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开幕

习近平致信祝贺
2019 年 6 月

12

日

己亥年五月初十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6月11日，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在青岛
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
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
类共同愿景，
也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进全球卫生事业，
是
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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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东县砂石镇致力打造中国第二个“粉葛之乡”的故事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陈 星 通讯员 朱 梅 宁 兵 肖 伟
6 月 3 日下午，邵东县砂石镇的几名
党员志愿者来到高义村贫困户刘志军家
的葛根基地，帮他家的葛根施肥并进行技
术指导。这是该镇党员带领群众发展葛根
产业助力脱贫攻坚的一个镜头。

“不能再坐吃山空了”
砂石镇曾是一个资源型大镇，煤矿资
源非常丰富，全镇 16 个村 3 万余人一度全
部依靠煤资源养家糊口，最高峰时，仅丰
朋村就拥有煤炭运输车 80 余台，
“黑色经
济”
成为全镇的经济支柱。
从 2014 年起，为保护生态环境，该镇
所有小煤矿全部关闭。
“ 不能再坐吃山空
了，我们得想办法干点啥啊。”村民们议论
纷纷。
砂石镇地处丘陵地带，除少数基本农
田勉强成片外，交通不便，可以用来招商
引资的连片土地根本没有。2017 年，镇里
好不容易联系到一家品牌企业来砂石投
资，可对方提出至少需要 100 亩交通便利
的连片土地的要求，由于找不到场地，这

次招商引资胎死腹中。
“除了碰不得的基本农田，我到哪里
去找 100 亩交通便利的连片土地？”镇党
委书记杨恢阳摊开双手，苦笑着说，
“大型
企业招不进来，而一些小作坊或者小企业
又对镇里的生态环境有影响。怎么办？想
要让村民富起来，
只能靠发展农业经济。
”

“一百元钱”挖出一个新希望
2018 年，杨恢阳带领三个村支部书记
驱车前往常德桃源和广西藤县考察葛根
种植技术。
广西藤县的和平镇号称“中国粉葛之
乡”，种植的粉葛占到全国的五分之一，当
地村民家家户户靠种植粉葛发家致富。
在桃源县，杨恢阳掏出一百元钱，走
进一户葛农地里，请求对方随意为他挖出
三蔸葛根。
挖出的三蔸葛根
中 ，最 小 的 一 蔸 2.35 公
斤，
最大一蔸达 4.6 公斤。
这意味着该葛农的葛根

亩产可以突破 5000 公斤。怀抱三蔸葛根，
杨恢阳对三位村支书说：
“今后，我们砂石
就种这个了！
”
“我们为什么选择葛根，因为只有葛
根才对我们砂石的路子。我们砂石地处衡
邵干旱走廊的核心地带，葛根非常耐旱；
砂石的群众经济转型心情迫切，葛根当年
投资当年受益，投资周期正好吻合群众心
理；砂石老百姓转型经不起折腾，葛根产
量高、价格好的特点也为我们规避了不少
投资风险。因此，我说‘一百元钱挖出了一
个新希望’，葛根注定与我们砂石前世有
缘。
”
杨恢阳说。

打造中国第二个“粉葛之乡”
如何让砂石镇的老百姓接受葛根种
植？砂石镇党委政府早就把困难考虑到了
前面。
(下转 8 版)

——市中心医院东院开业一周年发展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杨 慧 易邵平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如娟 朱杰 通讯员
吴军民 石文斌） 据 6 月 11 日下午全市交通运输
工作会议发布的消息，年内我市坪上综合客运枢
纽将投入使用，邵阳汽车南站提质改造、沪昆高速
邵东服务区等交通项目建设加快实施，市民出行
将更加方便。
据了解，今年我市交通建设将坚持高质量发
展主线，全力推进重大交通项目建设。围绕快捷交
通、智慧交通、安全交通、人文交通、和谐交通五大
目标，着力构建大交通格局，建设人民满意交通。
围绕“二中心一枢纽”战略，加大高速公路项目争
取和建设，尽快实现“公铁机”一体化大公交网络，
树立邵阳湘西南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的地位；构
建干支相连、村村相通的农村公路网络，
着力改造
县城过境公路、畅通城际间拥堵路段；
加快场站基
础设施建设，实现坪上综合客运枢纽今年投入使
用，
推进邵阳汽车南站提质改造；
大力发展绿色交
通、智慧交通，
建设低碳，
高效、大容量公共交通系
统，
加大市城区新能源公交车投放力度，
引导网约
车使用新能源车；
推进交通运输政务信息化应用系统重构，
完善
市级交通运输数据中心，
加快城市公共交通信息化建设，
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
高速公路方面，
我市将取消崀山省界收费站，
大力推广普及
ETC；
新建沪昆高速邵东服务区，
完成周旺铺和隆回收费站改扩
建工程，
做好邵东、黄桥收费站改扩建前期准备工作。

我市第二届创新创业大赛
（创 客 中 国）火 热 进 行
短短几天已有 40 家企业、
团队报名参赛

国家大Ⅱ型水
库白云湖，是城步
县城居民主要的饮
用水源地。
近年来，
该县严格落实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政
策，通过拆除湖上
网箱养鱼设施、实
施湖区旅游退出、
强化水域执法巡查
等一系列举措，使
湖水不断变得清
澈、洁净。夏日，俯
瞰白云湖库区，只
见水清岸绿，景美
如画。
通讯员 严钦龙
王娅妮 摄影报道

用大爱拓展城市健康版图

大力建设人民满意交通

从
“黑色经济”到
“绿色经济”

成部分。
博鳌亚洲论坛一直致力于促进
亚洲以及世界的共同发展和人民福祉，
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在这方面的又一重要
努力。
希望大会能够有效凝聚各方力量
和共识，
交流互鉴，
推动全球健康事业和
健康产业发展，
促进卫生健康领域国际
合作，
为全人类健康福祉作出贡献。

群楼，以通透空阔的公共就诊区布局优化
就诊视觉感受，配以隐藏式地下物流通
道，立体式交通配套设施，1000 余个车位
的地下大型停车场，并以高效便捷的就诊
流程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

先进设备和技术让患者享一流服务

6 月 11 日，坐落在邵阳大道与屏丰路 并加强心理疏导，
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
交汇处的市中心医院东院迎来了一周岁
2018 年 10 月 6 日，朱女士剖宫产顺利
2018 年 8 月 2 日，市民秦先生突然患
生日。开业一年来，市中心医院东院迈着 产下“龙凤胎”。
“医护人员医术精湛，环境 病，左侧肢体瘫软无力，在其他医院治疗
奋进的脚步、踏着铿锵的足音，在邵阳大 很温馨，在这里生产很安心！”朱女士高兴 效果不佳后，转入东院神经内科。医生通
过临床治疗与康复的早期介入，采取针
道旁强势崛起，围绕“大专科，强综合”的 地说。
发展思路，
用“医者仁心”
书写人间大爱。
产科是东院最具特色的科室之一，该 灸、神经肌肉电刺激、生物反馈、神经促进
双清区，邵阳的产业新区、活力新城。 科拥有三个病区（爱婴区、产房、VIP 区）、 技术、运动再学习技术、心理治疗等综合
为了让本地患者实现就近就医，顺应我市 产前门诊、产后康复门诊，开放床位 60 康复治疗方法进行治疗。
二中心一枢纽建设格局，2010 年 4 月，市 张，含 VIP 单间床位 16 张，豪华套间 1 间，
两个星期后，秦先生左侧肢体从完全
政府常务会议议定建设市中心医院东院 产 后 床 位 43 张 ，待 产 分 娩 产 后 一 体 化 瘫痪无知觉，到能扶墙走路了。看到这样
项目，开启市中心医院医疗资源东拓、筑 （LDR）产房 5 间，家庭化待产房 6 间，急诊 的变化，
秦先生和家人欣喜不已。
在传承老院先进的综合性学科的基
梦双清的进程。
手术室 1 间，能满足所有孕产妇不同层次
2018 年 6 月 11 日，历时 8 年规划、建 的需求。高超的医术，温馨的护理，人文化 础上，东院提出“大专科，强综合”的发展
设的市中心医院东院（以下简称东院）正 的服务，舒适的病房，孕产妇在这里经历 定位，推出以肿瘤科、儿科、产科、创伤医
式开业。肩负着深化医改、攻坚破冰的重 十月怀胎的期待，
享受为人母的“欢乐”。 学为主的大专科阵营，并以全市超前的医
任，
邵医人踏上了全新的开创之路。
东院总占地面积 281 亩，总建筑面积 疗设施和技术团队巩固专科影响力。同
18 万平方米，包括门急诊医技综合楼、住 时，还突破传统的就医理念，将防病、治病
温馨环境带给患者全新体验
院楼、
科研教学楼等配套设施。
编制床位数 以及康复养老功能的集合，向整合健康产
怀孕 38 周时，
在家待产的市民朱女士 1500 张，年门诊接待能力设计为 100 万人 业发展的方向不断前行，不断均化老城区
与新城区的医疗水平，有效改善全市人民
突然头晕头胀，
血压急剧升高。
在东院产科， 次，
拥有 17 个学科中心、
55 个临床科室。
的问题。
朱女士诊断为
“重度子痫前期”
。
随后，
医生
在规划建设上，东院克服了传统医院 “看病难、就医难”
(下转 2 版)
通过对朱女士进行解痉、
降压和镇静治疗， 促狭布局的缺点，以花园式绿色景观串起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超
通讯员 邓朝晖） 6 月 11 日，从
市第二届创新创业大赛（创客
中国）组委会传来消息：大赛 6
月 4 日启动以来，报名踊跃，截
至 6 月 11 日中午，已经有 40 家
企业、团队成功报名。
本次大赛旨在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众创
业、
万众创新和促进中小企业健
康发展的战略部署，
助力“中国
制造 2025”和“互联网”的具体
行动，是促进中小企业交流展
示，
开展产商对接、
产业对接、
项
目孵化的平台，
对催生新产品、
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
推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促进产业和金融结合，促

进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发展意
义重大。作为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
湖南省创新创业大赛的地方
赛区，
去年我市举办的第一届创
新创业大赛赛事规模之大、
规格
之高为同类大赛之最，
全市符合
条件的 107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和 161 个团队踊跃报名，
在全市
掀起了创新创业的热潮，
形成了
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赛后，
我
市还选送了 28 家企业、10 个团
队参加湖南省创新创业大赛，
其
中有 11 个企业获得省赛优胜以
上奖项，
3 个企业被推荐参加全
国创新创业大赛。

市纪委通报 3 起扶贫领域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案例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毛超林） 日前，
市纪
委对近期查处的 3 起扶贫领域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案例进
行了通报。3 名扶贫帮扶工作
队队长因纪律意识淡薄、作风
漂浮被处理。
2019年4月，
邵东县卫健局
驻灵官殿镇三云村帮扶工作队
队长龙利福驻村扶贫出勤未达
到规定天数，
不在村期间均未履
行请假手续，
且由他人使用精准
扶贫 APP 代其签到。2019 年 5
月，
龙利福被立案审查。
2019 年 3 月，城步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驻汀坪乡杨梅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肖祥林驻村
扶贫出勤未达到规定天数，未
经请假擅自到外县办私事，且
由他人代其驻村签到。2019 年
5 月，肖祥林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和免职处理。
2017 年 3 月 至 2018 年 11
月，
新宁县道路运输管理所李建
春在任该所驻水庙镇双阳村帮
扶工作队队长期间，
作风漂浮，
工作不实，存在未按要求
签到、驻村天数未达到规
定天数、未建立信访台账

和接待值班制度等问题，
造成不
良影响。2019 年 4 月，李建春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
通报指出，以上 3 起典型
案例是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的具体体现，必须依纪依
规严肃查处。全市广大党员干
部特别是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
的党员干部要从中汲取教训，
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和担当意
识，主动在脱贫攻坚中勇当先
锋、做好表率；
全市各级党组织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全面
履行脱贫攻坚主体责任，坚决
整治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顽疾，用扎实的作风建设成
果确保各项扶贫政策措施落地
落实。
据悉，全市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将把整治扶贫领域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摆上更加重要位置，
紧盯关键环节、
重点岗位和突出
问题，
加大监督检查、督查督办
和通报曝光力度，
以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的作风，
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