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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11 月 20 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阳艳 方栋波）正人
先正己，湖南审计系统作为全省“互
联网+监督”平台公务用餐监督子系
统试点先行单位，自我加压防止腐败
和浪费行为，试点 3 个月，近日公布
的数据表明，公务用餐次数同比下降
9%、用餐金额同比下降 10%。

解决机关事业单位违规公务接
待和公款吃喝问题，我省纪委监委利
用省“互联网+监督”平台“1+N”体
系探索开发了公务用餐监督子系统，
设计了“四单”网控、自动预警、分级
比对、投诉举报等功能，从 8 月份开
始，在全省审计系统等机关事业单位
(含独立核算二级机构)进行试点。

按照“不公开不报销、要报销必
公开”要求，8 月份以来，省、市、县三
级审计机关公务用餐报账，必须将公

务用餐接待公函、用餐时间、地点、人
数、事由等所有信息录入监督子系
统，将生成的费用报销网控单，连同
原有票据，送财务人员审核通过，并
在同级“互联网+监督”平台内部门
户网站公开，自觉接受监督检查，才
能实现报账。

“过去碍于情面，对公务用餐把
关不严等弊病得以根除，公务用餐
全透明。”省审计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互联网+监督”平台实现了党
内监督、部门监督、群众监督、科技
监 督 共 同 作 用 ，形 成 新 型 监 督 模
式，倒逼全省审计系统修订完善了
公务用餐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公
务用餐原则、范围、审批程序、开支
标准等 8 个方面事项，有效提高公
务用餐管理制度化水平，杜绝铺张
浪费。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记者 刘
银艳 通讯员 许钊 陈文慧）记者今
天从省人社厅了解到，在昨天闭幕的
第四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中，
我省推荐的 7 个项目共收获一等奖
1 个，二等奖 2个，并荣获人社部颁发
的“优秀组织奖”。其中来自祁东县的

“黄花菜不止于菜”项目崭获创业扶
贫专项组一等奖，取得历史性突破。

据“黄花菜不止于菜”项目创始
人肖智雄介绍，近年来，项目在“以科
技引领企业，以企业带动基地，以基
地推动产业”的发展战略下，在人社
部门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下，建立
了 38000亩的黄花菜产业扶贫基地，

协助 20 多个贫困村成立黄花菜农民
专业合作社，直接安置劳动力 300 多
人，间接解决劳动力就业5万余人。

项目还根据各村的实际情况，对
掌握一定科技知识和种植技术的农
户，开展订单种植，将种植户变成种
植产业的工人和创业者。仅此一项，
每年带动 500 户近 1000 个贫困劳动
力就业，增加收入300多万元。

本届大赛由人社部联合国家发
改委、科技部、国务院扶贫办、共青
团中央、中国残联共同举办，以“创
响新时代 共圆中国梦”为主题，鼓
励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助
力脱贫攻坚。

我省获国家级创业大赛一等奖

湖南日报 11 月 20 日讯（记者
黄婷婷 通讯员 杨田风）作为社区团
购的发源地，我省社区团购的竞争赛
道又添一员“猛将”。滴滴旗下社区
电商平台橙心优选，18 日正式进驻
湖南、湖北两省，在长沙、常德、武
汉、宜昌、荆州等 13 个城市上线。橙
心优选昨日对外披露，其在湘鄂开
团首日，两省的日单量突破 300 万
单。

“今日下单+次日送达+门店自
提”的社区团购模式，以小区为单位
划分，吸纳了不少便利店店家成为

“团长”，周边居民则可享受通过微
信小程序下单，在家门口买到水果
蔬菜、肉禽蛋奶、米面粮油、日用百
货等商品的服务。今年突如其来的
疫情，让更多市民接触到社区团购平
台，美团、拼多多、滴滴在内的互联网
巨头也看到商机，纷纷布局社区团购
业务。

橙心优选在湖南开团一日，发展
颇为迅速。记者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

“橙心优选”，在长沙新湖南大厦周边
一公里范围内，已经布局了近50个自
提点，其中不少自提点的“团长”，同
时经营着兴盛优选、十荟团等多个社
区团购平台。

记者看到，刚入局湖南的橙心优
选，目前使用低价策略吸引用户，推
出了不少限时抢购的西红柿、护手
霜、瓶装饮用水等特价商品，18 日凌
晨的爆品秒杀活动，湘鄂两地有 20
多万用户同时在线抢购。可购买商品
从新鲜蔬菜、海鲜水产到个护清洁
等，品类丰富。

橙心优选今年 6 月在成都上线
运营，今年“双十一”全国日订单已超
过 1000 万，目前已经在四川、重庆、
陕西等 16 个省市上线。橙心优选相
关负责人介绍，未来一个多月内，橙
心优选将加速进入湖南的其他城市。

湖南社区团购又添一员
橙心优选湘鄂开团，首日单量破300万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记者 金慧）
今天，第四届中国（长沙）果品产业博览
会、第四届全国果业扶贫大会暨第三届
全国冷链运营大会（简称“果品会”），在
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全球水果
汇聚星城，上演一场水果盛宴。

本届展会为期3天，以“新格局 新
机遇 新发展”为主题，展览面积达 2.5
万平方米，共设立13大展区，参展范围
包括果蔬产品、果类生产资料、水果基

地及休闲果业、种植技术、采后处理设
备与技术等。

展馆里，面积近 200 平方米的东
盟水果城展厅十分打眼，市民正在展
厅内挑选水果，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
乎。“我们这次主要带来了菠萝蜜、榴
莲、芒果、火龙果等进口水果，物美价
廉。”展厅负责人介绍。

在展厅一旁，聚光灯照耀下，两位
小哥哥正对着手机现场直播。这是展

会与湖南空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
开设的直播带货。公司总经理李乐介
绍，为了回馈网友，他们准备了近 100
件库尔勒香梨，在直播间促销。

近年来，湖南立足生态和资源优
势，成功培育了一批具有鲜明地方特
色的区域公用品牌，打造出石门柑橘、
道县脐橙、麻阳冰糖橙、永兴冰糖橙、
雪峰蜜橘、湘西横柑、澧县葡萄、炎陵
黄桃等一批水果名片。去年，全省水果
全产业链产值达750亿元。

本届展会通过展览展示，旨在推
动水果产业生产、加工、流通等各环节
融合，助力水果产业产销研对接，为提
高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全产业链价
值注入新活力。

湖南日报 11 月 20
日讯（记者 邓晶琎 陈淦
璋）19 日，湖南航空公司
与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
在长沙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
将对湖南航空提供 20亿
元综合意向授信支持。

湖南航空是湖南首
家本土航空公司，今年 7
月正式落户湖南长沙临
空经济示范区，以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为主运营基
地，目前拥有 12 架全空
客 A320 系列机型。湖南
航空立足“扎根湖南、服
务湖南”，着力打造具有
湖南文化特色和服务特

色的“互联网+精品航空公司”。
今年以来，为应对疫情冲击，交通

银行湖南省分行已为湖南航空争取并
落实了国家纾困低息贷款 3亿元。此次
双方深化合作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将为湖南航空提
供 20 亿元综合意向授信额度，支持湖
南航空发展基地建设、飞机引进、航油
采购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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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记者 李
杰）11 月 16 日至 18 日，中国·常德生
物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大会召开，会上
发布重点生物医药健康产业项目 22
个，总投资 462.95 亿元。现场集中签
约项目16个，总投资31.9亿元。

近年来，常德聚焦生物医药、医
疗器械、美妆产品研制等，重点建设
湖南(常德)生物医药产业聚集区、湖
南微生态健康产业园、常德中药库，
已形成原料药、化学药制剂、中成药、
中药饮片、生物制品、医疗器械等多
个产业集群。现有生物医药企业 167
家，药品批件552件，通过仿制药一次

性评价品种 4 个，拥有发明专利 134
件。去年，生物医药产业完成总产值
121.05亿元。

今年，常德以培育生物医药健康
千亿产业为目标，设立10亿元产业发
展基金，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积
极落实“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件事
一次办”。药品零售企业经营许可和
GSP认证、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
等许可审批事项，已全部下放至各区

（县、市)。今年上半年，生物医药产业
引进亿元以上项目15个。1至8月，生
物医药产业完成产值 129.3 亿元，超
过去年全年产值。

聚焦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美妆产品研制等

常德培育生物医药健康千亿产业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徐步城

风味独特的邱氏腐乳、香甜醇厚
的郭福娭毑小钵子甜酒、肥而不腻的
彭家老屋梅菜扣肉……眼下，长沙望
城一批“小作坊”特色食品受到食客追
捧。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支持下，6 个

“小作坊”联合推出“望城非遗六品”品
牌，闯出大市场。

“我们着眼实际、合规帮扶，将非
遗文化特质与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
管有机结合，把特色小作坊培育成具
有示范意义的‘望城非遗六品’。”11月
20 日，望城区市场监管局局长朱飞跃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邱氏腐乳是祖传五代 120 多年的
传统美食，深受当地百姓喜爱。2017
年，有关方面颁布实施食品小作坊负
面清单，对包括腐乳类发酵性豆制品

采取限制生产许可。邱氏腐乳作坊面
临被取缔的窘境，一度愁坏了负责人
邱舟。

望城区市场监管局深入调查研究
后，实施“反向操作”，上门进行技术指
导帮助其合规生产。经过改进，邱氏腐
乳作坊借助电商平台扩大销售，生产
经营节节攀升，年销售额已突破 200
万元。

对部分历史积淀深厚的特色老作
坊，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还设法帮扶恢
复经营。“我曾祖父李自义在 1911 年
前后创办‘李氏粉行’，后来因历史原
因停产了。”粉丝作坊传承人李松柏告
诉记者，“市场监管部门将黄金园粉丝
纳入‘非遗六品’一并精心规划扶持，
老品牌焕发了新活力。”

望城靖港古镇景区，周海成袁辉
夫妇传承祖辈手艺酿造的“郭福娭毑
小钵子甜酒”，在当地有些名头，却弱

而不强。市场监管部门为两口子出谋
划策，在选材、工艺、环境卫生等方面
严格标准，对商标包装标签注册升级，
颁发食品小作坊许可证，补齐了短板，
小钵子甜酒增产增收水到渠成。

“证照齐全，生产规范，拓展团购、
电商市场有了底气，生产规模比去年
同期翻番，还招聘了四五个村民帮忙
干活。”周海成笑道。

据了解，望城市场监管部门已帮
扶 32 家小作坊申领食品小作坊许可
证，从中精选的 6 种非遗产品，统一打
包对外推广，发展势头喜人。经过持续
改造，“非遗六品”小作坊全部实现“生
产环境干净、生产过程合规、文化宣传
上墙、人员意识到位”的要求。

“帮扶小作坊踏上‘精优特’之路，
既发展了经济，也留住了历史记忆。”
朱飞跃介绍，望城区市场监管局着力
探索在靖港、铜官等地靠近古街集镇
区域设立特色食品小作坊集聚区，让
消费者放心体验更多传统美食，为湘
江古镇特色文旅增添新的韵味。

湖南日报11月20日
讯（记者 孟姣燕 唐亚
新 通讯员 肖强 廖川
琪）今天，长沙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与百度达
成战略合作，双方将以智
能网联场景、智慧交通数
据等应用为抓手，推动长
沙市智能网联与智慧交
通深度融合发展。

根据协议，双方将运
用百度交通出行大数据，
结合智能网联多元化的路
网感知数据，精准分析市
民出行规律，为开通智慧
公交、定制公交、接驳公交
提供基础数据依据。依托
百度地图 APP，定制长沙
版百度地图导航推荐功
能，为市民推荐基于出行
时间、出行成本、出行体验
等多元评价的各类交通出
行方式。同时，在百度地图
APP上提供前方路口的灯
态数据、绿波车速、违法抓
拍等数据，为市民提供精
准的出行数据服务。

在加强交通管理方
面，交警部门将借力此次

合作，利用百度在AI视觉感知、智能网
联、智慧交通方面的技术储备，实现交
通事件与事故的自动监测识别。双方还
制定了智能网联远期规划，共同推动制
定长沙市智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支队长
李军龙介绍，长沙探索建设城市智慧交
通大脑，目前，成立了警企联合实验室，
着力解决公交准点率、交通信号优化、降
低交通拥堵指数等城市痛点问题。长沙
315路、3路、9路3条智慧公交线路的信
号优先应用和运营已经完成，3 条智慧
公交线路的平均到站时间偏差、平均行
程时间以及平均行程速度均实现了大幅
优化，公交正变得“准起来、快起来”。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记者 龚
柏威）“这些稻谷存放条件真好，‘盖’
着被子，‘住’着空调房。”11月 18日，
地处沅江赤山岛的湖南天下洞庭粮
油实业有限公司粮库前，前来卖粮的
周志刚跟记者打趣道。

周志刚是南县金之香米业公司
负责人。他说，今年该公司已向天下
洞庭卖了 5000 吨优质稻，明年再从
天下洞庭回购，通过品牌运作，推向
大米零售市场，“粮食储存在这里放
心，品质有保证”。

天下洞庭是湖南省现代农业产
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大型国
有粮食企业。近年来，该公司全面实
施“洞粮标准”，从收购到存储，全程

打好绿色牌。车辆进入库区，实施“一
卡通”溯源管理。粮食扦样检测重金
属等指标，不合格产品不得入库。同
时，全面创建“标准仓”和“规范库”，
筹资 1500 万元升级改建智能化粮
库，逐步对30栋仓房安装储粮专用空
调，全年库存粮温控制在20摄氏度以
下，基本实现低温低氧低剂量的绿色
储粮新要求。在各粮仓内，还设置150
余个电子自动测温点，24小时监测粮
食温度、湿度等。

采用新技术新装备储粮后，稻谷
出库损耗大大降低，陈化速度明显减
缓，粮食质量安全保障显著增强。截
至 11 月 17 日，天下洞庭已收购中晚
籼稻8.1万吨。

“互联网+监督”管住“吃公务”的嘴

全省审计系统公务用餐
金额同比下降10%

建“空调房”装“千里眼”

天下洞庭科技助力绿色储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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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长沙）
果品产业博览会开幕

看谁卖得多
11月20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科技产业园茯苓加工贸易中心，主播们在进行直播带货。当天，该县举办农产品

电商直播带货PK赛，促进农产品销售，带动农民增收。 胡斐 彭英 摄影报道

■名片
王朝霞，女，汉族，1962 年 11 月出

生，长沙财经学校教师。从教35年，担任
班主任 30 年。所带班级曾获评全国“先
进班集体”、湖南省“优秀班集体”。湖南
省特级教师，曾获评为全国黄炎培职业
教育杰出教师，长沙市教书育人先进楷
模。2020 年，获首届湖南省中等职业学
校“最美班主任”称号。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在长沙财经学校，师生们都把王朝
霞当“女神”。

这位“女神”长发披肩，个头高挑，
衣着知性优雅，谈吐温文尔雅。在讲台
上激情四溢，讲课生动有趣；讲台下她
能烧得一手好菜，经常送到学生桌上共
享美食。

更“神”的是，她1999年进入长沙财
经学校任教会计专业教师，兼任班主
任，3年后她的班在对口高考招生中，40
多名学生中有20多名考入湖南农大，占
了湖南农大当年对口高职招生名额的
近一半。从那以后，她带的班高考升学
率年年位于全省同等学校中前列。

“神”的背后，是王朝霞20多年如一
日的全心付出。她几乎年年担任三年级
班主任，每天到教室比学生早，离开教室
比学生晚，一周上课量最多时有20多节。
课后辅导学生，找学生谈心，带年轻班主
任，每一项工作都没落下，还有声有色。

“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是王朝霞
的班主任工作“利器”。王朝霞常说，一
场生动的思政课，比一堂精彩的专业课
更有用。“为什么，因为好的思政课能让
孩子们有梦想、立目标。”王朝霞常用已
毕业学生的成功经历、取得成就的大国
工匠的事迹等来鼓励孩子们，只要努力
奋斗，在中职一样可以学好技术，找到
好工作，或者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深造。

学生们的学习动力纷纷被激发，好
学之风蔚然。每天她的办公室里，都有
好几拨学生排着队来问问题，让其他任
课老师羡慕不已。“看，这就是主动学习
和被动学习的差距。”王朝霞说。

为了让孩子们喜欢上自己的课，王
朝霞下了功夫：苦心琢磨教材，到处搜
集资源，精心准备教案，反复练习讲课。
如今，她的课堂已成为“开放课堂”，每
一堂都有老师走进去听课。“王老师的
课真是常听常新，不仅学生爱听，我也
目不转睛，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贺芳
老师说。

在她的精心培育下，截至 2020 年
她共带出了12个对口高考省状元，所教
学科平均分超省平 100 多分，将 400 余
名职高学生送进本科院校。其中，2018
年所带的 131 班，50 人参加高考，45 人
上二本线，全省会计专业前 60 名占了
36人，创下了职高对口高考的“神话”。

别人眼中的“问题孩子”，到了王朝
霞手里，她都能把他们变成好孩子。

曾有一名王同学，性格叛逆。有一
天王朝霞听说他“要搞一回大的”，第二

天6时不到就守在了校门口。直到10时
多，她看到了王同学，背着一个明显比
平时重很多的书包，里面藏着三把明晃
晃的新菜刀。

王朝霞强压住紧张与惊讶，把他请
到附近的一家面馆，边吃边聊。几个小
时的真心交流，王同学将委屈与愤恨倒
了个干净，终于打开了心结。“王妈妈，
今天，您让我明白了很多连我母亲都没
有和我讲过的道理，谢谢您了！”当天晚
上，王同学就发来了这条短信。从此，他
改头换面，努力学习，2011 年以 611 分
的成绩考进了湖南农业大学，开始了崭
新的人生新征程。

曾痴迷于手机电游的杨同学，因为
玩手机与任课老师有了肢体冲突，面临
被劝退的局面。王朝霞没有放弃，而是
倾听他的真实想法，得知他还愿意继续
读书，想圆大学梦，便鼓励他积极改正
错误，努力学习。在王朝霞的辅导下，他
后来考入了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改写了
自己的人生。

2018届的马同学，曾痴迷网吧数次
逃课。王朝霞得知她家境困难，便以其父

母的辛劳来做思想工作，鼓励她好好学
习改变家庭命运。马同学渐渐成熟懂事，
苦练专业技能，在2017年湖南省中职会
计专业技能大赛上，她在10分钟内正确
数完46匝钞票，这个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如今她在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继续深造。

“学生成才就是对我努力最好的回
报！”王朝霞一边说着，一边向记者展示
着手机里已毕业学生向她汇报自己成
绩的微信，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记者手记

上百个记录本
记载成长与收获
王朝霞接受记者采访时，拎来了厚

厚一摞笔记本。
有的是王朝霞的，每接手一个新

班，她都把每个学生的情况登记在册，
家庭环境、性格爱好、学习习惯、学习成
绩……分门别类，一目了然。每次跟学
生谈完话，又记录好思想动态；学生有
一点进步，又标注分明。

有的是学生自己记的，她要求每一
名学生每一天都要记录“流水账”：今天
计划学习什么内容，计划完成情况，有
哪些进步，哪些需要加强。每一页，王朝
霞都仔细阅览，并留下“今天完成很不
错，继续加油！”“老师看好你，你离自己
梦想又近了一步！”等鼓励的话语。

还有一些是学生的汇报记录本，那
一封封手写的信，透露着对老师的信
赖、爱戴、感激、尊重等深情，读来让人
心里暖暖的。

这样记载成长与收获的本子，王朝
霞已存下了上百本，“闲暇时翻翻，我都
会为自己是一名教师而感到骄傲。”王
朝霞说。

王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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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长沙财经
学校，王朝霞
给学生分析月
考试题。
湖南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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