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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与绿色节能有个约会。我们
会把学到的好办法、好经验向周围的人宣传
推广，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绿色节能低碳活
动中来。”6 月 19 日，参加 2019 年邵阳市“节
能宣传周”活动绿色节能参观体验的市民代
表王顺娥开心地说。

当天，2019年邵阳市“节能宣传周”活动
暨绿色节能参观体验主题活动举行，来自邵
阳市离退休干部职工健康生活示范基地的
20位市民代表、双清区前进小学的10位小记
者以及市市场监管局有关工作人员共同参与
体验。在江淮新能源车、长安新能源车（绿启
出行）、湖南君志达集团、邵阳学院水汽能基
地等地，大家了解了新能源相关知识和发展
趋势，感受新能源车、节能建筑、节能装备给
生活带来的便捷与舒适。

为了给市民带来更直观、深切的感受，长
安、江淮、吉利三大品牌共安排20辆新能源
车供市民、记者体验。

“车子没有异味，也很安静，坐上去比
家里的车舒服一些。”前进小学的 5 年级学
生姚冉说，自己是第一次乘坐新能源汽车，
但就是这一次，让她对新能源车有了一个
很好的印象，“回去后，我要向爸妈推荐购
买新能源车”。

而在北塔区西湖桥下的邵阳绿启出行服
务有限公司，王顺娥因收获颇丰而笑得一脸
灿烂——在工作人员姚元的指导下，她终于
学会了从微信上使用“滴滴快车”平台打车。
姚元介绍，目前绿启出行已经与“滴滴快车”
深度合作，目前公司旗下有100多台新能源
车正通过“滴滴快车”为市民提供服务，为城
市绿色发展、节能减排作出贡献。

当市民抵达北塔区湘商产业园，两栋造
型精美别致的房子首先映入大家的眼帘——
这是湖南君志达集团的别墅样品房。

君志达相关负责人介绍，样品房中有一
套采用了3D定制墙板钢结构建筑技术，EPS
空腔模块与混凝土剪力墙结构有机结合，可
以使房屋建造成本降低15%、建造速度提高
50%，房屋使用面积则增加了8%。此外，因为
保温材料的运用，也让房屋冬暖夏凉。

市民尹先生的哥哥准备在农村老家盖房
子，听完君志达工作人员的介绍，他马上索要
了一份资料。“节能省地、保护资源，还能减少
房屋在采暖和制冷方面对能源的依赖，更可
以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我要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哥哥。”尹先生说。

“哇，这里面好凉快！”13时许，体验市民
走进邵阳学院七里坪校区水汽能中央空调主
机房时，一股清凉之风吹拂而至，让大家顿感
舒爽——该校水汽能中央空调智能低温磁悬
浮压缩机正在全力运行，通过四通八达的水
管，将一股股冷风传送到全校师生的宿舍中，
帮全校师生驱散高温。

近年来，邵阳学院以节约型校园建设为
主线，大力推进节能示范单位创建工作。该校
率先引进水汽能技术在学生公寓安装中央空
调，利用水汽能这种生态能源为学校宿舍提
供“制冷、供暖、供热水”三位一体的解决方
案，实现“节能减排、清洁供暖、治理雾霾”的

目标。此外，还积极开展自来水管网探漏和水
平衡测试，实施公共建筑节水器具全覆盖，不
断扩大太阳能路灯使用范围。2019 年初，邵
阳学院荣获公共机构节能领域最高荣誉——

“国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荣誉称号。
体验市民代表、邵阳火车站退休职工杨

斌清表示，这次绿色节能体验活动，让大家对
“绿色发展、节能先行”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他
说：“打造生态文明环境，我们还需要打一场
节能降耗、绿色发展的攻坚战。我将充分发挥
余热，在自己的身边宣传生态文明、绿色低碳
发展理念和知识，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发
展、节能先行’理念。”

2019年邵阳市“节能宣传周”活动继续进行，市民代表、小记者携手走进绿色节能企业单位参观体验——

赴一场绿色节能之约
文/邵阳日报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邹振中 图/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邵阳日报讯（记者
朱杰）6月18日，记者从
邵阳县政府了解到，通过
近一个月的努力，截至6
月17日，该县辖区内147
艘无证或证照到期（不
齐）的涉砂船舶已全部完
成拆解处置，提前3天完
成了5月22日市委副书
记、市长刘事青签发的

《市长督办令》交办的任
务，水上安全基础得到进
一步夯实。

5月22日的《市长督
办令》要求，邵阳县必须
在6月20日之前将辖区
内147艘无证或证照到
期的涉砂船舶处置到
位。接到《市长督办令》
后，该县高度重视，立即
动员部署，县委书记、县
长一线调度，明确了《邵
阳县依法整治砂石码头
和处置涉砂船舶工作方
案》，对无证或证照过期
的涉砂船舶一律拆解上

岸；鼓励有手续的涉砂船
舶自行主动拆除；有手续
但不愿拆除的，以乡镇为
单位，严格落实“五个管
理措施”，即安全锚泊区、
固定系缆桩、合格的钢丝
绳、安全作业责任卡、防
汛预案，防范船舶走锚；
对在规定的时间内自行
主动拆除的船舶实行奖
补。在县、乡、村和交通
海事、水利、生态环境等
部门的合力推动下，截至
6月17日，该县147艘无
证或证照到期（不齐）涉
砂船舶拆解已全部完成，
并鼓励有证的涉砂船舶
自愿主动拆除了8艘，共
拆除155艘，超额完成了
市督任务。

下一步，该县将继
续鼓励有证涉砂船舶船
主自愿主动实施拆除，并
持续强化日常安全监管，
确保全县水上交通安全
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邵阳县拆解147艘问题涉砂船舶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伍先安） 6月15日是全国“除隐患、防事故、
保大庆”交通安全整治攻坚战启动日。当天，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以迅速行动、严查违法为
目标，组织全市 12 个基层交警大队全体民
警、辅警上路，全域管控辖区交通秩序，共查
处交通违法行为166起，其中酒驾6起、无证
驾驶9起，攻坚战首战告捷。

攻坚战启动日当天是周六，为确保首

仗打好、打响，打出成效，市交警支队领导
坐镇支队指挥中心，全程组织部署、指挥
调度八县一市三区路面查控的工作力度。
在支队统一部署下，全市 2850 多名民警、
辅警集体取消周末休息，充分结合公安部
交通管理局前期部署的“逢五”高速公路
交通安全整治全国统一行动和周末夜查
全国统一行动的要求，全部投入攻坚战首
仗行动当中。

整治行动中，我市全体交通民警、辅警针
对夏季、周末交通出行特点，以国道省道为重
点道路、城区范围为重点区域，进一步明确

“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涉牌涉证等严重交
通违法为整治重点，不断提高路面执法针对
性，将所有警力分布在全市32个高速公路出
入口、96处城郊接合部、12个道路交通安全
执法服务站等关键点位上，采取设卡路查、流
动巡查等方式，紧盯“两客一危一货”和农村
面包车等重点车辆，集中查处酒驾醉驾、疲劳
驾驶、超员载客等突出违法行为166起，全市

“除隐患、防事故、保大庆”攻坚战首仗打出了
成效。

交通安全整治攻坚战首战告捷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肖 燕
通讯员 刘晓斌 宾逊尼） 6 月
18日下午，双清区纪委、区监委及区
河长办等部门相关人员在资江双清
段巡河时，发现有人直接将亲水平
台上的淤泥冲入河道，当即对该行
为予以制止，并要求整改。这是该区
以“河长制”为抓手大力开展水环境
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的一个写照。

为推动河长制工作日常开展，该
区区委书记、区长主动带头完成巡河
任务，要求区委、区政府领导严格按
照上级要求巡河，力求实效。今年，该
区纪委书记、区监委负责人主动担任
资江双清段河长，参与巡河等日常工
作，由监督河长制工作变为直接参与
河长制工作。区河长办每月对乡镇
（办）级河长巡河情况进行统计、督
促，针对实际巡河情况一月一通报。
今年以来，该区各区级河长巡河共下
发交办函8件，交办问题16个，重点督办问题5个，问题
处理完成率达100％。自去年7月实行打卡巡河至今，该
区河长巡河完成率基本达到或超过100％。

同时，该区对河湖“清四乱”工作高度重视。目前，
该区上报有关问题及省河长办交办河湖卫星遥感监控
发现的“四乱”问题，均已整改到位。

双清区辖区内共有6条河道，流域面积涉及10个
乡（街道）36个村（社区）。自推行河长制以来，该区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战
略指导思想，全力推动洋溪沟、红旗河等黑臭水体的水
环境明显好转，河道水质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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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谢银）
6月11日至14日，中国
石化邵阳石油分公司组
成11个小组，对该公司
下辖的 9 个县公司、直
属零售分公司、油库及
各安全分委员会进行半
年度 HSSE 及数质量交
叉大检查。

在2019年的“安全
生产月”活动中，中石化
邵阳分公司以危险化学
品安全和直接作业环节
管控为重点，以“防风
险、除隐患、贯体系、抓
执行、反三违、强基础”
为主题，将“安全生产
月”和“安全生产万里
行”相结合，明确了 14
项安全生产重点工作，
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落实，确保直接作业环
节管控到位，全员安全
意识有效提升。

该公司扎实开展

“全员安全诊断”活动和
“查身边隐患，提合理化
建议”活动，深入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今年
以来，累计检查加油站
202 站 次 ，发 现 问 题
2000 余条，问题整改率
达 96%。同时，大力开
展安全知识有奖问答活
动，全员参与提升安全
意识和安全技能；开展
安全警示教育活动，“四
进”确保安全入脑入心；
开展各类应急预案演
练，切实提升基层库站
员工的应急处置能力，
有效防控风险。此外，
该公司将切实做好危化
品安全生产工作，加大
重点环节的安全生产管
控，强化安全检查、安全
承诺、安全培训、应急演
练等多项重点工作，确
保在岗员工均做到“知
风险，防风险，除隐患，
保安全”。

中石化邵阳分公司绷紧安全弦

▲参观者近距离

体验节能环保的水汽

能中央空调效果。

◀工作人员教市

民使用网约车客户

端，倡导绿色出行。

6月19日是全国救助管理

和托养机构开放日。当天，市救

助管理站邀请媒体记者、爱心

志愿者等走进救助管理中心，

实地参观救助区域、站内软硬

件设施，并在人流量集中的地

方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

资料、张贴寻亲公告等方式，向

市民宣讲救助政策，帮助长期

滞留在该站的流浪乞讨人员、

精神残疾人员回家。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何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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