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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2月26日讯 （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刘建平 易自然）
2月25日，由省人大、省司法厅、省
科技厅、中南大学课题组组成的调
研组，就《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办法》
的修订立法，来我市调研并听取各
方意见。省科技厅副厅长朱皖带
队，副市长李华和参加。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湖南东方
神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邵东智能
制造技术研究院、湖南锐科机器人
技术有限公司和中电彩虹集团（邵
阳）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实地调研。

当天下午在邵阳学院考察了国家
豆制品加工技术湖南省应用基础
研究基地，并举行《湖南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办法》修订立法调研座谈会。

座谈会上，市科技局汇报了我
市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基本
情况。邵阳学院、邵东经科局等单
位负责人和各企业代表结合科技
创新和成果转化实践，提出了加大
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力度、建设科
技成果发布和科学技术转让平台、
加强人才培训、促进产学研合作等
建议和意见。

省调研组
听取我市科技成果转化建议

邵 阳 日 报 2 月 26 日 讯
（记者 杨波 通讯员 赵 楚）
2月26日上午，我市2019年脱贫摘
帽工作培训班开班。副市长肖拥
军作开班动员并就脱贫摘帽工作
作专题辅导。

去年我市新邵县、武冈市、绥
宁县脱贫摘帽工作已顺利通过了
省级实地检查和第三方实地评估，
目前省里正在组织专家评审，然后
通过省扶贫领导小组评议、社会公
示公告、省政府批准后即可正式宣
布脱贫摘帽退出。2019 年，邵阳
县、隆回县、城步苗族自治县、新
宁县、洞口县计划摘帽退出。

肖拥军指出，脱贫摘帽是今年
全市工作的头等大事，是一项极为
严肃的政治任务。各级各部门要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定脱
贫摘帽的信心和决心。要对标对
表、把握要求，理清脱贫摘帽的工作
思路，严格按照“户脱贫”“村出列”

“县摘帽”标准，确保年底脱贫摘帽；
要聚焦重点、抓牢关键，破解脱贫摘
帽的关键问题，挂图作战，坚决打
赢如期实现脱贫摘帽这场硬仗。

对标对表把握要求
确保五县脱贫摘帽

我市举办2019年脱贫摘帽工作培训班

邵阳日报2月26日讯 （记者
刘小幸 通讯员 唐瀚） 为进一步
提升邵阳茶品牌知名度，提高邵茶产
业综合竞争力，2 月 23 日上午，邵阳

“茶人”齐聚一堂，谋划如何打造“邵
阳红”这一区域公共品牌，共商百亿
元茶叶产业发展大计。

据统计，2018 年全市茶园面积
42万亩，产茶8000余吨，实现茶业综
合产值 35 亿元。此外，我市还开展
了手工制茶大赛、茶文化“六进”、区

域公共品牌建设等系列影响力较大
的茶业活动。2019年，市政府将百亿
茶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
邵阳茶业的又一个春天的到来。

会议指出，要全面规划布局，优
化产业结构，进一步修订《邵阳市茶
产业发展规划（2025）》，制订《“邵阳
红”·茶品牌建设规划》；拟重点建设
四大茶叶优势区域，即富硒生态茶
区、城步峒茶区、桂丁茶区、野生茶
区；鼓励各特色小镇建设茶叶流通体

系和设施。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推
进产业化经营，计划到2025年，培育
1至2个年销售收入过1亿元、5个过
5000 万元、10 个过 1000 万元的茶叶
龙头企业，重点支持一家茶叶企业上
市。要推进公共品牌建设，提升综合
实力，延长“邵阳红”·茶产业链条，结
合旅游资源，以旅兴茶，以茶促旅，打
造古楼茶马古道、崀山茶马古道，开
辟新宁舜皇山、绥宁黄桑公园等茶旅
游线路。

我市向着百亿茶业发展目标迈进

邵阳日报2月26日讯 （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张雪珊 李思）
记者从2月21日召开的双清区委经
济工作暨产业发展大会上了解到，今
年，双清区将坚定不移把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摆在首位，计划实施重点项目
66个，坚定不移抓好产业转型升级，
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包括21个市重点项目的这66个
重点项目计划投资73.1亿元，其中重
点要推动香港铜锣湾广场、希尔顿酒
店、新世界海洋馆、进口商品保税展示
中心等已签约项目尽快落地；推动市
一人民医院综合楼、市中医医院医疗

养老建设项目、明德学校、昭阳学校等
已批复项目尽快实施；推动碧桂园、步
步高·新天地、金罗湾国际商贸城、悦
海芳成等在建项目加快施工进度。

在产业发展上，今年双清区的目
标是全要素引进和培育总部经济、楼
宇经济、电商经济等优质新型业态，
加快推进湘西南物流新城建设；提档
升级人民广场、建材城等传统商圈，
全链条构建步步高新天地、友阿国
际、大汉·悦中心、香港铜锣湾广场等
城市综合体的辐射带动功能；继续争
取邵阳金融城建设，补齐金融服务集
聚短板；引导湘中制药、玉新药业、维

克液压等企业瞄准产业价值链高端，
抢占产业竞争高地；大力打造以佘湖
山玉清宫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以八路
军驻湘通讯处和姚喆故居为代表的
红色文化、以莲荷和双龙紫薇园为代
表的生态休闲文化等文化旅游品牌；
培育壮大示范性农业合作社 5 家以
上，种养大户 8 家以上，建成农产品
标准化示范基地3家，新增市级以上
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2家。

双清区今年推进66个重点项目

武冈展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文
勇军的办公室挂着一幅锦旗，上面写
着一首藏头诗：“文轩雅貌，勇慧双骄；
军心义胆，美誉载道”。更有一名患者
直接给他发来微信，盛赞他为：“心血
所向勇为峰”。

“从事心血管医学研究和治疗工
作，是我一生心血所向，我会矢志勇于
攀登、精益求精，带领团队积极进取，
为邵阳西南地区人民的健康贡献力
量。”采访中，文勇军铿锵有力地说。

练内功：努力钻研医学

1977年12月出生的文勇军，毕业
于南华大学，本科学历，心血管内科副
主任医师，邵阳市医学会心血管专业
委员会委员。

大专毕业后，文勇军决定结合临
床实践，努力学习，不断充电，于2006
年自学完大学本科教材，2012年6月份
顺利完成南华大学函授本科学业。

文勇军先后在邵阳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湘雅三医院、湘潭市中心医院
等处进修深造。通过不断学习钻研，
文勇军已经能够独立完成冠脉介入治
疗工作，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擅长
心血管疾病急危重症的诊治与抢救。

在冠心病的介入诊疗方面积累了丰富
经验，尤其擅长急性心肌梗死、冠状动
脉慢性闭塞病变等危重、复杂冠脉病
变的介入治疗及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植
入术。

2011年1月至今，文勇军一直在心
血管内科住院部工作，共完成介入手
术近2000台。先后在国家级医学核心
期刊发表专业论文数篇。

强管理：打造强大团队

作为科室主任，文勇军努力团结
科室成员，科学管理，想方设法提升科
室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服务技能，打
造强大团队。

经过几年的努力打造，如今，心血
管内科是展辉医院重点建设科室之一，
目前有医护人员20余人，副主任医师2
名，硕士研究生1名。配备有中央心电
监护系统，24小时动态心电图及动态血
压监测仪、除颤仪、12导联心电图机。

心血管内科已经成长为邵阳西南
地区最大的心导管室，是邵阳西南地
区最早开展心脏微创介入诊疗技术的
单位，能熟练开展选择性冠状动脉造
影（CAG）、临时和永久性心脏起搏器
植入及室上性心动过速射频消融术等

心脏微创介入治疗技术。年手术量
300余台，无论是数量还是难度，均居
于邵阳地区县级医院前列。

诚服务：守护患者生命

2018年12月30日10时许，患者戴
某某突发胸部闷痛，后出现意识改变，
10时30分许送达展辉医院。经心电图
检查，文勇军等医师诊断为急性广泛
前壁心肌梗死。10时35分，患者突发
心脏骤停，经全力抢救40余分钟后患
者心律恢复，又送入心导管室行急诊
血运重术。刚上台，患者又发生室颤，
文勇军在10分钟内将指引导丝送至血
管远端并抽吸出一约10mm长的红色
条形血栓，后植入支架一枚，共历时70
分钟救治后，将患者送入重症监护室。

当天16时许，患者出现生命体征
不稳定。经协调，文勇军紧急从武冈
市某医院借调了一台主动脉内球囊反
搏IABP，于18时许成功植入。27小时
后，患者病情稳定。

“像这样的病例还有很多，我们是
在与死神抢夺生命。”文勇军说，“下
一步，我和我的团队将更加努力，勇攀
医学高峰，热诚为邵阳西南部人民服
好务”。

心 血 所 向 勇 为 峰
——记武冈展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文勇军

艾 哲 欧阳飘 朱汉夫

邵 阳 日 报 2 月 26 日 讯
（记者 伍洁 通讯员 粟立亮
刘昭） 2 月 25 日，双清区爱莲
街道安监站工作人员在云水村
进行安全生产巡查时发现一小
商店偷偷销售少量烟花爆竹，当
场收缴该店储存的 6 封烟花爆
竹，并对经营户进行安全数育。
该街道开展“春雷行动”以来，已
取得初步成效。

今年“春雷行动”开展以

来，爱莲街道重新组建了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
从道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
品安全等方面入手，对辖区内
的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行
动中，执法人员下达整改通知
书2份，收缴不合格的烟花爆竹
2 件。同时，各部门齐抓共管，
消除道路、消防各种安全生产
隐患 27 处，筑牢辖区安全生产
防线。

爱莲街道“春雷行动”初显成效

邵 阳 日 报 2 月 24 日 讯
（通讯员 李忠华 李 斌）
为确保全区幼儿园接送车辆安
全，2月21日下午，北塔区区、乡
（街道）两级联合执法，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重点查处了校车安全
登记台账不到位、未按规定线路
行驶及超员、超速等情况，确保
学生出行安全。

当日，执法组共检查校车近
30 辆（次）。 检 查 发 现 ，湘
EB9515等3台校车未按规定线
路行驶、幼儿未系安全带、驾驶
员未带证照、台账不规范，另有
9 台校车分别存在车内擅自安
装空调、未使用接送登记本等问
题。执法组现场予以批评教育，
并对 3 台校车进行驾照扣分或
罚款处罚，责令其迅速整改到

位，不消除隐患不能上路行驶。
去年以来，该区创新工作方

式，率先在全市成立乡（街道）校
车办，压实区、乡两级校车安全责
任。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
法、重实效”要求，在严查涉校车
辆交通违法行为的同时，对辖区
所有接送学生的营运车辆及驾驶
人、所有校车通行线路进行地毯
式排查整改，不漏一校、一车、一
人。据悉，近年来，北塔区有效规
范涉校学生营运车辆的运营秩
序，努力实现“严监管、除隐患、降
事故、保安全”的目标任务，继续
保持多年来校车安全零事故。

北塔区校车安全整治“零容忍”

邵阳日报2月22日讯 （通讯
员 秦明 夏利军） 2 月 21 日，
大祥区火车南站街道组织执法力
量，冒雨对辖区内祭旗社区一处
新增违建依法强制拆除，拆除面
积160平方米。

据调查，该处违法建筑位于
祭旗社区，占用公共用地，面积约
160 平方米。该违建户未经相关
行政部门许可搭建构筑物，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占用了公共空间，影响了市
容。前期，火车南站街道治违执
法人员多次上门给违建当事人作
思想工作，并下发限期拆除通知
书，要求当事人自行拆除所搭违
建，但当事人不听劝阻。2 月 21
日 9 时，火车南站街道执法人员
联合区治违办等部门，对该违建
依法强制拆除。

火车南站街道拆除新增违法建筑

2 月 26 日，双清区火车

站乡计生办和乡卫生院在跃

进社区开展健康扶贫暖心义

诊活动，当天免费为居民量

血压、测血糖111人次，并解

答居民各种健康咨询300余

人次。

邵阳日报记者 伍 洁

通讯员 王小勇 雷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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