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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城必须依靠科技创新驱动，

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做好科技扶贫巩
固提升工作，使之成为熠熠生辉的

‘西南明珠’。”作为科技工作后发地
区，鹤城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人理
念坚定。

当好排头兵 争创示范区

科技创新工作全市考核，鹤城区
第一。探其奥秘，源于鹤城依靠科技
新引擎，助推当地经济发展增强了内
生动力。

鹤城区现有高新技术企业 55
家，2020 年底预计新增高新技术企
业 31 家，高企数量较以往有望增加
56%。成功设立怀化首个装配式建
筑产业领域博士后工作站。

12 月 10 日，鹤城区委书记向秀
亮向笔者介绍，“鹤城区委对标落实
省委‘三高四新’战略，结合鹤城经济
发展状况和基础，在‘十四五’期间，
全区的发展定位全市创新发展的示
范区、湖南西部的首善区、全国知名
的康养旅游区。”

“鹤城区委、区政府引入科技服
务机构，深入区内各领域企业进行

‘一对一’高企申报填报指导、高企税
收优惠政策宣传，推动高新技术企业
提升品质。”区长梁志平如是说。

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高。支持
双创机构做专做强，打造开放协同发
展平台。2019 年新增创新创业服务
机构及研究开发机构 9 家，今年 1-9
月新增21家，预计全年新增26家，预
计增速189%。

工业化转型步伐不断加速。鹤
城区在医药健康、装配式建筑、设备
制造等产业中，精准凝练一批技术含
量高、产业前景好、示范带动作用强
的科技项目，依托工业园区平台，不
断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在主特产业发
展中的引领作用。

发明专利稳步提升。在区委、区
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全区发明专利
授权量持续增长，今年 1-9 月，全区
专利授权量达 962 件，较去年全年增

加 421 件。仅工业集中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达到 28 家，高新技术企业

15 家，小巨人企业 4 家，国家级龙头

企业1家。拥有驰名商标和名优品牌

产品 4 个，科创团队 12 个，科创专家

23 人，省级技术中心 2 个，正在全力

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园建设。

科研经费不断增长，创新环境不

断优化。2019 年全年完成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 5.68亿元，2020年 1-
9月，完成全社会 R&D经费投入 7.21
亿元，预计全年完成 9.6 亿元。今年
推荐怀化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等8家企
业，享受研发财政奖补资金 88.08 万
元。鼓励和指导怀化金艺玉米研究
所等 78 家企业进行科技型中小企业
注册登记。动员区内企业报名参加
创新创业大赛，湖南卓琳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获农业农村部创新创业大赛
二等奖。

科技人才驱动 注入澎湃活力

“基层科技人才偏少，高校和科

研院所的专业人
才与农民贴近性
不强，农业科研成
果难以转化为生
产力。”鹤城区科
技局党组书记、局
长黎育军直言“短
板”。

想法子，困难
迎刃而解。机制

“立”起来。做到
了机构、人员、经
费、责任“四个到
位 ”。 2018 年 7
月 30 日，鹤城区
召开了科技扶贫
专家服务团成立
大会，服务团成员
33 人，2019 年服
务团成员增加至
37 人，2020 年科
技扶贫专家团升
级为科技服务专
家团，成员增加至
67人。

副区长尹安
伟及2018年时任
区政府科技副区
长、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团长彭国良
牵头制定了科技扶贫月工作例会制
度、工作服务跟踪制度、科技服务派单
制度，实现了科技人才对20个贫困村
的全覆盖，拉长扣紧产业链，通过“建
链——强链——补链”三步曲，使产业

“链”强起来，实现“一村一品”“一乡一
业”的产业创新发展格局。

向“绿水青山”要“金山银山”

鹤城作为国家生态功能区，立足
自身实际，用科技的力量推进“两山”
理论的贯彻落实。

“只有依靠知识和技能，才能真
正脱贫。”凉亭坳乡村民如是感慨。
华中农业大学张新军教授重点服务
指导该乡的“中蜂养殖与优质成熟蜂
蜜生产”和“中蜂生态庄园建设”。 凉
亭坳蜂蜜批发价格提高到了现在的
160元/公斤，零售价达240元/公斤，
带动全乡更多贫困农户实现增收。

基地“扶”起来，建立振鑫牧业、
黄岩大峡谷、鹤翔生态农业等 10 个
科技扶贫示范基地，致富更增门路。

“我们科技人才实现了所有行政
村全覆盖。”黎育军介绍。今年新任
科技专家服务团团长魏宝阳介绍：

“专家团成立专家库、企业库和项目
库，使专家和企业有了精准对接平
台，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插
上了科技的翅膀。”

8 月，湖南农业大学生物科学技
术学院博士团撰写了鹤城农业产业
调研报告，建议重点打造林下经济、
旅游休闲农业两个产业体系，围绕两
个产业体系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和
行业领军人才，通过企业+人才+基地
的模式，壮大产业发展。

科技扶贫是一场接力赛，需要科
技专家服务团队成员一棒接过一棒，
跑出更好成绩。鹤城区委、区政府的
共同出发点：“打造‘强化版’的科技
人才队伍，夯实科技扶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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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 日，长沙市举行全市建筑业
发展大会暨精美长沙建设论坛，长沙市政
府主要领导作主旨演讲，在全市力推“精
美长沙”建设，提出全面提升长沙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水平，坚持“四精五有”标
准，加快打造美丽舒适宜居现代化大都
市。

下一步，长沙将健全标准体系，着力
完善规划、建设、管理标准；聚焦建设重
点，大力推进“精美长沙”三年行动、城市
和建筑景观风貌管控、市容环境秩序整
治、城市管理品质提升、城市有机更新、主
城区危旧房屋改造等工作；创新推进机
制，强化统筹协调、要素保障、制度建设、
考核评价等机制，形成大力推进“四精五
有”美丽舒适宜居现代化大都市建设的

“一盘棋”格局，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长沙已描绘精美蓝图，于细微处让
城市更有温度，让生活更加美好，“四精五
有”将成为长沙城市新名片。

坚持“四精五有”让长沙更精美
——长沙市住建局全力以赴当好“精美长沙”建设主力军

王 文
近日，一排造型优美的浅灰色工程

围挡出现在芙蓉北路长沙地铁1号线北
延线工地上。这种新型围挡不仅安装简
便，安全可靠，还可以重复利用。在确保
工程安全高效的情况下，让建筑施工围挡
成为城市文化宣传及形象展示的靓丽风
景线。

今年10月，长沙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通知，大力推进“精美长沙”建设，由长沙
市住建局牵头实施，拉开了全面建设“四
精五有”（“四精”即精准规划、精美建设、
精致管理、精明增长；“五有”即有颜值、有
气质、有内涵、有格调、有品位）美丽舒适
宜居的现代化大都市的序曲。

“十四五”的宏伟蓝图正在徐徐拉开，
新一轮建设大潮正奔涌而来，长沙市住建
局将全面贯彻市委市政府的要求部署，在
推进“精美长沙”建设中发挥牵头抓总作
用，展示行业担当作为，为全面建设现代
化长沙积极贡献力量。

12 月 16 日，笔者在长沙地铁 1
号线北延线一期工程看到，施工人
员正在现场安装装配式围挡。项目
负责人郭佳介绍，11月中旬，该工程
启动土建施工，在推进项目建设的
同时，项目施工方严格按长沙市住
建局的要求落实好新型围挡的安
装 ，目 前 项 目 围 挡 已 安 装 约 400
米。相比旧型围挡，新型围挡具备
工效高、更整洁、更稳固、更安全等
优势，完全可以达到“小风不动、大
风不倒”。截至目前，新型装配式围
挡已在长沙市戏剧艺术中心、长沙
国际会议中心光达停车场及公共绿
地建设工程等多个项目使用，形成
了良好示范作用。

“建筑工地推广应用新型围挡是
对标‘精美长沙’建设的生动实践。”
长沙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精
美长沙”建设工作实施方案（2020-
2022年）印发后，该局迅速结合方案
印发了《关于推广应用新型装配式围
挡的通知》，并编制了《长沙市新型装
配 式 围 挡 标 准 图 集（2020 年 版
本）》。明确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湘
江新区、高新区、内五区(含园区)及高
铁会展新城片区范围新建、改建政府
投资建设项目(建设工期 3 个月以
上)，全面采用新型装配式围挡；社会
投资项目推荐采用新型装配式围
挡。在长沙市住建局的统一部署下，
2020年10月1日长沙市公建中心率
先在长沙市戏剧艺术中心采用了符
合长沙市工程围挡改造升级要求的
新型装配式围挡。

笔者了解到，这种新型装配式围
挡与传统围挡相比，具有美观、模块
化、低使用成本、防护性能好、可重复
使用等优点，新型装配式围挡还可以

多次循环使用，在工程结束后，可以
拆卸循环利用在其他项目上，有效降
低了工程项目围挡的使用成本，提高
了安装施工效率，也避免了传统围挡
拆除后产生建筑垃圾问题。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由于新型装配式围挡在
工厂通过流水线精细化生产，不仅保
证了围挡的质量及形象，而且提高了
现场装配施工效率。新型装配式围
挡的表面采用了表层纳米涂料喷涂，
防尘防腐还能防“牛皮癣”。

“装配式围挡在一体化建造模
式下节约成本、缩短工期、保证质
量，具有良好的社会和环境效益等
优势。”长沙市住建局工程质量安全
监管处副处长蒋明锋表示，在确保
工程安全高效的情况下，让建筑施
工围挡成为城市文化宣传及形象展
示的靓丽风景线，有效促进城市绿
色发展，助力“四精五有”建设。

小区阶梯侧建有平缓的无障碍坡
道，方便婴儿推车和轮椅进出；围墙采
用了更经久耐用的钢筋混凝土预制景
观艺术围栏美观大方；顶楼和底层统
一设置了晾衣设施，方便居民晾晒衣
被；空调板不用百叶窗并设计有可踏
面，便于空调安装和维修；商铺外地面
是混凝土压膜路面，避免因采用地砖
被车辆碾压后出现破损……最近，长
沙市高新区保障性住房项目——真人
桥家园竣工交付，小区采用的人性化
设施让安置居民备感温馨。目前，该

项目正在向市住建局申报“精美长沙”
示范项目。

“我们的新房子可漂亮了，小区绿
意盎然，设施设计都很人性化，感谢好政
策，让我们能住上这样的精美小区。”高
新区雷锋片区城中村回迁居民隔三差五
就要去真人桥家园看一看，逢人就夸新
房子好。“长沙高新区保障房建设充分发
挥工匠精神，下足‘绣花’功夫，走在了前
列。”长沙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高
新区住建局保障房设计施工经验做法被
国家住建部推介。

新型工地围挡成为城市风景线
建设细节彰显“精美长沙”建设理念

打造美丽舒适宜居现代化大都市

长沙三馆一厅航拍图。

李健 摄

湖南农业大学博士团深入鹤城区佳惠冷链物流开展调研。 刘斌 摄

杨 锐 田 力 朱跃军

“感谢县委、县政府的大病医保政
策。”会同县马鞍镇闹溪村的村民张晓
红感慨地说。今年 52 岁的张晓红因病
先后住院8次，医疗总费用达139578.61
元，基本医疗报销了 65531.33 元，大病
累计报销 31266 元，自己实际只花了
42781.28 元。她说，现在比以前好多
了，出院时在医院“一站式”结算，既不
要自己垫钱，手续又简单，县医保局真
的为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

近年来，为了积极开展城乡居民大
病保险工作，会同县与负责承办该县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太平洋财险会
同支公司建立联合办公机制，在会同县
政务中心医保经办服务大厅设立大病
保险服务窗口，对大病保险实行“一站
式”即时结算，确保被保险人方便享受
大病保险待遇。

为了全面提高城乡居民对大病保险
的知晓率，双方持续开展以“推进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提高城乡居民普惠知识”为
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通过举办大病保
险培训、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墙
体标语宣传等方式开展广泛宣传，坚持
对发病住院居民提前跟进告知，确保被
保险人及时享受大病保险待遇。

在浙江省宁波市务工的会同县金
子岩侗族苗侗乡下坝塘村村民贺振和

告诉我们，2019 年 5 月，因灌装煤气瓶
突然出现闪爆，导致了夫妻二人烧伤，
其中贺振和烧伤面积多达 90%。经当
地医院及时抢救并多次植皮后基本康
复出院，住院总费用高达 23 万多元，基
本医疗顶额报销仅1.5万元。

“这一下不仅把多年务工的收入全
部花在治疗上，还欠下了一笔债，幸亏
大病保险又给我报了 13 万多元。”贺振
和说，在政策规定的有效期内，他赶到
会同县政务中心大病保险报销窗口办
理了二次报销。今年1月22日，贺振和
的妻子于成梅及儿子贺星骏将一面写
有“大病保险、为民解忧，服务热情、心

系百姓”的锦旗送到会同县大病保险服
务中心，表达了全家人的感激之情。

该县还推出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管
理系统“一站式”即时结算报账等措施，
规定在怀化市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参保
患者出院时，只需支付个人费用部分，其
余由大病保险赔付的部分直接与定点医
疗机构进行结算，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
大病医保政策带来的方便快捷服务。

说起大病保险“一站式”即时结算
的方便，该县金子岩乡品溪村村民杨昌
辉记忆犹新。他去年被查出患有肝硬
化，需要住院治疗，仅治疗费就要 10 万
余元。“如果不是参加了大病保险只要

承担自费医药费，那我真不知道该怎么
办了。”杨昌辉感慨地说：“过去住院报
销，先要自己垫钱，再拿着发票到处找
人，就是能报销也麻烦，现在的大病保
险真的好，出院时只要付清自费部分就
可以了，减轻了我们患者的压力。”

“我要给县里的大病保险服务点
赞。”该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元贞村村
民陈桂秀这样说。她告诉我们，去年下
半年在深圳务工期间，到深圳某医院住
院和手术治疗近一个月，花费医疗费用
近 3 万 元 ，其 中 医 保 政 策 内 费
20416.53元，基本医疗共报销12460.35
元。没有想到，负责承办大病保险的太
平洋保险会同支公司工作人员于 2020
年 4 月底清查医保系统数据时，看到陈
桂秀进入大病二次报销金额为17元，而
系统资料却没有陈桂秀任何联系方式。

“我先找元贞村党支部书记了解情
况，被告知她全家外出打工，没有联系
方式。”太平洋财险会同支公司综合柜
员谢晓萍告诉我们，之后，她又想到陈
桂秀在金子岩乡卫生院报过基本医疗，
应该留有联系方式。最后，在卫生院的
协助下，谢晓萍电话联系上了远在深圳
打工的陈桂秀，说明情况后，两人互加
微信，陈桂秀补充完善了资料，太平洋
财险会同支公司将 17 元大病医疗报销
款打入了陈桂秀的账户。

疾病无情人有情，大病保险惠民
生。会同县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关系到
30多万参保群众的利益，该县本着执政
为民的理念，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各项惠
民政策，有力缓解人民群众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

一招为民解忧愁
——会同县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侧记

近日，张家界武陵源区人民法院特
邀调解员毛汉初一直忙到晚上八点才下
班回家，当天他成功将3起矛盾纠纷化
解在诉前，其中2起当场兑现。这一切
都得益于张家界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广
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为进一步加强诉源治理工作，推进
市域社会治理，今年初，张家界市积极创
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明确各区
县和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信访、人
社等多级多部门参与纠纷解决，把大量
矛盾纠纷解决在诉前。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如何在张
家界市高效落地，以及人民法院在其该
如何发挥参与和推动作用？据该市中级
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壮晓阳介绍，在
去年推行的“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
务体系建设”基础上，全市法院今年筑牢
调解和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两道
防线”，进一步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在高效发挥调解作用上，该市法院
畅通与司法行政机关沟通联系，持续加
强人民调解队伍建设和力量配备，建立

完善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
有效衔接机制，同时加强与相关部门工
作联动，支持鼓励专业调解组织市场化
发展，让“市场的问题由市场解决”，并加
强与物业、金融、房地产等重点行业建立
调解对接机制，培育孵化各类行业调解
组织。今年来，全市依托法院调解平台
吸纳调解员123名，对接调解组织81家，
诉前、诉中调解成功案件2651件，调解
成功率达73.54%。

在“第二道防线”上，该市法院充分
发挥律师、公证、仲裁等专业组织在预防
和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专业特长和实践优
势，严格对标张家界市委提出的“对标提
质、旅游强市”战略要求，强化司法对涉
旅纠纷调解的法律支撑和指导作用，为
涉旅纠纷提供更便捷、高效、权威的争议
解决方式。借助和发挥“互联网+”“大数
据”等信息化优势，加强矛盾纠纷在线化
解力度，让调解更智慧、更便民、更优质，
切实提升来张游客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上官智慧 陶 涛）

张家界市法院：筑牢“两防线”矛盾多元解

今年 10 月 1 日，在长沙市住建局

的统一部署下，长沙市公建中心率先

在长沙市戏剧艺术中心采用了符合长

沙市工程围挡改造升级要求的新型装

配式围挡。 （图片由市住建局提供）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怀化

中心支公司供图）

会 同 县 金 子

岩侗族苗侗乡下

坝塘村村民贺振

和家人将锦旗送

到会同县大病保

险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