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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卫全

以“积极拥抱新个体经济崛起”为主
题的 2020 年社交电商衡阳峰会，将于
11 月 19 日举行。届时，京东、阿里巴巴、
光云科技等知名电商企业代表将齐聚衡
阳，探讨电商经济对当前“六稳”“六保”
以及构建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互促
双循环新格局的价值和作用，为雁城衡
阳建设名副其实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和现
代产业强市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互联网时代，电商正成为经济发展
的新动力。自2019年第一届社交电商衡
阳峰会成功举办以来，衡阳市抢抓电商
崛起的机遇，大力推进电商产业发展，并
将其作为脱贫攻坚工作重要抓手，取得
较好成效。

厚植发展沃土
“在祝融学院我学到了更专业的主

播技巧和更前瞻的电商知识，回去后，我
将运用这些知识更好地把鄯善的葡萄、
哈密瓜、奇石、玉器等特产推销出去，带
动乡亲们增收致富。”11 月 8 日，衡阳祝
融学院政企营销定制班（电商援疆就业
班）学员结业，参训学员、新疆鄯善县西
域情电子商务公司主播李崇林说。

与李崇林一起参加培训的，还有来
自鄯善县的 39 名学员。他们在 14 天时
间内，接受了电商基础知识、平台应用、
主播打造、电商带货技巧等多方面培训，
回去后将通过发展电商业，助推鄯善优
质农副产品走向全国乃至全球。

这不是衡阳祝融学院开设的第一次
直播培训班。6月16日，衡阳祝融学院首
期政企营销班开班以来，已有 200 余名
学员学成结业，为衡阳电商产业输送了
一批专业化人才。

人才集聚，产业兴旺。9 月 28 日，衡
阳市召开产业链建设工作动员大会，将
围绕14条产业链发力，推动该市加快建
设现代产业强市，移动互联网产业链便
是其中之一。

10 月 28 日，衡阳湘南湘西高新软
件园开园，30余家企业入驻。近期，高新
电商产业园也将开园，光云科技、鲸灵网
络科技、农民伯伯、杭州顺势而为等 11
家电商企业签约入驻。

博思软件、腾讯大湘网、深圳芯茂
威、杭州多牛、湖南竣能、深圳捷高等一

批互联网行业龙头企业也相继落户衡
阳，为衡阳电商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拓宽致富路径
9 月 25 日，衡阳市电商扶贫直播带

货节在衡阳华新步步高广场拉开序幕。
衡南县的酱菜、茶油，衡阳县的无花果、
糄粑，耒阳的蔡伦竹纸……上千个扶贫
产品精彩亮相，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采购。

网红主播们也纷纷通过直播平台，
向观众推介衡阳特产。当天下午，线上线
下销售额累计突破 109 万元，直播间观
看者达500余万人次。

衡阳市充分发挥电商优势，加强农产
品产销对接，积极帮助贫困户增收脱贫。

今年疫情防控期间，蔬菜瓜果、鸡鸭
鱼肉等农副产品出现滞销。衡阳市相关
部门积极联系“乡村嫂嫂”“农民伯
伯”等电商平台，每天定时进农场、蔬
菜基地收购。同时，大力引导超市、医
院、机关单位等购买贫困户的滞销产
品，通过“线上购物”和“线下无接触
配送”，将生鲜蔬菜配送到家，让市民

足不出户放心购物。据不完全统计，疫情
防控期间，全市19家电商企业共帮助贫
困地区销售各类农产品达3000余万元。

为构建电商扶贫长效机制，衡阳市搭
建起消费扶贫公共服务平台，通过政府引
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搭建起产品供
应、企业需求、消费对接“三位一体”的“衡
阳消费扶贫”网络平台，实现贫困地区农
产品与市场精准对接。消费者只需在衡阳
本土电商小程序“振兴湘村”上轻轻一点，
就能购买到本市贫困地区、衡阳市对口帮
扶贫困地区的优质农特产品。

“指”点互联新时代，“网”上纵揽天
下客。电商平台和直播带货这一发展新
模式，不断推动衡阳优质农特产品走向
全国，为衡阳实施“一体两翼”发展战略
贡献电商力量。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记者 徐
典波 通讯员 何可）11 月 17 日，由岳
阳市人社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总
工会、市工商联等联合主办的大型专
场招聘活动，在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
区举行。新金宝、复星合力、中创空天
等70余家企业携2000多个岗位来现
场招聘，约1750人达成就业意向。

此次招聘是岳阳“招聘月”活动之
一，其主题为“稳就业政策助力，保就
业服务筑桥”，旨在加大对重点群体就
业服务力度，助力企业发展。除举办招
聘活动外，岳阳市人社部门还将开展

“走进民企”专项服务活动，加强对民

营企业招聘用人指导服务，帮助民营
企业根据市场供求状况，科学制定和
调整招聘计划，合理确定招聘条件，增
强招聘针对性。

今年来，面对疫情等不利因素，岳
阳市人社部门坚持把稳就业、保就业
当成最大的民生来抓，减免企业社保
费 8亿多元，发放稳岗返还 9000多万
元，稳定用工10万多人。并采取“点对
点”“一对一”就业帮扶措施，组织专
人、专班、专车、专列，帮助116万多农
民工有序返岗。目前，有就业意愿的建
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率达 99.98%，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8%以内。

岳阳力促就业保民生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8%以内

湖南日报11月 17日讯（记者 周
小雷）今天，赛迪顾问发布了2020年县
域营商环境百强县研究成果，长沙县首
次进入全国前十强，比去年上升 3 位，
由第12名上升至第9名，连续3年稳居
中西部第一。湖南进入百强榜单的还有
浏阳、宁乡、醴陵、邵东等 4 个县（市），
分列第19、26、30、67位。

营商环境是县域新兴产业发展的
“隐形发动机”，是创新企业生存发展的
土壤，对县域育先机、开新局，实现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作为全国县域经济五强县、
全国18个改革开放典型地区之一，长沙

县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深化改
革的突破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
不遗余力打造最省心、最贴心、最放心、最
暖心、最安心的“五心”营商环境。特别是
今年疫情发生以来，该县出台多项举措，
免租降费为企业减负，力促企业复工复
产，优化审批流程，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长沙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认为，长
沙县成为中部地区第一个进入营商环
境十强的县，浏阳、宁乡也进入了 30
强，说明长沙市近年来持之以恒抓营商
环境建设，全市上下协调联动、整体推
进，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长沙县首次挺进
营商环境百强县前十强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记者 李
曼斯 通讯员 李先强 隆文辉）昨天，记
者来到宁乡市回龙铺镇白云村白云水库
坝上，看到新建设的道路警示防护桩格
外打眼。村党总支书记唐国强介绍，以前
白云水库坝上道路两边没有安防设施，
村民晚上出行存在安全隐患。现在装上
了道路警示防护桩，感到安心多了。

据了解，今年 9月底以来，宁乡市

交通运输局积极推进农村道路安全隐
患治理工作，共排查农村公路隐患点
5867个，隐患里程1100.15公里，涉及
29 个乡镇（街道）244 个村（社区）。截
至 10 月 25日，全市农村公路隐患点、
隐患里程已完成安防设施建设，全部
整改销号。尤其是临水临崖、陡坡急弯
地段，都设置了道路警示防护桩、钢制
防护栏等，以保障群众交通安全。

宁乡治理农村道路安全隐患

背后故事让人感动——

连续7年收到双胞胎合影
通讯员 曾悦 雷群 舒庆霞
湖南日报记者 李夏涛

“姚医生，感谢你们当年用心用情
抢救。这是大毛和二毛的照片，已 7岁
半啦。”11月16日，“世界早产儿日”前
夕，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新生儿科医
生姚志军，又收到肖姓双胞胎父亲发
来的微信。这是他连续 7 年收到的一
对双胞胎的合影。

照片上的两兄弟并肩站立，互相用
手搭着对方的肩膀。这对出生时才30周
的早产儿，如今在长沙读小学一年级。

“每年医师节、护士节和‘世界早
产儿日’，肖爸爸总会发来信息和孩子
照片，分享孩子成长的点滴。”姚志军
告诉记者，从事新生儿科工作 14 年，
他和同事们抢救了一个个面临危险的
早产儿。每当收到曾经救治的孩子的
父母发来的信息，都倍感欣慰。

姚志军回忆，住院治疗期间，大毛
反复出现呼吸暂停、血氧饱和度下降
的情况，插管20多天都脱离不了呼吸
机。小毛也同样出现呼吸暂停，呼吸机
插管治疗10余天。“7年前早产儿救治
水平没有现在成熟，治疗中出现了许
多困难，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姚志军
说，正是在家人和医务人员共同努力

下，才有大毛小毛美好的今天。
就在同一天，薇薇妈妈带着满周

岁的小薇薇，拿着感谢信和糖果来到
该院新生儿科，回到这个曾呵护小薇
薇成长3个月的地方。

“谢谢亲爱的叔叔阿姨们，来，薇
薇请你们吃糖。看到你们，就像看到了
家人。”小薇薇的妈妈双眼微红，感慨
地说，“我们这次是回‘娘家’，专门来
感谢新生儿科全体医护人员。”

住院期间，小薇薇被贴上很多标
签：早产儿、超低出生体重儿、肺炎、呼
吸衰竭、新生儿脑病……稍有不慎，孩
子就会出现生命危险。

“这样的早产儿，需要付出巨大的
努力，才能闯过一道道难关。”小薇薇的
主管医生颜昌云说，“竭尽全力，用心用
情去照顾，总会看到生的希望。”经过96
个日夜精心护理，在新生儿科全体医护
人员帮助下，小薇薇身上的标签一个个
被摘除，出生才巴掌大的孩子体重从
710克长到2240克，达到了出院要求。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朵花蕾，早产
儿宝宝是早到的花蕾，他们有自己的
花期，需要更多的耐心与爱心来呵护。
事实证明，在专业人员帮助下，早产儿
同样可以拥有聪明的头脑和健康的体
魄。”该院新生儿科专家说。

湖南日报 11 月 17 日讯（通讯员
陈耀新 习学锋 记者 龚柏威）记者昨
天从桃江县相关部门获悉，截至 11 月
15日，该县已基本完成辖区内210家在
册涉“废”企业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程度
情况调查摸底与筛查甄别。

益阳市生态环境局桃江分局负责人
介绍，今年9月以来，桃江县组织各乡镇、
部门采取分片包干负责的措施，开展现场
调查摸底，共摸排出各类涉“废”企业210
家。同时，组织这些企业环保负责人进行
专门培训，并对相关企业所涉危险废物、

一般固体废物、经营性危险废物进行筛
查。摸底完成后，将组织专门力量，分片包
干，指导各相关企业建立健全监管制度和
监测体系，制定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贮
存、转移、利用、处置全过程实施方案及危
险废物污染事故防范措施、应急预案，以
防风险隐患于未然。

目前，桃江县梳理出危险废物产生
渠道（源头）20 多条（处），设置危险废
物污染防治标识标牌690多处，甄别危
险废物重点监管单位 40 多家，建立相
关监管台账100多家。

桃江防控涉“废”企业危险废物污染

电商潮涌看雁城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李钟学)今天，记者从新田
县自然资源局获悉，近日，该局党组对
黄某作出免去林业执法大队副大队长
职务的组织处理，给予郑某、田某、刘某
诫勉谈话问责处理。黄某悔恨地说，原
以为朋友相请，没什么大不了的，但纪
律红线一定不能碰。

今年 10 月，省委第三巡视组在新
田巡视期间，有群众举报该县自然资源
局林业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黄某等4人，
工作时间接受他人邀请，到游泳馆游
泳，还与游泳馆管理人员黄某发生肌体
冲突。

新田县纪委监委驻县自然资源局纪
检监察组接到巡视组交办件，立即展开
调查。经查，今年8月28日，黄某、郑某、
田某、刘某4人，在该县龙泉镇某村开展
森林火灾勘察工作。中午，在黄某朋友李
某家就餐。经不住李某再三劝酒，黄某喝
了一些家酿酒。下午3时，李某邀请黄某
等到游泳馆游泳，黄某见是朋友相请，答
应前往，其他3人碍于情面，也未提醒。黄
某在游泳馆游泳时，因语言不当与游泳
馆管理人员黄某发生肌体冲突，造成不
良社会影响。为此，新田县自然资源局党
组根据纪检监察组调查报告意见建议，
作出上述决定。

纪律红线碰不得 新田4人受处理

民族工艺促脱贫
11月17日，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城东区一家刺绣工坊，侗族妇女在整理订单

刺绣产品，准备外销。近年，该县通过生产侗族刺绣、织锦等民族特色产品，帮助村民
在家门口就业创业，增收脱贫。 刘强 左茜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 11 月 17 日讯（记者 周
俊 见习记者 李梅花 通讯员 邹国栋）
11 月 17 日，娄底市娄星区市场监管局、
区教育局等部门联合开展食品安全问题
督查行动，抽查校园食品，全力守护“舌
尖上的安全”。

近年来，娄星区以被列入第二批省
级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县（市、区）为契机，
将食品安全作为重要民生事项来抓，出
台了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实施细则。
同时，完善区、乡、村三级联动监管机制，
设立食品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协管员，
构建基层监管网络体系；通过日常监管、
监督执法、风险监测、普法宣传等，构建
全社会参与的立体监管体系，确保食品

安全监管全覆盖。
娄星区着重在监管环节发力，按

照“提升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原
则，开展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专项整
治，规范行业生产；开展食品经营风险
分级管理，建立标准化现场检查制度，
构建精细化监管体系；推进学校食堂
标准化建设，开展食品安全“护苗”“护
老”“清网”等专项行动，形成食品安全
高压态势。

2017年以来，娄星区累计查办各类
食品安全违法案件 565 件，集中销毁假
冒伪劣食品 4000 余公斤。全区学校、幼
儿园食堂“明厨亮灶”覆盖率达 97%，标
准化建设率达98%。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记者 张
咪 通讯员 田涛 朱刚）“以前我们这
里砂石随意堆放，灰尘满天飞。现在好
了，没有堆放的砂石了，空气好多了。”
11月16日，株洲市渌口区渌口镇高泉
村村民肖力癸满心欢喜地说。

渌口区位于株洲市南部，全区
80%的区域为农村，乱占、乱采、乱堆、
乱建等现象时有发生。为规范土地使
用，保障农田、林地、河流有序利用，今
年 8 月，该区集中开展“四项整治”行
动，即整治农地非农化、清理河湖“四
乱”（乱占、乱采、乱堆、乱建）、打击取
缔非法混凝土搅拌场、专项整治非法

洗砂场和矿石开采场所等，全力保护
区域生态环境。

渌口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挂帅，
区委常委包镇统筹，形成党委书记、镇
长负总责，精干班子成员分类牵头，班
子成员和办点干部包村的工作机制，
深入一线摸排情况、宣讲政策、劝导居
民，组织自行整改。

通过开展“四项整治”，渌口区共
排查问题 295 个，目前已全部整治清
零。整治期间，共拆除房屋65栋、构筑
物98处，恢复农田34.2亩、林地127.7
亩、河湖滩地150亩，生态环境得到明
显改善。

渌口区开展“四项整治”护生态

娄星区全力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