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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8月4日讯（记者 李伟锋 李永
亮 通讯员 廖喜张）株洲市是中国移动 5G 首
批试点城市。日前，该市发布加快推进 5G 网
络建设和行业应用时间表，预计到 2022 年建
成1万个以上5G基站，同时加快推动5G应用
及相关产业发展，着力打造在全省乃至全国有
一定影响的5G应用示范区、数字经济集聚区。

按照“铁塔统筹、政府支持、开放共享、服
务社会”的原则，株洲市科学确定5G建设站址
资源。免费开放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所属
公有建筑物、展览馆、旅游景点、文化体育场，
以及城市照明等各类杆塔与综合管廊资源，为
5G网络站址建设提供场地支持。优化建设审
批流程，满足5G网络快速规模组网需求。

同时，株洲市加快培育 5G 产业链。依托
宏达电子、时代电气、麦格米特、长城计算机等
本土企业，重点发展光交换、基带、中高射频、
图像处理芯片等。结合场景应用和行业应用，
重点发展基于 5G 的智能手机、超高清视频、

AR/VR、无人机（船）、可穿戴设备及融合应用
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依托云龙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产业园等园区，规划布局一批 5G 应用
产业园，招引5G产业链相关企业和团队，孵化
5G创新产品和项目，打造特色鲜明的5G产业
集聚区。

株洲市还加快推进5G示范应用。今年上
半年，该市发布了首批12个5G典型应用场景，
主要集中在工业互联网、自动驾驶、超高清视
频、生态环保、民生服务等领域。其中，5G+智
慧天车远程集中操控系统可实现对天车的实
时、精准远程控制以及物料吊运、装车等半自动
生产作业需求；真立体360全景3DVR/5G实时
直播系统，可无失真实现双目在任何视角下场
景的采集，量产后将填补国内市场空白。后续
将在工业互联网、5G+公共服务、民生服务等行
业，开展重大工程应用试点，发挥先行先试的引
领作用。并以产业链为重点，在关键环节发力，
培育有竞争力的5G产业聚集区、示范区。

湖南日报8月4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冯昊 曹洪春）7月27日，郴州市苏仙区五里牌镇
举行“五治”融合创新社会基层治理志愿服务队
授旗仪式，镇党政机关、村（社区）、企业等15支志
愿服务队接过旗帜，200多名志愿服务者深入村
组、企业，开展各种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五治’，指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
治。”苏仙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彭雄介
绍，该区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以政治
为引领、法治作保障、德治强教化、自治固基
础、智治为支撑，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推行基层组织“1+N”模式。即构建一个
党建工作站与多个村级服务组织，实现党建工
作与业务工作相融合，使服务群众更全面、高
效。目前，苏仙区已建成162个党建示范站点
及相应的基层自治机构。

推行基层社会法治、德治和自治并举，增
强基层治理内生力。引导群众依法依规、严格

程序、民主协商，因地制宜制订和完善村规民
约。目前，苏仙区185个村（社区）均制定了村
规民约，做到“一村一约”。各村还成立“四
会”，即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
红白理事会等4个村民自治组织。今年疫情防
控期间，该区各禁毒禁赌会、红白理事会主动作
为，收缴麻将机130余台，劝退各类酒宴70余场
次，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发挥了积极作用。

强化智治（科技）支撑。在郴州市率先实
现重点路段、要害部位、治安薄弱区域视频监
控全覆盖。目前，苏仙区已基本建成一套全域
覆盖、全区共享、全时可用的综治信息化和“智
能天网”系统。通过该系统，该区综治信息化
平台已录入人、房、事等基础数据近80万条，各
类重点人员、特殊群体、帮扶对象信息更新及
覆盖率达100%，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达95%，
基本实现“小事不出村(社区)、大事不出镇(街
道)、难事不出区”的目标。

打造5G应用示范区
预计到2022年建成1万个以上5G基站

基本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难事不出区”

“五治”融合创新治理

苏仙区

株洲市
湖南日报8月4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秦泽宇）盛夏时节晴热高温，
电网负荷持续攀升。记者从国网长沙
供电公司了解到，长沙电网负荷继8月
3日13时39分、21时23分连创两次历
史新高后，于今天 12 时 47 分直冲到
824.4万千瓦，又一次刷新历史记录。

“8 月以来，伴随持续晴热高温天
气，长沙地区电网负荷稳定在 750 万
千瓦以上。”国网长沙供电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确保居民“清凉”度夏，该
公司科学调度、积极应对，通过优化电
网运行方式，确保长沙地区各变电站、
线路负载均衡，可靠供电；加强设备巡
视运维，确保电网设备以良好状态迎
接高峰负荷考验；加强故障抢修力量，
实行24小时不间断电网监控，灵活运
用带电作业和“零点”抢修消缺等方
式，将设备消缺对客户用电的影响降
到最低。

得益于“长沙电网供电能力提升
三年行动计划”和“630攻坚”行动顺利
完成，长沙电网经受住了一轮又一轮
高温“烤”验，目前总体供电形势平稳，
设备负载情况较好。国网长沙供电公
司呼吁市民朋友尽量节约用电，确保
电网安全健康运行。

湖南日报 8月 4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伍孝雄)7 月 30
日，祁阳县羊角塘镇温氏集团养
殖小区，建设热火朝天。项目负
责人表示，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
他们前来投资。

近年，祁阳县大力构建“亲
清”政商关系，招商引资持续增
长。今年虽然受疫情影响，但该
县仍引进21个招商引资项目，总
投资50.5亿元。

该县出台《祁阳县政商关系
行为守则》等，解决构建“亲清”政
商关系“如何做、怎么做、哪些该
做、哪些不该做”的问题。建立职
能部门与企业交流对话的政商联
席会议制度，今年已召开 4 次会
议，解决31个问题。纪检机关开
展经营主体大走访活动，走访
326户，发现问题线索21条，已全
部整改到位。

湖南日报8月4日讯（记者 张佳伟 通
讯员 罗俊 赵佳威）8 月 3 日，记者从邵阳
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邵阳市实现进出口
总值 111.2 亿元，同比增长 17.7%。其中，
出口108.9亿元，同比增长19.8%；进口2.3
亿元，同比下降36.9%。进出口总值增速高
出全省平均增速4.3个百分点。

上半年，邵阳市新注册外贸企业 232
家，新增获得海关相关许可资质企业8家。
截至 6 月底，邵阳市共注册外贸企业达
1305家，在全省市州中居于前列。

今年来，邵阳市先后出台《促进企业
“招工招商增订单扩产能”的若干政策措
施》《金融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暖春行动”工作实施方案》等一系列稳外
贸政策措施，加大企业用工保障、强化物
流运输服务、激励企业增订单扩产能等。

邵阳海关积极扶持“中小微”企业走出去、
拓市场，推动县域一级外贸发展。上半年，邵
阳市出口竹制品等植物产品131批、3557.8万
元；出口牛毛、鸭绒等动物产品132批、6.4亿
元。绥宁县实现高氯酸钾、茶油出口零突破。

8月4日，长沙世界之窗，市民在游泳池戏水享受清凉。连日来，面对高温酷暑天气，
市区众多游泳馆、水上乐园有序开放，市民以各种方式避暑、解暑，享受清凉。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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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上半年新注册外贸企业232家
进出口总值达111.2亿元，同比增长17.7%

全力以赴保畅通
——记辰溪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副主任刘光敏

湖南日报8月4日讯（记者 聂沛 通讯
员 周运动）记者今天从衡阳市马路市场安
全隐患专项整治办获悉，该市今年开展马
路市场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以来，共拆
除立柱式固定棚架5430余处，清理店外经
营商户2640余个，完成新建改建农贸市场
和乡村集市15处，计划取缔关闭的251处
马路市场已全部整治到位，马路市场安全
隐患基本消除。

今年来，衡阳市对全市马路市场进行
摸底排查，按隐患类别和道路分布情况分
类造册，建立城乡马路市场“直接取缔”“暂
时保留（实施管控）”和“即刻搬迁或转移”
的马路市场清单。对纳入过渡安排计划的

106处马路市场严格管控，在赶集时段实行
临时交通管制，确保“通市不通车、通车不
通市”。对纳入新建改建计划的57处农贸
市场和乡村集市，加快建设进度，确保9月
底前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设置减速带
1130余处，对马路市场进行全面清理巡查，
加强整治占道经营和流动摊点。

下阶段，衡阳市将对全市马路市场跟
踪督查指导，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进一
步规范城乡集贸市场经营秩序，采取设立
永久性固定公告、明确管理机构、完善管理
机制、压实主体责任和综合执法等措施，依
法依规进行常态化、规范化管理，实现“摊
清、人清、路畅”。

衡阳取缔关闭251处马路市场
安全隐患基本消除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陈宽玉

“单位干部职工走访贫困户都到位了吗”“最
近又下了几场大雨，公路没堵吧”……近几天，只
要单位来人探望，在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
疗的刘光敏都要问情况。口齿虽然有些不清，却
是万般牵挂。

从大年三十开始，今年52岁的辰溪县公路建
设养护中心副主任刘光敏战罢疫情战洪涝。6月
25日晚，他昏倒在家门口，医院诊断为过度劳累
引发脑溢血。

“他在单位挑起了最繁重的担子，攻下了多
年没攻下的‘堡垒’。”辰溪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主任唐文态说。

挑起最重的担子
保畅通是公路养护重要职责。每到雨雪天

气，刘光敏就带队深入灾毁最重的乡镇，进行灾
情巡查、采集数据、组织疏通道路。

皮卡车能越野，但颠簸厉害，刘光敏曾一天
驱车跑500多公里，且大都是山间小道。

1 月 23 日零时，辰
溪县疫情防控启动，县
公路建设养护中心负
责把守北大门——250
省道辰溪与沅陵交界
处船溪乡检测点。刘光敏天天在卡点值班，还
要统筹家属区与单位联系网格点的人员值班、
外来人员排查登记等工作，忙得像陀螺不停
转。

大年三十，四兄妹一大家子集中在哥哥家团
年。菜肴上了桌，妻子包近香打电话催刘光敏回
来吃团年饭。

正在船溪乡值守的刘光敏直到晚上7时多才
回家。“这样的日子，光敏一直坚持到3月底。进
入主汛期，修复水毁路等工作多起来，他又忙在
路上了。”包近香说。

6月22日至24日，辰溪县出现今年入汛以来
最强降雨过程。刘光敏和干线、农村公路养护股
的干部职工天天跑在公路上，清理塌方，保障畅
通。

刘光敏 78 岁的父亲瘫痪在床 5 年，口不能

言，每月有周把时间会突发癫痫。白天，刘光敏
请妹妹照顾父亲；晚上，他候在父亲床边照看。
同事劝他：“赶紧请假休息一下吧，你又不是铁
人。”但他说，等这轮降雨过了再说吧。

6 月 25 日，端午节，刘光敏仍战斗在基层一
线。晚上8时，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一阵头昏
目眩，倒在家门口。

攻下顽固的“堡垒”
在辰溪县修溪新集镇至老集镇之间，有一段

400多米的沥青混凝土路面，知情人称其为“光敏
高速”。

这段路是修溪镇、柿溪乡、谭家场乡进出辰
溪县城必经之道，年代久远，路面损害严重，但因
财政困难无力重建。

2018 年 1 月，春节即将来到，公路部门决定

修补损毁最严重的 400
多米路段。时间紧，若用
水泥硬化保养需要 30 多
天，公路会被封闭，而预
算资金也不够。

怎么办？刘光敏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多
次会商，决定采取“冷再生”技术，将已破损的水
泥路面彻底打碎，用轧路机轧紧，然后铺上沥青
混凝土。结果，仅用一周时间就完成修补，还节
省了资金。

250省道杉木溪路段因设计不合理，发生多
次交通事故，造成多人致残致死，是交通部挂牌
近10年的安全隐患点。

省市县三级公路部门技术人员现场勘查，决
定采取截直的方式优化路线，开阔驾驶员视野，
消除隐患，具体由辰溪公路养护部门实施。

截直地段有600余平方米，涉及村民10户，
土地权属存在争议。刘光敏迎难而上，会同镇村
干部，开了 10 多次协调会，一户户上门做工作。
去年12月，工程完工。到目前，该路段没有发生
一起交通安全事故。

坚持原则“唱黑脸”

去年 3 月下旬的一天，250 省道辰溪段灾毁
重建一标段负责人收到停工整改通知书。

该路段灾毁重建分两个标段。去年3月，工
程开工。刘光敏牵头干线养护股、工程股技术人
员组成专班，负责质量和进度监管，发现一标段
水稳层有问题，取样检测发现料中水泥不够，随
即下达停工整改通知。

刘光敏盯住施工方，把已铺好的 1.6 公里长
的水稳层铲掉，施工方为此多花了30多万元。同
时，调查发现料中水泥不足的根源是水泥输送泵
堵塞，责令施工方立即修复。

二标段开工第3天，刘光敏到施工起点界牌
坳检查，发现水稳层呈黄色。他带人立马“杀到”
料场，发现碎石里泥巴远超2%的规定值。

责令停工，铲掉已铺好水稳层，清除料场的
200多方碎石……刘光敏将人员分为两组，一组
守料场，一组盯施工现场，看着施工方整改。

“刘主任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敢于‘唱黑
脸’。”辰溪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干部印道正说。

“买东西，请认准‘子豪微店’”
——平江残疾少年赖子豪的创业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单珍 龚茶林

“买东西，请认准‘子豪微店’！”同事购物
时，平江县三阳芙蓉学校的严迎春老师总是
不忘提醒他们，要照顾其“送教上门”对象赖
子豪。

7月31日，该校教师邓伶俐拿起手机，
打开对方名片，身着荧光绿短袖T恤、眉清
目秀的赖子豪进入她的眼帘。快速点击“添
加到通讯录”，发送添加朋友申请。很快，邓
伶俐成了“子豪微店”的第56位顾客。

因早产所致，赖子豪不到两岁就被确诊
为先天性肢瘫。虽经多年治疗和康复，今年
14岁的赖子豪仍无生活自理能力。身体僵
硬，双手手指无法伸直，双腿不能动弹，左右
摇头都很困难，还丧失了言语功能。

“教育扶贫不落一人！”“保障残疾儿童
享受到和同龄人一样的学习生活。”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关键期，平江县教育局再次面
向各中小学校发出号召。

2017年上学期，平江县三阳芙蓉学校
将赖子豪定为严迎春的“送教上门”对象。
送教中，严迎春听说赖子豪想跟他姑姑学
开微店，马上表态支持。

“啊，啊，啊……”通过微信语音，赖子
豪迫不及待跟申请购物的邓伶俐打招呼。

“你好，子豪！”邓伶俐一边回应，一边浏览
赖子豪的朋友圈。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好看实

用的日用品、款式新颖的鞋袜衣包、健康绿色
的营养保健品……微店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
有。

“啊，啊，啊……”赖子豪的语音信息传
来，随之而来的还有3张标注着“月末会员
日”的商品图片。

“老师，特价商品，便宜划算，赶紧下
手！”屏幕上，赖子豪热情促销。

“小赖不赖，做起生意来，连老师都不
放过！”邓伶俐心底暗自高兴。

“子豪开微店已有两年，一直都在坚
持！”赖子豪妈妈赖水友告诉邓伶俐，两年
前，做微商的小姑带着子豪一起看她微店
中的视频，子豪表现出极大兴趣。就这样，
子豪由小姑带上了微商路。

“每次外出，一有机会，他就会主动跟
别人推介他的微店。”赖水友开心地说。

“在交易过程中，因子豪双手痉挛，颤
抖厉害，需要帮他下单，我们就乐此不疲地
当起他的翻译和助理。”赖水友说。

完成一笔交易需要多少时间？“这个也
没有准数。有的顾客比较干脆，有的比较
纠结。”赖水友说。

目前，赖子豪凭微店的盈利基本可以自给
自足，但他从不给自己买玩具和零食，每逢特殊
节日，他会用自己的积蓄为家人购买礼物。

“前阵子，他还为我买了两套夏装呢。”
赖水友脸上洋溢着笑容。

深山宜避暑

8月4日，
蓝山县云冰
山景区，游客
在观赏梦幻
云海，欣赏稀
有苔藓，体验
竹林溪谷、鸟
语蝉鸣的“森
林浴”。进入
酷暑以来，该
景区的休闲
养生避暑游
持续升温，前
来避暑的全
国各地游客
络绎不绝。
严洁 杨雄春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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