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03 2020年3月3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陈阳

湖南日报记者 郑丹枚 蒋剑平
通讯员 魏志刚 高苗苗

2月29日，细雨绵绵，如诉如泣。邵
东市水东江镇芽江村部活动中心的一间
小小办公室，简陋却整洁。警服、水杯、工
作笔记、汇报材料……整整齐齐，一如往
常。只是它们的主人——邵东市公安局
驻水东江镇芽江村辅警王调兵、村民眼
中的“热心小伙”，却再也回不到这里了。

1月30日傍晚，王调兵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一线连续工作 8 天后，拖着疲
惫的身躯回到家中休息。晚9时许，他突
发急性心源性猝死，经抢救无效，匆匆离
开了人世,年仅32岁。

斯人已逝一月余，水东江镇派出所
工作交流群，群背景仍是肃穆的黑色。昔
日战友还在悼念王调兵：“他用热血守护
的土地，永远将他铭记!”

冲锋在前，无愧于一个“警”字

1月23日，我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邵东市防控指挥部
迅速响应、紧急部署，在全市范围内各交
通要冲布置卡点，严防疫情输入。水东江
镇位于邵阳、衡阳 2 市交界处，卡点密
集，需要大量人员值守。

镇派出所紧急调兵遣将。所领导询
问：“315省道邵东与衡阳交界处的交通
卡点谁去？”平时说话不多的王调兵主动
请战：“那地方我熟，我去！”

事出紧急，监测点物资尚未到位，连
拦车的路障都没有。王调兵只能用手势
和身躯拦停车辆，引导进入监测点检查。
有好几次，司机不配合猛踩油门往前冲，
差点撞上他。王调兵从来没有打退堂鼓。

王调兵的同事刘申余介绍，有天晚上
气温特别低，下着冻雨，刮着大风，监测点
的红色大棚几乎被吹翻。王调兵依然彻夜
值守，一遍又一遍地忙碌着：“您好，请打
开车窗测量体温。”“您好，请登记身份信
息。”……直到第二天早上8时，同事前来
换班，他才离开监测点。

在室友申梼林的眼里，王调兵是个腼
腆的大男孩，做事靠谱，无愧于一个“警”
字。1月26日，轮到他和王调兵执勤，谁想
王调兵清早便起来，准备去监测点。

那时还没到交接班时间，申梼林问
他去这么早做什么？王调兵说：“我反正
睡不着了，让执勤的兄弟们早一点回去
休息也好。”

值守的过程中，王调兵总是最忙的
一个。引导车辆进监测站、给司乘人员测
体温、登记身份信息……哪里有需要，哪
里就有他的身影。实在累了，王调兵便趴
在桌子上眯一会儿。彻夜值守，成了他的
家常便饭。申梼林说：“在监测点，王调兵
就是一堵墙，严格排查每一辆车、每一个
人。”

值守监测点的 3 天里，王调兵累计
参与检查车辆500余辆，排查人员1400
余人。

肩挑重担，多尽一份责任

“1 月 30 日，他还在我家门口贴宣
传纸，我们还聊了几句。多好的一个小伙
啊，怎么说走就走了？”望着王调兵贴的

《致全市人民的一封信》，芽江村78岁的
老大娘曾绣梅无比感慨。

从1月23日开始，王调兵的家人就
很少见到他。疫情防控战中，王调兵除了
主动请战值守卡点外，由于邻村永兴村

辅警春节前离职，他还承担起永兴、芽江
两个村与辅警职责相关的防控工作。

“多一个村，就多一份责任。”王调兵
说。为做好两个村的湖北返乡人员摸排
管控工作，他经常来回奔波。晚上，他还
要用电话反复询问、一一排查。

1 月 27 日晚上 9 时许，邵东市公安
局提供了一名湖北返乡人员的信息，王
调兵立即骑着警用摩托车赶去。20多分
钟后到达返乡人员所在的村民家中，但
村民不愿开门。在他的耐心劝说下，村民
才开门，返乡人员配合他完成登记出行
信息、量体温等摸排工作。王调兵交代返
乡人员落实好自我隔离措施后，才放心
离开。

那段时间，在芽江、永兴两个村，村
民们时常见到王调兵的身影，不是在村
里入户上门了解情况，就是协助村医对
居家隔离人员进行体温监测。“我刚回乡
的那 3 天时间，王调兵每天都来给我测
两次体温，一次也没落下。”芽江村村民
申宪洪说。在芽江、永兴村，王调兵共排
查外来返乡人员160余人，对25名湖北
返乡人员实行居家隔离。

“水东江老街畅通无阻。”“芽江、永
兴 村 重 点 人 员 管 控 排 查 工 作 已 完
成”……水东江派出所工作交流群中，王
调兵汇报的一项项工作，描绘了他每天
的工作轨迹。

守护百姓，只为一个梦想

王调兵是邵东市水东江镇高塘村
人，高中毕业后，在广西桂林从事装修行
业。2016年，听说家乡要招考辅警，从小
就有一个警察梦的王调兵赶忙报名。当
年12月，他顺利通过邵东市公安局“一

村一辅警”统一考试，成为水东江镇派出
所驻芽江村辅警。

穿上辅警服装，王调兵倍感光荣。他
常说，“辅警也是警，虽然肩章不同，但肩
负的责任是一样的。我要努力成为一名
合格的辅警。”

刚参加工作时，王调兵对村里的情
况不熟悉，他便挨家挨户走访，和群众唠
嗑。3年多来骑坏了2台警用电动车。翻
开他的工作日志，上面写满村里各家各
户的基本情况。

“村里 532 户 1648 人，每户他都去
过几次。”芽江村党支部书记申燎说，“我
常开玩笑，哪个村民家里养了几条狗，他
都一清二楚。”

正因为对村里的情况了如指掌，在
去年底破获的一起系列盗窃案及吸毒案
件中，王调兵带着办案民警直接来到犯
罪嫌疑人的住处，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

“调兵为人老实、诚恳，是个热心
肠。”“有事找他帮忙，他从不搪塞，总是
尽力而为。”...... 提起王调兵，芽江村村
民赞不绝口。

2018年7月，村里一户人家因小孩
溺水身亡引发矛盾。王调兵和村干部上
门处理，从早上一直协调到晚上10时，
终于将矛盾化解。

去年4月，天下着雨，王调兵在路上遇
到一村民的三轮车陷入泥塘。他二话没说
跳进泥塘，帮村民把三轮车推了出来。

但是，还没迎来今年的春天，王调
兵就走了。一枚闪亮的警徽，永远在水
东江的山山水水、在村民的心中散发光
芒。水东江镇派出所所长刘晓星说：

“调兵同志无愧于辅警的称号。他的精
神不灭，将激励我们继续奋进，守护好
脚下这片土地。”

免费为网约车
加装“防护舱”
首批覆盖长沙等14个城市

湖南日报3月2日讯（记者 邹
靖方）安装了防护膜的网约车，在
疫情期间受到乘客的广泛欢迎。今
天，高德打车联合旅程约车在全国
14个重点城市，启用首批“防护舱”
安装点，全网网约车司机不分平
台，均可享受免费安装服务。有了
前后排隔离的“防护舱”，司乘出行
将更安全。

旅程约车在长沙专门安排了
工作人员负责安装，所有平台的网
约车司机均可通过社群、宣传海报
扫码等方式了解安装详情，也可以
在高德地图APP中搜索“免费安装
防护膜”，查看当前城市发放点，直
接一键导航前往。

“防护膜能有效隔断飞沫等病
毒传播途径，为司机和乘客再添一
层防护。”高德打车相关负责人表
示，作为聚合打车平台，高德愿意
携手更多出行合作伙伴开放共享，
免费安装，共同推广“防护舱”，全
力保障司乘人员安全。

从旧鞋中查出
11只“大块头”蚂蚁

长沙海关提醒，非法
输入活体昆虫存在极大的
检疫风险和生物安全隐患

湖南日报3月2日讯（记者 周
月桂 通讯员 罗志萍 林俊）近日，
长沙海关所属长沙邮局海关从一
个英国入境邮包中查获 11 只活体
蚂蚁，这些蚂蚁体长约1.5厘米，通
体黑色有光泽，腹部有成排金色细
绒毛。鉴定结果表明，该批蚂蚁均
为原产欧洲的野蛮收获蚁雌蚁，为
湖南口岸首次截获，我国尚无分布
记录。

长沙邮局海关介绍，现场海关
关员根据X光机可疑影像拦截了该
包裹，发现邮件申报为“鞋子和衬
衫”，内装一双用旧报纸层层包裹
的旧旅游鞋和一件散发浓重香水
味的旧衬衫。不合常理的包装及试
图干扰海关监管工作犬查验的浓
重香水味，引起现场关员的高度怀
疑，经仔细人工探查，在鞋头部位
发现玻璃试管11支，每支试管内装
有 1 只“大块头”的蚂蚁。长沙邮局
海关已依法截留了该邮包，并对活
体蚂蚁做灭活销毁处理。

据介绍，野蛮收获蚁性情凶
猛。近年来，国内蚂蚁宠物圈比较
火热，不少人试图非法从境外邮寄
蚂蚁入境。2019年长沙邮局海关累
计从入境邮件中查获蚂蚁 8 批、
3700 余只。长沙海关提醒，非法输
入活体昆虫尤其是我国尚无分布
的外来物种，存在极大的检疫风险
和生物安全隐患，海关部门将依法
予以处理。

警徽耀山乡
——追记邵东市公安局驻水东江镇芽江村辅警王调兵

抗“疫”群英谱

常益长高铁黄桥大道特大桥建设正酣
3月2日，长沙市望城区黄金园街道黄金园村，建设者在进行常益长高铁（长沙段）黄桥大道特大桥桥墩施工。复工建设中的黄桥

大道特大桥是常益长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大桥全长3276米，共计98个桥墩，987根桩。常益长高铁是“渝长厦”铁路的组成部
分，全长157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计划2023年5月建成通车。届时，将实现全省14个市州全部通高铁的目标。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湖南日报3月 2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周闯）我省知识产权综合水
平再上新台阶。湖南省市场监管局今天
披露，2019年全省申请专利106113件，
同比增长 12.29%；授权专利 54685 件，
同比增长11.70%。截至去年12月底，全
省发明专利拥有量达46736件，每万人
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6.77件，PCT专利
申请（国际专利申请）478件。

2019 年全省商标申请 198822 件，

同比增长11.80%；商标注册158843件，
同比增长29.50%。截至去年底，有效商
标注册量578641件，同比增长33.19%。

到2019年底，湖南省以集体商标或
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 154件，核准使
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企业337家，
地理标志商标许可使用企业795 家，建设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1个。

从地区分布来看，长沙、株洲、衡
阳、邵阳、湘潭专利申请和授权位居全

省市州前列。截至去年12月底，长株潭
地区有效发明专利共36929件，占全省
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的近八成，其万人专
利拥有量达24.55件。

从专利申请人的类型来看，2019年
职务专利申请和非职务专利申请各占申
请总量的73.3%和26.7%，同比分别增长
11.80%和13.64%。在申请的职务专利中，
工矿企业56251件、大专院校19157件、
机关团体 1406 件、科研单位 963 件。其
中，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中国铁建
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株洲中车时代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位居工矿企业专利申请
前3名；中南大学、湖南工业大学、国防科
技大学居大专院校专利申请前3名。

2019年湖南申请专利106113件

全省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6.77件

湖南日报 3月 2日讯（记者 刘
银艳 通讯员 谢甜甜）记者今天从
省人社厅了解到，“湘就业”微信公
众号依托腾讯公司的技术优势，借
助整个平台页面操作简单的便捷，
上线短短 3 天，就吸引了 13.4 万用
户线上求职。

作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企
业线上招聘平台，“湘就业”设置了求
职端和企业端两个小程序。求职端为
务工人员提供企业和职位的选项；企
业端为复工企业提供一键发布急聘
职位功能。求职人员通过“湘就业”小
程序、“湘就业”微信公众号或微信城
市服务等途径，进入小程序首页并授
权登录后，可以查看“急聘企业”所发
布的职位信息，填写完善个人信息进
行报名。企业也会在后台收到职位申
请，第一时间安排招聘人员与求职人

员建立联系和视频面试。
“企业端查看界面简单，找工作

界面清晰明了，岗位覆盖面广，直接
在小程序登录就能查找湖南各大企
业招聘信息。”蓝思科技人才招聘负
责人宋坚冰表示很满意，“最有新意
的是可以通过查看岗位进行一键拨
号，确实方便。”

据介绍，省人社厅按照“快起步、
再完善、广覆盖”的原则，紧盯关键环
节，突出服务重点，优先安排重点急
聘企业入驻，两天内21家企业发布急
聘岗位63850个。目前，“湘就业”已吸
引中联重科、比亚迪、蓝思科技等超
20家省内知名企业入驻，平台企业注
册数已达 471 家，提交简历人数超
8000 人。比亚迪发布 11 个岗位后仅
两天时间，就收到200多份求职者的
简历。

3天吸引13.4万人求职
“湘就业”让你体验宅在家也能找好工作

湖南日报3月2日讯（记者 唐亚
新 通讯员 吴晓刚 颜英华）记者日
前从省公安厅获悉，1 月 23 日至 2 月
27日，全省各级森林公安机关共立案
侦办涉野生动物刑事案件93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 97 名，收缴野生动物
5606头（只）。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省各
级森林公安机关重拳出击，严厉打击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快速侦
破一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
有力遏制非法运输、非法交易和食用
野生动物违法犯罪的势头。涟源市森
林公安局破获一起非法猎捕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谢
某，收缴捕兽夹13个，猎捕网6张，诱

鸟器1套，野生动物死体20只，活体1
只；龙山县森林公安局破获一起非法
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抓获犯
罪嫌疑人田某，收缴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白颈长尾雉1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红腹锦鸡4只；益阳市赫山区
森林公安局破获一起非法经营野生动
物案，查证犯罪嫌疑人孙某非法经营
蛇类等野生动物金额超过30万元。

湖南森林公安将加强对辖区内
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区、集群活动地、
栖息繁衍地等重点场所部位的巡护
工作，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严
厉打击涉野生动物各类违法犯罪活
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我省侦办涉野生动物刑事案件93起

湖南日报3月2日讯 (记者 张尚
武 通讯员 梁红梅) 从根源上防控新
冠肺炎疫情，湖南坚决叫停野生动物
交易；把制度的笼子扎得更牢，湖南
对食用农产品全面试行合格证管理，
确保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2月27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
于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实施
方案的通知》，明确在今年6月底前全
省范围内全面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
证制度，全省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休闲农
庄生产的果蔬、畜禽、禽蛋、养殖水产
品等，需要开具合格证，实行凭“证”
入市、带“证”上市，完善从“田间”到

“舌尖”的安全监管链条。
合格证是上市农产品的“身份

证”。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规定，生
产者在自控自检的基础上自主开具
合格证，承诺其生产的农产品符合国
家相关标准；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督促

指导合格证开具和出具工作，并强化
监督检查。

从2016年起，湖南作为全国6个
试点省份之一，先后在43个县市区的
1253家农产品生产企业、57个市场探
索实施“质量合格+标识合格+合格凭
证”相结合的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
度，实现试点区域农产品合格证管理
全覆盖。

目前，湖南的食用农产品合格证
共有三种样式：一是单独开具出具的
纸质合格证，统一实行“县市区邮政
编码+生产者编号+农产品批次号”的
12位数字编码管理；二是有外包装的
食用农产品，统一印制在包装物表
面；三是利用农产品“身份证”管理平
台，对1800多家企业、5000余个产品
实行“一品一码”赋码标识，凭“证”上
市销售。通过 3 年多的探索和完善，

“湖南模式”获得农业农村部肯定并
向全国推广。

湖南食用农产品将凭“证”入市
6月底前全面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

汛期不会因疫情而迟到
全省水利部门狠抓备汛确保安全度汛

湖南日报3月2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王琳 李静岚）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阻击战还在继续，但每年4月开始
的汛期不会迟到，有些特殊年份湘江
流域3月份就出现“桃花汛”。针对汛前
准备的紧迫性、水利建设的周期性、前
期规划的特殊性，我省提前安排部署，
狠抓备汛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连日来，省水利厅紧盯工程备汛
工作，及时掌握重大水利工程、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主要支流和中小河流
治理等项目进度，并重点对存在“朝
天口”工程的“四水”治理、城市防洪
等项目进行了排查摸底，要求相关市
县建立台账，实施销号管理。同时，积

极指导服务重点水利项目开工复工，
协调解决建筑材料供应不足、施工设
备运输困难、防疫物资采购等问题。

各级水利部门积极行动，迅速组
织力量投入到水利建设行业，确保水
利工程安全度汛。娄底在建水利工程
项目21处，截至2月底已复工15处。
其中，新化县城西防洪堤防渗抢险工
程项目的人员保障、物资供应等相对
稳定，正全力以赴推进建设，将赶在4
月份汛期来临前全面完工，确保片区
度汛安全。株洲市、县两级水利部门
根据防汛需要，对水利工程项目分类
制定复工计划，按轻重缓急对去年洪
灾出险的重点水毁项目加快推进。

湖南日报3月2日讯（记者 陈奕樊
通讯员 张晓思）“我没有做多么了不起
的事情，这就是我的职责和使命。”3月2
日，省人大代表、娄底市娄星区人民医院
院长贺军民来到万宝新区的一家企业，
进行核酸取样工作。自2月18日起，贺军
民便组织力量为万宝新区和娄星区160
多家企业复工复产员工进行核酸样本取
样，确保复工复产平稳健康进行。

2月26日，省人大再次发出倡议，号
召全省各级人大代表认真履行代表职
务，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全力投入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连日
来，人大代表奔走生产一线，为保障经济
社会平稳运行贡献人大力量。

2月28日晚，省人大代表、株洲市芦

淞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晓江走进株洲王
府井百货抖音小店，帮助商家直播带货，
为芦淞服饰代言。芦淞服饰行业拥有各
类服饰鞋帽专业市场38个，汇集国内外
知名品牌4千多个，服饰加工企业4千多
家，从业人员超过20万人。杨晓江说，为
了帮助企业应对疫情、尽快复工复产，芦
淞区按下了建设线上城市的加速键，希
望帮助企业开拓新零售市场。

“疫情当前，老百姓的‘米袋子’可不
能空。”经安仁县委、县政府批准，安仁县
人大代表、湖南生平米业公司董事长何
秋平紧急召回20余名员工，分三批错时
上班。截至 3 月 2 日，湖南生平米业 3 条
全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日均生产
精米240吨。由于谷物收购、包装制作和

物流运输等价格不断攀升，何秋平每生
产、运输一吨优质米就要增加成本 50
元。为了让民众吃得上放心米，他承诺生
产出的五千余吨优质米每斤售价降低
0.1元，惠及群众。

浏阳市洞阳镇人大代表邵继是复工
复产志愿服务队的一员。这支服务队急
企业之所急，最大限度发挥自身优势，当
好企业的“服务员”。2月23日，蓝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受疫情影响，
招工困难，生产告急。了解到情况后，邵
继通过电话、微信等线上渠道和上门宣
传，将企业的招聘信息传达到户到人。他
还精准施策，对往年在外务工且暂未外
出的劳动力开展重点发动，引导他们就
地就近就业。“在家门口就能拿到跟外地
一样的工资，我们一家三口都决定到蓝
思科技去打工。”洞阳镇西园村的青年陈
鑫高兴地说。

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湖南日报3月2日讯（记者 沙兆
华 通讯员 文立平）今天，记者从省
残联获悉，今年，全省残联系统将聚
焦“现行标准下的建档立卡贫困残疾
人如期全部脱贫”这个目标，所有业
务工作全部向脱贫攻坚聚焦、项目资
源全部向脱贫攻坚聚集、人员力量全
部向脱贫攻坚聚合，确保残疾人脱贫
攻坚不误大局、不拖后腿。

省残联要求各级残联要加快推
进残联改革和基层残疾人组织建设，
提高为贫困残疾人服务的能力和水
平，为有意愿且符合残疾评定标准的
贫困残疾人及时办理残疾人证，同时
加强残疾人证的换证和清理工作。残
联系统每名干部职工自主联系至少1
户建档立卡残疾人家庭。

要将残疾人扶贫工作纳入党委
政府扶贫开发工作大局，摸排 5.1 万
未脱贫残疾人“两不愁、三保障”及惠
残政策落实情况，实时与扶贫、教育、

民政、卫健、医保、住建等部门开展数
据比对，推动贫困残疾人教育、低保、
医保、养老保险、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临时救助等综合保障政策落实，确保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应保尽保、应兜尽
兜、应救尽救。

加强对返贫残疾人口、贫困边缘残
疾人口以及重度残疾、一户多残等特殊
困难残疾人家庭的动态监测，及时将返
贫和新发生贫困残疾人纳入帮扶范围，
采取措施防止返贫和新的致贫。

实施就业援助、助盲脱贫、电商
助残扶贫、农村残疾妇女手工制作、
阳光增收计划、连千村帮万户扶贫工
程等扶贫行动，抓好“携手奔小康”和
东西部扶贫协作，推动落实消费扶贫
政策。实现有需求的建档立卡残疾人
基本康复服务与基本辅助器具适配
服务率达 100%，力争有无障碍改造
需求的建档立卡重度残疾人家庭全
覆盖。

省残联“三个全部”助力脱贫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