门购羊，刘后科进账 1 万多元。刘后科感慨地
说，几年前，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而现在用手机联
系客户、对方上门收购已成常态。2019 年，刘后科
已获纯收入4万多元。

村支书李天宝说，如今，不仅公路进了村，电力
和通讯的问题也解决了，村民们用上了高压电和手
机，这相当于为村里修通了联系外界的“天路”，村
庄换了新模样，已实现整村脱贫出列。

苏家岭村是省定深度贫困村，是永州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贺辉的扶贫联系点，由永州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后盾单位对口帮扶。全村
146 户 464 人，分散居住在海拔 900 至 1200 米的
大山里。

开展扶贫帮扶前，苏家岭村不通公路、自来水、
高压电、手机信号，村民们长期用电力部门发的微
型光伏发电设备解决照明用电，天气不好时就用不
上电，发展产业十分困难。几年前，村民刘后义拿出
多年的积蓄回村创办黑山羊养殖场，没想到夏汛引
发山洪冲毁了羊肠小道，饲料挑不上去，创业失败，
欠下一屁股债。

面对苏家岭村的实际情况，驻村帮扶工作队决
定从改变落后的基础设施抓起。扶贫后盾单位和驻
村帮扶工作队制定出详细的基础设施建设清单，设
定完成时间，“挂图作战”。

为筹集建设资金，扶贫后盾单位、帮扶工作队

四处奔走，跑项目、筹资金。为推进工程建设，驻村
帮扶工作队队长朱鑫等人，白天带领村民义务投工
投劳搞建设，晚上走访协调，耐心做好群众工作。

2019年6月初，立高压电线杆需要砍掉途中某
村刘某某的80多株树木。一开始，刘某某坚决不允
许，多次让上门做工作的朱鑫等人吃“闭门羹”。朱
鑫等人不气馁，仍然继续上门，终于感动了刘某某，
他不但同意砍树，还主动帮施工队抬电线杆。

不久，突如其来的暴雨引发山洪，把一段正在
实施水泥硬化的进村公路冲毁，还毁坏了公路下方
中田社区一户村民的农作物。该村民要求赔偿 5万
元。怎么办？

帮扶工作队 4 次召集有关干部、群众代表协
商，提出在这段路砌30米护坡，以保护村民耕地今
后不再受山洪影响，得到村民理解，不再要求赔偿。

为了筹集护坡费用，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还争取到社会爱心人士捐款9万元。

记者看到，“作战图”记录着苏家岭村的巨变：
去年1月，村里通自来水；去年6月底，通高压电，30
公里水泥公路通车；去年 7月初，通讯塔竣工，村里
有了手机信号……

基础设施日新月异，村民创业激情高涨。村民
刘后义再次回村创办藏香猪、石蛙养殖基地。在外
打工多年的唐友纲，回村放养 2 万多羽山地鸡。李
光席、彭丁山、王贵友等村民实施南竹低改2000多
亩……

目前，苏家岭村家家有产业，户户有致富门
路。去年 1 至 11 月，全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加
2000余元。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黄
莉)记者从常德市武陵区文联获悉，2019年“武陵”杯·
世界华语微型小说年度奖评选日前揭晓。微小说《一条
鱼的思想品德》获特等奖，《万年桥》《最后一名学生》

《抓捕》3篇微小说获一等奖,《画家与商人》《52号讲的
故事》《老乡》等 7 篇微小说获二等奖,《神秘人》《特定
单双号》等 17篇微小说获三等奖,另有 30篇作品获优
秀奖。

世界华语微型小说年度奖评选已举办 2 届，此次
活动由《小说选刊》杂志社、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
作家网、常德市武陵区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举办。该次
评选活动从 2019 年 4 月起开始征稿，历时 7 个月，共
收到国内外作品19623篇，其中来自新加坡、日本等国
作者的作品3179篇，经初评委筛选，终评委评定，最后
评出58篇获奖作品。

此次获奖作品题材丰富多样、风格不一，既有现实
主义的，也有浪漫主义的;既有乡土风韵的，也有异国
风情的。该次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为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创作交流搭建了平台，也为中华文
化在世界的传播做出了努力。

2019年武陵杯·世界华语
微型小说年度奖揭晓
共收到国内外作品19623篇，

评出58篇获奖作品

湖南日报1月3日讯（通讯员 张
友亮 记者 肖洋桂）“喜居宝地千年
旺，福照家门万事兴”“花开富贵溢春
香，草种吉祥延画意”……1 月 3 日，石
门县宝峰欣城广场前，上千副喜气洋
溢的大红春联，被市民们一“抢”而光，
为春节前的石门山城增添了别样风
景。

当天，石门县委宣传部、长沙市石
门商会、湖南菲莱威尔服装有限公司
联合开展义务书写春联活动，邀请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徐林等书法家现场
书写。飘逸的字体、祥瑞的联句，赢得
市民争先“抢夺”。当天的活动上，还送
出上千本《三字本》《弟子规》《湖南九
章》等书法作品集。

石门上千副春联暖民心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陈春喜 邵钰珈

2019 年 12 月 26 日，天气寒冷，临
澧县新安镇右昌村村民田昌凤的老宅
里，却暖意洋洋。村党总支书记程恒
英、党小组组长谭大新和田昌凤一家
围坐在火炉旁。

“不瞒你们说，开始真不想搬，故
土难离啊。”心直口快的田昌凤知道，
村干部是来督促搬迁的。眼看就到元
旦，距最后搬迁的日子就剩几天了。田
昌凤说，知道不能因为自己影响镇里
的经济发展，更何况丈夫和儿子都在
鑫众钙业公司上班；主要是两位老人，
都 70 多岁了，以为一辈子就在老宅过
了，劝了好久才做通思想工作。

“谁说不是呢，我80多岁的父亲还
撂下狠话，说要搬就搬你的，他宁死也
不愿意走。我就对他说，到了镇上，每
天可以进茶馆喝茶看戏，热闹得很。”
谭大新接过话茬，“我们两家只隔10米
远，当年一起建的房子，现在又一起搬
走。新的宅基地都划好了，明年就可以
开建，到时继续作邻居。”

说起新的宅基地，程恒英说，当时
安排的地块靠近坟场、地势低洼，后来
争取，才调整到集镇边上、物流园旁。
到时开家小餐馆，也能发财致富。这要
感谢谭大新据理力争呢。

“那也是咯，谭组长为了劝说大家
搬迁，天天往大家伙家里跑，说为了后
辈好发展，为了老人好就医。我们当然
信任他，不然12月初的屋场会，我们这
个组也不会跟他签字，同意搬迁。”田
昌凤说，记得2018年初下雪，山里都封
路了，是谭大新调来铲车清雪开路，乡
亲们都记着他的情呢。

新安镇是全国“千强镇”，今年来，
率先在全县试点推行“党小组设在村
庄，党小组会开在屋场”，使党组织与
党员之间联系更加紧密，增强了党组
织凝聚力，党员作用得到更好发挥。

2019年 11月，鑫众钙业二期项目
启动，涉及右昌村3组20多户300多亩
土地。从动员到全部签约，前后一个多
月。新安镇党委书记唐骏说，全镇各党
支部、党小组发挥了很大作用，现在全
镇党群一条心，铆足劲图发展，营商环
境不断改善，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好。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徐德荣 聂沛 通
讯员 文兰 唐姜诚）哪里有乱丢的纸屑，他们会捡
进垃圾箱；哪里乱摆摊位，他们会上前劝导……1月
2 日清早，64 岁的罗锦菊像往常一样，带领小区义
务巡逻队在衡阳市南岳区北支街认真巡逻。

北支街小区义务巡逻队得到游客和居民普遍
认可，一些小问题、小隐患、小案件、小纠纷、小需求
通过他们摸排发现后，在小区内部解决了，小区连
续5年实现“零发案”。

近年来，南岳区调动党委、政府、社会和群众等
多种力量，构筑起以“全域共治”为目标的现代社会
治理体系，让群众更有安全感、归属感。

在机制建设方面，南岳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的大综治工作
格局，成立覆盖全区的自治网络班子、义务巡防
队伍、综治中心和社区（村）警务室，推进区、乡
镇街道（单位）、社区（村）三级综治网络向小区

延伸，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基层综治网
络。

结合“智慧南岳”建设，南岳区还投入 7000 余
万元，高标准实施人流分割、全城监控、客流计量、
对讲通信、安保照明、全城广播等“六大系统”全覆
盖建设，实现城区景区实时监控全覆盖，并建成大
数据云计算存储实战平台，融合共享人员、信息、资
源等。

同时，南岳区积极推进村（居）民自治，组建
5000 余人义务巡防队伍，落实“红袖筒”和“小广
播”工程，解决社区居民小纠纷、小隐患、小案件、小
问题和小需求。开展“零发案”社区（村）、小区建设
竞赛，开展无毒小区、无邪教小区、无传销小区等评
选，让群众参与建设，并享受建设成果。

一系列有效举措，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感，提高
了满意度。在2019年全省公众安全感测评中，南岳
区蝉联衡阳市第一，继续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徐亚
平 徐典波 何梦君）今天，岳阳市图书
馆、美术馆新馆正式开馆，“清风掠过·
刘云艺术作品展”同步开展，吸引全国
各地近万名专家学者、市民游客前来

“打卡”。
近年来，岳阳市委、市政府为了提

升城市品位，满足公众多元多样的文
化需求，启动了市图书馆、美术馆新馆
建设。两馆新馆坐落在风景如画、四面
环水的螺丝岛上，规划面积超 5.6万余

平方米，总投资约 3.4 亿元。市图书馆
新馆可藏书 80 万册，拥有阅览座位
800多个；市美术馆新馆最大展览作品
容量可超 500 件，能承接中国美协、中
国书协等单项国展和省、市级艺术节
及书法、美术、摄影展览。两馆毗邻而
居，岛上还建有艺术长廊、室外阅读
区，修葺了观水台、风雨桥等水榭亭
台，为公众提供多种类型的文化及美
育活动，构筑心灵、艺术、自然三重共
奏的精神家园。

岳阳市图书馆美术馆新馆开馆

株洲：“驻院式”综合监督检查效果初显

苏家岭：修通“天路”换新颜

临澧新安镇：党小组大作为

湘潭：

企业链式思维
抱团发展势头好

图片说事
1月3日上午11时，长沙南二环新开铺路段，一名开车时以手持方式使用电

话的驾驶员受到骑警依法查处。当天，长沙市天心区交警大队铁骑中队开展“严查
驾驶员开车接打手持电话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规定，交警对驾驶机动车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违法驾驶人处以驾驶证记两
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老司机”，开车不要打手机！

《张家界魅力湘西》
去年接待突破150万人次

湖南日报1月 3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吴勇
兵）1月3日，张家界魅力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发布消息，
刚刚过去的2019年，大型文旅演艺《张家界魅力湘西》
全年接待观演游客突破150万人次，创历年接待新高。

去年，拥有“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文化品
牌三十强”等众多荣誉的《张家界魅力湘西》，又连续获
得“中国旅游演艺机构十强”“中国旅游演出独立剧场
类剧目票房冠军”“中国驰名商标”等一系列殊荣，并成
功创建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实现旅游接待、品牌升
级、景区创建多赢。

同时，张家界魅力湘西艺术团第 5 次走出国门，
《瑶族·追爱》《狂野茅古斯》《相爱山水间》等节目，全
景展现湖南湘西的浪漫、神秘、激情和快乐，赢得尼
泊尔民众的满堂喝彩。2014 年以来，张家界魅力湘西
艺术团先后出访意大利、马耳他、捷克等多个国家，
开展“欢乐春节”文化展演艺术交流活动，对外展示
了张家界魅力湘西少数民族文化，成为湖南的国际
文化交流使者。

体验科学
放飞梦想

1月3日，学生在观看机器人表演舞蹈。当天，2020中国流动科技馆湖南永州
（道县站）第二轮巡展在道县第一中学启动，学生们观看、体验各种科技表演与实
验，近距离感知科技的魅力，放飞科学梦想。 何红福 李淑娟 摄影报道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全域共治”共建共享

南岳：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基层综治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