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4月 15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张登）湖南时代阳光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与湖南省中
医药研究院签订共享协议，节约了质
谱仪、高效液相色谱等仪器购置费近
200万元，顺利完成了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重大新药创制”创新中药“便可
通片”的研制工作。记者今天从省科
技厅获悉，在即将开始的2020年科
研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
共享双向补贴发放中，两家单位预计
可获得补贴近20万元，全省发放补
贴额预计达到900多万元。

为进一步提高现有科研设施和
仪器的利用效率，同时有效解决中小
企业、创新创业团队等社会用户高端
仪器设备“买不起”“不必买”的问题，
2018年5月，省科技厅、省财政厅联
合启动了科研设施和仪器向社会开
放共享双向补贴工作。2019年我省
共补助经费442.6万元，补贴单位96
家，其中高校院所等管理单位28家、
企业等社会用户68家。

从该政策实施近两年的统计数
据看，管理单位将科研设施和仪器加

入湖南省科研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
共享服务平台的积极性大幅提高，目
前全省共享平台共入网科研设施和
仪器9149台（套），两年共计新增入
网科研设施和仪器3300余台（套），
价值19亿元。同时，全省科研设施和
仪器使用率和开放共享率均大幅提
高。去年，全省共享平台入网仪器年
平均使用机时达 1149.77 小时，比
2017年提高376小时；入网仪器年平
均对外提供服务机时达390小时，比
2017年增加近 200小时。如湖南鑫
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利用中南大
学的高频疲劳试验机进行产品疲劳
性实验，节约了仪器购置费200多万
元，并实现了其产品在高铁上的应
用。长沙硕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利用长沙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共享服
务，进行恶劣环境控制器等电子产品
的参数、性能分析，直接节约研发成
本近百万元，并加快了研发进程。

省科技厅介绍，下一步将总结
该项政策实施两年来的经验，进一
步修订完善管理办法，加大宣讲及
操作培训，扩大政策的受益面。

我省两年投入双向补贴经费1000多万元

科研设施和仪器
开放共享率大幅提高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莫成
通讯员 彭杰）4月 13日下午，龙山县工
业集中园区双沐药业公司各个生产车
间里，烘干机、打包机轰鸣，数十名工人
正在忙着挑货、烘干、打包。整个园区内
复工复产有序推进，逐渐恢复了往日生
机和忙碌。

“有事做，离家近，真上劲。我要在
公司干到 60岁退休。”57岁的文万猛是
该公司首批复工的工人，他的新家就在
离园区不到1公里的集中安置区幸福小

区。原本住在偏远的红岩溪镇撮箕村的
他，不仅搬入了县城的新家，还被安置
到工业集中园区上班，月收入近 4000
元，当年就实现脱贫。

近年来，龙山县扎实推进易地扶贫搬
迁工作，截至 2019 年底，全县累计搬迁
2959户12272人，搬迁完成率100%、入
住率100%。“搬得出”是前提，“能致富”才
是目的。为了实现搬迁群众长期稳定脱
贫，龙山县打出系列“组合拳”，通过“就业
帮扶”“一户一业”等举措，确保搬迁群众

“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能致富”。
疫情发生以来，龙山县结合实际、因

势利导，利用扶贫车间及公益性岗位在复
工过程中的就业固本作用，全面增加家门
口就业基数。对“零就业”搬迁户实行“清
单管理、动态清零”，采取“一户一策”帮扶
措施。目前，全县搬迁对象扶贫车间复工
508人，公益性专岗复工355人。

“感谢党的好政策，我们也应该
尽 一 份 力 ，一 起‘ 稳 ’住 这 幸 福 生
活 ！”家 住 幸 福 小 区 的 搬 迁 户 田 安

东，和妻子都在小区里好日子家政服
务公司扶贫车间上班，全家每月收入
都在 5000 元以上。在该县复学的关
键时期，小区搬迁户自发组建起校园
防疫消毒队，共同守护这来之不易的
幸福生活。

截至目前，该县已成功创办集中安
置区产业基地16个，设立扶贫车间及延
伸点 25个。此外，该县还转移就业 3935
人、发展生产 6456 人，搬迁群众就业率
达84.7%，脱贫率达99.4%。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上官
智慧 通讯员 黎治国）“我年纪大，身体
又不好，村里给我安排编织藤椅的活，
一天能有 100 多元的收入。”4 月 14 日
一大早，76岁的桑植县桥自弯镇建档立
卡贫困户胡习传,坐在家门口边煮饭边
编织藤椅。该镇通过“市场主体+扶贫工
厂+农户”模式，大力发展扶贫工厂，开
发就业岗位，已成功吸纳 300名贫困劳
动力就近就业，实现贫困户稳定年增收
1万元以上。

桑植县多措并举,咬定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不动摇。今年,该县狠抓产
业扶贫、就业扶贫和消费扶贫 3 个基
本轴点，确保产业覆盖到户、就业服
务到人，做到“产业有订单、就业有岗
位”。为确保产业就业扶持全覆盖，桑
植推进“乡有主业有龙头、村有产业
有社企、一村一基地、一户一产业、一
家一就业、一人一技能”的“两有四个
一”模式。至目前，全县 23 个乡镇已
确定茶叶、烟叶、蔬菜、中药材等 6 大
主打产业，共建立产业基地 281 个，
124 个贫困村实现全覆盖；通过公益

性岗位就业、劳动力转移就业、就近
劳务就业、自主创业就业等灵活多样
的 方 式 ，解 决 贫 困 农 村 劳 动 力 就 业
36195 人。

桑植还创新开展“订单扶贫”新模
式，围绕产业扶贫订单到户，培育订单
中介、组织供需对接，组织开展百场消
费扶贫、扶贫产品公益亲子认购、“网红
带货”等活动，与贫困户达成认购协议，
着力解决贫困户农产品“卖难”问题。截
至目前，实现农产品帮扶消费额 1400
多万元，其中全县 1412 名结对帮扶干

部与 3808 名贫困户签订农产品订单
3808笔。

此外，桑植还组建 464 个排查组
和 23 个督导组对脱贫质量“回头看”,
开展全过程督导，启动脱贫成效“大普
查大排查大督查”工作，全面摸底，因户
施策，深入实施劳务协作转移一批，公
益岗位安置一批，本地企业吸纳一批，
自主创业带动一批，家庭代工扶持一
批，促进就业，并实行一户一册建立就
业台账，确保贫困人口就业有岗位 ，着
力巩固脱贫成果。

确保搬迁群众脱贫致富
搬迁群众就业率达84.7%

产业有订单 就业有岗位

多措并举推进稳定脱贫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沙
兆华 通讯员 符靓）把培训课堂设在
村上，使贫困妇女拥有一技之长。近
段时间，省妇联在平江、桑植等地举
办示范培训班，已培训农村贫困妇女
2200 多名，推进我省“巾帼脱贫行
动”。今天，省妇联举行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视频会议，就发挥妇联组织作用
助力脱贫攻坚进行动员部署。

目前，全省未脱贫的 19.9 万人
中，妇女有 10.5 万人。全省妇联组
织将整合资源，多措并举，助力实现
未脱贫妇女“全部清零”。

会议要求，发挥基层妇联及40
多万村妇联执委作用，入村入户开展
排查普查，摸清贫困户中单亲贫困母
亲、患重病妇女、残疾妇女等群体底

数，纳入关爱帮扶范围。引导动员社
会力量和女性社会组织，就近为每户
重点帮扶对象安排1名帮扶联络人，
确保帮扶措施和效果落实到户、到
人。各级妇联组织开展技能大培训，
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储备女性人
才，为贫困地区未脱贫妇女提供“一
岗之职”“一技之长”。在深度贫困地
区开展女红技艺进乡村、“百城万村”
家政扶贫流动课堂等活动，加大手
工、家政、电商等技能培训力度，帮助
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县级妇联组织把
贫困妇女组织起来“巧手脱贫”，宜编
则编、宜绣则绣，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增收。发挥全省400多个巾帼脱贫车
间辐射带动作用，帮助妇女不离家、
不离土，找到脱贫之路。

我省尚有未脱贫妇女10.5万
全省妇联将助力实现“全部清零”

特色产业助脱贫
4月14日，涟源市荷塘镇富田桥游浆豆制品发展有限公司，工人在制作豆腐。该公司生产的游浆、豆腐为当地特色产业。目

前，已有20余名贫困户进厂生产并学习制作工艺，人均月增收可达2000余元。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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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党员干部
冲锋在前作表率

“今天我们完成了63份标本的
核酸检测，虽然数量比前段时间少
了很多，但始终要打起十二分精
神。”4 月 15 日，邵东市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实验室里，谢中意和同事正
全副武装对当天采集来的核酸标本
进行检验。

35 岁的谢中意是邵东市人民
医院主管检验师，也是一名中共预
备党员。从 2 月 9 日起，他就一直
坚守在核酸检测第一线。为确保进
度，他和同事们常常忙到凌晨3时，
下班后直接入住指定酒店，已经两
个多月没回家。“冲锋在前是职责所
在，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应尽的义
务。只希望疫情快过去，早点回家
陪陪亲人。”谢中意说。

哪里最困难、最危险，哪里就有
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党员干部奋勇
战斗的身影。

双峰县石牛乡中心敬老院住有
36名老人，党员干部张治从 1月 27
日起就一直吃住在敬老院。为保障
老人们的安全，院内实行全封闭式
管理，安排专职护理人员每天做好
防疫消毒、体温监测工作，全力做好
后勤保障。“在关注老人们身体健康
状况的同时，我们也要耐心地做好
心理疏导，确保老人们住得安心。”
张治说。

基层干部是落实基层防控的关
键力量。“现在特殊时期出行风险很
大，在国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做好
防护工作……”4月14日，武冈市司
马冲镇杨梅村党支部书记刘协华通
过国际长途电话，对在国外工作的
村民进行安抚。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以来，刘协华充分发挥村党支部政
治引领作用，组建青年党员突击队，
在村口设置宣传劝导点，先后劝阻
2000余人次外来人员进入本村，劝
导5名境外人员暂时不要入境。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
支部就是一个堡垒。在这场战“疫”
中，医生护士党员冲锋在前，争分夺
秒与病毒较量，构筑起一道抗击疫
情的“铜墙铁壁”；机关党员干部挺
身而出、迎难而上，主动请缨下沉支
援一线；社区党员干部化身为防疫
安全卫士，带领群众拉起群防群治
的严密防线……

复工复产，他们勇当
“排头兵”

4 月 15 日，蓝山县皮具箱包科

技产业园一派热火朝天。建筑工人
正抓紧施工建设厂房，旁边一栋已
建成的厂房里，300 多名工人正忙
着生产旅行箱包。

为推动产业园标准厂房早日建
成，蓝山县委书记秦志军通过到现
场或打电话调度施工，蓝山经开区
党工委书记齐新华带领 20 多名党
员干部连续多日蹲守现场，抢工期、
抓进度，服务项目建设。目前，已有
多家企业入驻园区生产，预计整个
标准厂房将比计划提前一个月竣
工。

三湘大地，经济在和煦的春风
中逐步复苏。全省经济回暖的背
后，离不开广大党员干部贡献的智
慧和力量。

在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街道丰
泉古井社区，随着白果园化龙池城
市有机更新及历史步道建设项目全
面复工，社区“我是党员我带头”志
愿服务队对项目指挥部职工进行体
温监测、信息登记、食堂就餐分桌引
导，并做好每日消毒工作，为项目筑
牢健康“防护墙”。

为抢抓农时，益阳市赫山区
1612名党员干部分赴春耕一线，为
农户讲政策、传技术、谋发展，助力
农业生产起好步。桑植县 2.1 万名
党员组建“春耕服务队”，配送农资、
逐户指导、联点服务，做到防疫、春
耕“两不误”。

广大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当好复工复产“排头兵”，为企业
送上贴心的“保姆式”服务。

4月9日清早，耒阳市马水镇马
水供电所一支党员突击队正在进行
登杆检查，并对已损坏的断路器进
行更换。随着企业全面复工复产，
供电负荷迅猛增长，国网衡阳供电
公司成立50余人的党员突击队，带
领480名检修人员全力保障企业用
电需求；

长沙县党员干部杨宪收集整理
财政税务、社会保障、信贷金融等方
面惠企政策30多条，编辑成册发放
给联系企业，被企业负责人称之为

“政策宝典”；
资兴市总工会干部彭伟利用工

会优势，仅一天时间就帮助一家公
司招聘工人100余人；

……
无论是在战“疫”前线，还是复

工复产一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始终冲锋在前，勇担使命，为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贡献力量。

（参与记者：黄巍 李曼斯 戴
鹏 郑丹枚 熊小平 张佳伟 严万
达 聂沛 颜石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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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复工的在建交通项目，
千余名建设者施工正酣

“进度这么快，我也没想到。”曹双喜
说，长沙段于3月下旬就开始了路面上层
作业，这得益于路面的下层施工进度没
有耽误。

通俗理解，路面施工需经过下层（水
泥稳定碎石层）施工后，再进行上层沥青
摊铺等施工。

受疫情影响，春节之后，全国碎石厂
暂停供货。碎石是许多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的必备原料，一旦供应跟不上，后续施
工无法进行。

“我们早在春节前就备好料，所以可
以按计划复工。”长益扩容公司路面专业
工程师李曙龙告诉记者，公司未雨绸缪，
提前购买了碎石等路面施工原料。2月3
日，第一批施工人员提前进场开展路基
精加工；2月 10日全线复工后，工人们一
到岗就展开施工。

长益扩容工程是湖南省最早复工

的在建交通项目。项目全长 50.28 公
里，起于长沙市望城区观音岩互通，途
经望城区、宁乡市及益阳市赫山区，止
于苏家坝互通，对接益阳绕城高速和长
益高速。

2月，省重点建设项目事务中心来长
益扩容工程调研时，加大了防疫物资、物
料运输的调度，保障了项目按期推进。

随着用工人员增加，湖南省制定政
策鼓励开通“点对点”包车运输。中南建
设集团长益扩容土建 1 标施工人员雷传
瑜，就坐上了包车从老家广西桂林直达
项目驻地。

2 月底，长益扩容工程已实现 100%
复工、100%到岗，所有施工人员进场前
全部完成了核酸检测。

如今，项目上集结了 1100 余名建设
者，全线土建桥涵、路基、隧道工程进度
已完成99%以上，路面工程已完成68%。

融合5G新基建，建设“智慧
高速”

在长益扩容乌山互通施工现场，工

程师李曙龙在查看路面施工情况后，又
赶紧和湘江智能科技创新中心的负责人
电话沟通施工进度。

原来，长益扩容工程在施工同时，还
预留了 5G基站、电信管线及配套设施设
计，准备建设一条“智慧高速”。

我省正试点对93公里高速公路进行
智能化及网联化改造，并进行基于 5G技
术的“车路协同”场景测试。其中，长益
扩容长沙段约30公里路段是湖南唯一的
在建高速项目试点路段。

湘江智能科技创新中心负责人温建
波介绍，长益扩容试点的“车路协同”项
目，需提前在高速公路两侧连续布设 5G
基站和摄像头等配套设施，计划5月上旬
开始施工。

通车后，可通过与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实现对每段路、每
辆车和每个结构物的全面精准掌握。届
时，行驶在长益扩容上的车主，无需对手
机提前操作，就可自动接收前方车辆路
况信息。比如，前方几公里有车辆事故，
后方车主可收到即时信息。

今年，湖南抢抓国家重大政策机遇，

加快布局 5G 基站等新基建领域重点项
目，计划投资建设逾万个 5G基站。长益
扩容建设 5G基站，则是我省传统基建与

“新基建”结合的一次生动实践。
今年一季度，长益扩容工程已完成

投资 1.03 亿元，累计完成投资 74 亿元，
占总投资的95%。

长益扩容公司经理郭一枝信心满
满：“项目进度比原计划提速 20%，有望
提前 8个月实现通车目标，力争在今年 8
月底建成。”

届 时 ，湖 南 将 新 增 一 条 长 沙 通 往
益阳、常德、湘西州等地的交通干道，
极大缓解现有长益高速公路的交通压
力。

长益扩容项目只是全省重点建设工
程的一个缩影。今年一季度，3841 个省
市重点项目全部满岗复工。其中，在建
省重点建设项目173个、在建市州重点项
目 3668 个。截至 3 月底，新开工投资
5000万元以上项目1754个，为去年全年
的 41.2%，其中 3 月当月新开工 960 个；
160 个年度省重点项目投资进度同比提
高4个百分点。

“智慧高速”冲刺抢工期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邓晶
琎）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中心今晚发布
消息称，自 4月 16日 10 时起，湖南将启
动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系统优化完善实
车测试，届时各收费站将栏杆降落，进
入“一车一杆”模式。

根据交通运输部统一部署，为进一

步优化完善收费系统功能，做好恢复正
常收费工作准备，湖南实施收费系统优
化完善实车测试。本次实车测试不影响
车辆免费通行，所有客货车辆仍享受疫
情防控期间免费政策。

实车测试期间，收费站车道将由今年
2月17日实施免费通行措施时的“抬杆”通

行方式调整成“落杆”方式。其中，ETC车
辆自动感应后抬杆、落杆通行；MTC车辆

（人工收费车辆）入口无需领取CPC通行
卡，由收费工作人员完成抬杆、落杆操作。

实车测试后，抬杆、落杆通行将替换
现在的无障碍直接通行，车辆进出收费站
时，请控制好车速，确保安全、有序通行。

今日10时起，全省高速收费站实施“一车一杆”模式
替换现在的无障碍直接通行，为恢复正常收费工作做准备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
者 黄利飞）永清环保4月13日
晚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 5.95
亿元收购江苏康博工业固体废
弃物处置有限公司（简称“康博
固废”）70%股权。本次交易完
成后，康博固废成为永清环保
控股子公司。

康博固废是苏州一家成熟
运营的单体焚烧类企业，年处
置能力为3.8万吨，其所处的常
熟市经开区，主要以化工、制药
等危废产生企业为主，这让康
博固废拥有产业发展得天独厚
的区位优势，产能利用率常年
维持在90%以上。

永清环保认为，康博固废
在危废处置领域深耕多年，积
累了危废处置领域的丰富技
术、工艺和经验，与永清环保垃
圾焚烧业务技术同源而有望产
生协同效应，可继续拓展延伸
公司在固废战略布局中危废处
理业务。

今年以来，永清环保外延
式扩展步伐加快。2020年2月，
永清环保收购湖南省昌明环保
投资有限公司 51%股权，该标
的公司已开展医废处置业务的
实际投资；3 月，永清环保收购
湖南华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延伸布局前端环境
检测业务。

永 清 环 保 认 为 ，公 司 不
断实现环保行业并购整合和
产 业 链 延 伸 的 目 标 ，有 利 于
公司更好地优化整体资源配
置 ，进 一 步 提 升 公 司 业 务 规
模。

永清环保股票自今年年初
至今，区间上涨累计近30%，当
日报收6.02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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