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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优良先进的医
疗设备，是为患者提供
优质诊疗服务的必要前
提。为解决邵阳地区肿
瘤患者的实际需求，东
院引进目前湘西南地区
最为先进的瓦里安直线
加速器、飞利浦大孔径
CT 等大型设备，组建
了具有新技术特色的放
疗中心。此外，还引进了
妊高症监测仪、新生儿
血气分析仪、空氧混合
仪等先进设备，最大限
度地提高诊疗准确性和
冶疗效果。

一年的蝶变、一年
的洗礼，东院犹如一棵
幼苗沐浴着曙光，形成
了它所特有的品牌和气
质，也必将成长为硕果
累累的大树。

一路前行一路歌。
站在新的起点上，有着
深厚历史积淀和博大医
者情怀的邵医人，将不
忘初心，铿锵前行。

邵阳日报讯（记者 罗俊
通讯员 罗英） 6月10日下
午，由中国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跨区域合作联盟秘书长、公共
采购网络电视台总编辑胡志
敏率调研组来邵调研。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蔡典维出席座
谈会。

调研组一行参观了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大厅各
个功能区，认真听取中心平台
运行模式、工作职能、改革运
行情况，详细了解我市公共资
源交易发展遇到的瓶颈、改革
的痛点及相关意见建议。

胡志敏对我市公共资源
交易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
要不断完善中心场所软硬件
设施建设，促进公共资源交易

工作更加公开、公平、公正。要
不断完善内外部监督机制，明
确各岗位职能范围和职责权
限，强化内部权力制衡机制，
全面防控廉政风险，将权力牢
牢关在“笼子”里。

蔡典维建议国家层面及
时修订完善法规制度，统筹推
进全国公共资源信息化建设，
充分发挥优质专家资源优势，
实现编织一张“网”、下好一盘

“棋”。要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明确标准，规范流程，提高
制度的刚性约束力；实施项目
属地化管理，科学发挥政府调
节作用；强化综合监管，加强
风险防控，切实堵塞管理漏
洞，努力打造公开、公平、公正
和诚信的阳光交易平台。

努力打造阳光交易平台
中国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调研组来邵

调研 蔡典维出席座谈会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通讯员 向国胜） 6 月 11 日下
午，市防指组织召开防汛会商会，
分析研判防汛形势，部署新一轮
强降雨防范工作。市防指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克服侥

幸心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
责，确保安全度汛。

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中
低层低涡切变影响，近日，我市将
有一次大雨、暴雨天气过程，南部
单点有大暴雨，强降雨主要集中

在绥宁县、城步苗族自治县、新宁
县和邵阳县南部等地。

市防指要求，水文、气象等部
门要密切监视天气和汛情，加强
信息沟通，进一步提高预测预报
的精准性；突出防范山洪地质灾
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等重
点防汛工作，并做好水库巡查和
调度工作。同时，加强值班力量，
各类各级防汛责任人要到岗到
位、履职尽责、巡查值守。

市防指要求

继续做好强降雨防范工作

邵阳日报讯（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周光平） 6 月 6 日
下午，全市综治、扫黑除恶、信
访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要
求，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要下
定决心、对标对表，采取有效
措施，加快推进“平安邵阳”建
设。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
志雄出席。

会议指出，今年全市信访
形势总体平稳，各项工作稳步
推进，下阶段要突出抓好越级
重复访治理，全面规范信访基
础业务办理，依法处置涉访违
法犯罪行为，从严开展信访工
作督查督办，大力提升信访及
时受理率、按期办结率、群众
满意率、参评率、网信占比率
和事项回访核实率。

关于扫黑除恶工作，会议

强调，要围绕 2019 年专项斗
争“深挖根治”和中央督导“回
头看”两个重点目标和任务，
对照中央督导组反馈的问题，
在线索摸排、依法打击、夯实
基础、宣传发动、机制建设等
关键环节持续发力，坚决做到

“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
到位不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
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

会议要求，建设综治中
心和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党中
央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的重大举措。各县市区要坚
定信心，高度重视，集中优势
力量开展集中攻坚。对工作
严重滞后的县市区，将视情
况采取通报、约谈、挂牌督
办、一票否决等措施，确保圆
满完成目标任务。

加快推进“平安邵阳”建设
全市综治、扫黑除恶、信访工作推进会

召开 李志雄出席

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周盖雄 刘敏） 6月
6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
员、副院长熊春明专程来到新
邵县，面对面答复办理省政协
委员、新邵县政协副主席田丰
硕在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
上提出的《关于让“人民法庭”
走近人民的提案》。市中级人
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曾鼎新
陪同。

熊春明向田丰硕委员当
面提交了书面答复，田丰硕委
员对提案办理情况表示十分
满意，并就进一步加强人民法

庭庭审法制宣传教育提出了
建议。

熊春明诚恳感谢政协委员
对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他
指出，自觉主动接受政协民主
监督，是法院工作健康发展的有
力保障。全省法院要认真听取政
协委员的意见和建议，结合法院
实际，通过提高庭审质量、加大
信息公开、开展“公众开放日”、
推进巡回审判、落实人民陪审员
制度等，进一步发挥庭审在法制
宣传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切实
将建议内容转化为工作实效，
回应好群众关切。

省政协委员提出提案

高院领导上门答复办理情况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杨波
通讯员 刘龙桥 梁文兴）
6月10日上午，全市打击走私
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召开，总结
前期工作，部署下一阶段重点
工作。副市长晏丽君出席。

去年以来，我市深入推进
“国门利剑2018”联合专项行
动，全市在二广高速、邵永高
速、洞新高速及国道共查获没
有任何手续且用非冷链车运
输冷冻（走私）肉制品 206.5
吨。市烟草专卖局共查获走
私烟 34 起，995 万支，其中出
口倒流卷烟 66 万支，走私外
烟889万支，有效遏制了我市

走私高发势头。
晏丽君指出，全市打击

走私各成员单位要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省市打击走私领
导小组的决策部署，紧紧围
绕社会关注、群众关切的走
私问题，深入开展综合治理，
切实维护经济安全。要突出
重点、压实责任，充实打私力
量，完善工作机制，保障必要
经费，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
责、守土尽责。要完善机制，
强化协同，全面筑牢“打、防、
管、控”立体防线，营造社会
各界广泛参与打击走私的良
好氛围。

全面筑牢打击走私立体防线
全市打击走私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召开

从17年前开始接触数控，到如今热爱
并痴迷数控，从一个青涩的少年技校生成
长为湖南省汽车技师学院机械系车数教研
室主任、数控专业学科骨干教师，并成功申
报省级《湖南省汽车技师学院陈凯大师工
作室》。回首来时路，陈凯感慨：“当初的选
择对了，人生的路也走对了。”

学一门技术

1982年，陈凯出生于双清区一个工人
家庭，父母都是厂里的技术工人，而且父亲
是钳工高级技工。“记得小时候，家里的锅
铲、瓢、水桶、撑衣杆、衣架这些都是父亲自
己动手做的。”父亲极强的动手能力给陈凯
的童年留下了深刻记忆。

高考失利后，陈凯选择了南下打工。没
有学历，没有技术，陈凯只能当一名普工，
一天至少要工作10小时，劳动强度大，工
资低。看到厂里一技在手的技术工人地位
高工资也高，陈凯心里有点酸楚，同时也萌

生了一丝想法和希望。
2002 年，陈凯请假回家，跟父亲聊起

自己的经历，父亲鼓励他重回学校学一技
之长，陈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湖南省
汽车技师学院进行了解。2002 年，该校开
设了数控专业，“在外面打工时就发现数控
模具人才很是紧俏”，冲着就业前景好、待
遇高这两点，陈凯“义无反顾”地选择就读
该专业。

湖南省汽车技师学院的教学实践和理
论结合，崭新的领域为陈凯重新打开了一
扇窗。学进去之后，陈凯意外地发现自己的
兴趣点就在这里，学得越深就越是痴迷。

砺技强本领

在进入湖南省汽车技师学院之前，陈
凯是个典型的门外汉，因而学起来不免有
点吃力。但相比前几年在社会上吃的苦受
的挫，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陈凯利用晚自
习，对功课进行复习和预习，有不懂的地方
就向老师请教。“这里的老师特别好，不仅
悉心教导，还不厌其烦，直到我弄懂为止”。

机械加工，就是要根据图纸的要求编
制加工程序，自动控制数控机床，从而加工
出符合图纸要求的工件。第一次坐在控制
面板前编制加工程序时，陈凯很紧张也很
兴奋。然而，因为指令输入错误，所加工出
的工件并不合格。在老师耐心地指导下，陈
凯反复练习，最终加工出了合格的高脚杯、
哑铃、烟灰缸等工件及一些专业零件。在这
个过程中，陈凯收获了满满的喜悦感和成
就感，夯实了专业基础。

陈凯慢慢地进入学习状态，从一名默
默无闻的“门外汉”转变成成绩优异的模范
生。2005年，陈凯以优异成绩留校任教。从
此，他开启了人生的另一种精彩。

历练出佳绩

从留校任教的第一天起，陈凯就告诉
自己，一定要继续提高业务素质和技术能
力，并向学生倾囊相授。

为了全面提升业务素质和技术能力，
陈凯积极参加各种培训学习，取得了多项
技师资格证：车工技师、数控车工高级技
师、数控铣技师……并以赛促学，多次参加
省市数控技能大赛。2012年在湖南省数控
技能大赛上，陈凯获数控铣工第一名；2016
年在湖南省技能大赛数铣比赛中，获三等
奖；课件《典型轴类零件的加工》参加湖南
省技工教育和职业培训教学研究成果评选
荣获三等奖；2017 年成功申报省级《湖南
省汽车技师学院陈凯大师工作室》，目前该
项目正在建设中……

名师出高徒。陈凯带领他的学生参加全
省乃至全国的各项数控技能竞赛，收获了不
少奖项。2012年，学生谢述平参加湖南省数控
技能竞赛，获中技组第一名；同年，谢述平在第
五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中，获数铣中职组全
国第十名。2014年，学生曾凡利在全国数控技
能大赛中获中技组第一名。2016年，指导学生
参加湖南省技能大赛邵阳数控赛，谢明煜获中
技组第一名，学院荣获团体第一名。2018年，
指导学生参加湖南省技能大赛邵阳数控赛，陈
紫辉获高技组第一名，彭彪获第二名……

回首自己的人生选择，陈凯语调轻松
而又坚定：“今后会更加努力，争做高技能
人才。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和我一样，通过
技能改变人生，成就梦想。”

陈凯：用机床“铣”出精彩人生
邵阳日报记者 胡 梅 通讯员 肖尊达

有沃土的滋养才能让工匠竞
相涌现。作为邵阳唯一一所技师学
院，湖南省汽车技师学院一直紧跟
时代步伐，响应国家号召，坚持“厚
德尚技，思圆行方”的精神，培养出
了一批批“下得去、留得住、说得
来、做得了”的深受企业青睐的合
格毕业生，被业内称为高技能人才
的摇篮。为了展示他们如何“让技
能报国成为时代的强音，共同创造
美好的生活”，本报特推出《技能改
变人生》专栏，以飨读者。

编 者 按

6月9日，城步苗

族自治县暴雨过境，

河道水位迅速上涨，

多处出现洪水漫堤、

塌方等险情。该县一

村一辅警积极参与到

抗洪抢险中来，图为

驻村辅警在帮汀坪乡

大水村村民清理被雨

水冲散的木材。

邵阳日报记者

罗哲明

通讯员 向晏明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谢定局
袁天舟 向乾铭）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基层党建工作很重要，
通过学习才发现村里党支部建设
离标准还有差距。”6月10日，洞
口县长塘瑶族乡五名村党支部书
记在参加该乡双峰村“五化”建设
示范点观摩学习后，纷纷就加快
村级“五化”建设表态。

今年以来，洞口县在乡镇（街
道、管理区）全面推行村级“党建
课堂”。村级“党建课堂”一般每季

度举办2-3次，由乡镇（街道、管
理区）组织委员与组织干事负责
指导各村党支部轮流主办，授课
地点设在村部，主要以现场观摩、
座谈交流等方式开展。同时，邀请
本乡镇范围内的其它村（社区）党
支部成员和党员共同参加学习，
由举办村党支部书记选择本村在

“五化”支部创建中开展最好的一
项党建工作进行现场说法，并展
示本村党支部“五化”建设成果。
为保证课堂成效，参与现场指导

的乡镇组工干部对参学学员提
出的疑问当场解答，并要求参学
学员对授课村进行现场评分，授
课村的评分必须达到总分数的
80%才算合格。

截至目前，该县各乡镇（街
道、管理区）已累计开办村级“党
建课堂”48节，培训农村党员3000
余人次。依托村级“党建课堂”，各
村党支部通过对照自查，累计整
改问题80余个，进一步提升了党
员队伍素质，规范了党建基础工
作，助推了支部“五化”建设。

村级“党建课堂”助推“五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