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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敏
通讯员 姚罡） 11 月 26 日
上午，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医疗综合楼（含儿童医疗服务
体系）建设项目开工奠基仪式
举行。邵阳学院党委书记邓党
雄参加。

该项目是我市“十三五”
期间重点民生项目工程，计划
于2022年整体建设完工并投
入使用。该医疗综合楼建设项
目总建筑面积63000平方米，
涵盖地下3层，地面24层，主
要设置地下停车场、医技检
查、住院结算、住院药房、NI-

CU、产科、ICU及标准化病房
等，其中床位设置 810 张，计
划总投资4.64亿元。

作为邵阳地区目前唯一
一家省属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该项目的建设势必为医院跨
越式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
础，对于进一步提升邵阳地区
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改善人民
群众就医条件起到关键性作
用。该医院负责人表示，医院
将以此为新的起点，不断提高
医疗服务水平，致力于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
更好地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邵阳学院附一医院医疗综合楼项目开工

更好地满足人民健康服务需求

邵阳日报讯（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梁文兴） 11 月 18
日，邵阳迅源物流“两仓”进口
保税仓、出口监管仓顺利通过
韶山海关验收。

验收组实地察看了“两
仓”的仓库布局、面积、查验
平台、仓管系统、视频监控系
统等设施，要求相关工作人
员调整仓库摄像头视野，做
好监控系统区域标识，向海

关部门提供仓管系统访问及
全部查询权限。经过审查，
验收组同意对邵阳“两仓”建
设进行验收。

“两仓”建设是我市保税
改革试点的重点工作。我市
首家“两仓”通过海关验收，标
志着我市对外贸易发展水平
得到进一步提高，也将为我市
其他县市“两仓”建设起到示
范带动作用。

邵阳“两仓”通过海关验收

新宁县是国家扶贫重点县之一，该县用近4年的时间，全面完成“十三五”期间2793户10675
人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同时注重抓好产业扶持“后半篇文章”，使广大搬迁群众基本摆脱了贫困，
在小康路上追赶前行。

11月下旬，记者来到该县多个集中安置点和多名贫困户家中实地调查，发现他们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普遍提升，对党的扶贫政策充满感恩之情，对小康生活充满信心。

——从两个贫困户的故事看新宁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杨 坚 杨汉军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小幸）“我
想锻炼他的逻辑思维能力，所以从 3 岁
起就送他来学习机器人教育，他也非常
感兴趣，每次讲述自己作品的时候都特
别自信。”11月24日，在邵阳市第二届幼
儿机器人竞赛现场，家长李美华看到儿
子快速地将机器人进行复制后，高兴地
说道。

此次大赛由市教育局、市科协、市科
技局主办，市机器人协会承办，吸引了
全市 278 支队伍 405 名 4 至 6 岁的幼儿。
比赛中，各参赛选手进行了平衡桥、水
到聚成、运球比赛、完美复制赛四个项
目的比拼。

当天，在“平衡桥”竞赛项目教室内，
孩子和家长们先找准中心点，快速搭建

“桥身”，最后在保持平衡的条件下，谁的
“桥身”越长分数越高。小选手们在家长或
辅导老师的协助陪伴下，按照不同项目展
示着自己的动脑动手能力。经过一天的激
烈角逐，比赛共决出一等奖56个，二等奖
84个，三等奖112个。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机器人编程教
育，不仅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
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并成立了相关培
训机构，让孩子了解机械原理，激发他们
对工程技术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创新
意识、动手能力和团队精神。

邵阳举办第二届幼儿机器人大赛

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枫）
11 月 26 日，我市召开建筑工
人实名制管理暨预拌混凝土
生产质量专项整治工作会
议，重拳治理建筑领域拖欠
农民工工资问题，部署安全
生产工作。

按照省有关部门要求，12
月30日前我市在建项目农民
工实名制信息录入覆盖率必
须达到 100%，农民工工资要
按月足额发放到位。同时要进
一步加强预拌混凝土生产、使
用过程质量管控，坚决遏制

“问题混凝土”事件发生。
会议要求，各级各有关部

门务必锁定目标任务，做到组
织、措施、责任、工作“四到
位”，全面开展“无欠薪工地”
建设，确保全市工程建设领域
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落实
落地。要全面排查整改，对存
在质量安全隐患的在建项目
一律责令停产停工整改，责任
单位一律上报不良行为记录，
责任人一律列入“黑名单”。

会议还部署了岁末年初
建筑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推进建筑领域“无欠薪工地”建设

邵阳日报讯（记者 陈红云
通讯员 王翔） 11月22日，
市科协召开筹备会议，商讨成
立邵阳市企业科协联合会相
关事宜。

会上，邵阳经开区、湘窖
酒业、彩虹玻璃等单位负责人
就联合会章程、组织机构等提
出意见建议。

企业科协联合会建设是
省委省政府考核我市“党建带
群建”绩效的重要内容。该联
合会是为广大企业科技工作
者服务、为提升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服务的科技类社会团体，

其职能是加强对全市企业科
技工作者创新技能、创新方法
的培训，力争打造一支在全市
乃至全省有较大影响力的企
业科技工作者队伍；组织企业
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技创新竞
赛活动，围绕企业的产品更新
换代、工艺改造、生产环节和
生产线改善等开展技术攻关，
不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组织企业科技工作者开展学
术交流，参加国内外学术研讨
活动，开拓创新视野；为企业
科技工作者维护合法权益提
供援助。

我市筹办企业科协联合会

邵阳日报讯（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周小林） “通过四
天的集中学习培训，我学习了
有关消防安全和老年人护理
安全的专业知识，这对我更好
地管理养老机构有很大帮
助。”11 月 21 日，邵阳县黄亭
市敬老院院长张新华在参加
完邵阳市养老机构安全管理
培训班后说。

为进一步增强养老机构
安全管理意识，提升管理人员
的管理能力和业务素质，11
月18日至21日，市民政局主
办、市养老服务行业协会承办

的2019年邵阳市养老机构安
全培训班在武冈市举行，来自
全市公办和民办各养老机构
的 管 理 人 员 184 人 参 加 培
训。此次培训内容包括养老
政策解读、养老机构风险管
控、老年人护理安全管理、老
年人能力评估、消防火灾安全
风险防范、食品安全规范及管
理、疾病防控及各种突发状况
应对和处置等方面内容。

据了解，目前我市共有养
老机构168家，公办养老机构
147 家、民办 21 家，承担着我
市大部分养老业服务。

我市培训养老机构管理员

为抓好易地扶贫搬
迁工作，新宁县创新工
作方法，扎实推进。

明确目标方向。该
县前瞻性地提出了“南
橙北烟、产业发展、种养
结合、吃读书饭、挣外地
钱、往好处搬”的发展思
路，统筹推进城乡一体
化发展，从根本上改善
了贫困户生存发展条
件，走出了一条“政府引
导、政策扶持、群众自
愿、自主搬迁、一次规
划、分年实施、重点突
破、整体推进”的易地扶
贫搬迁模式。

因地制宜搬迁。该
县通过多年实践，根据不
同情况，适时提出了本乡
镇、跨乡镇、城镇三种搬
迁模式。该县充分尊重
搬迁群众意愿，实行自
愿搬迁，较好地消除了
搬迁群众“故土难离”的
乡土情结。在集中安置
点的选址上，该县将易
地扶贫搬迁与推进城乡
规划建设和方便搬迁户
生产生活结合起来，20
个集中安置点均靠近乡
镇中心和县城周边地域。

多措并举脱贫。该
县坚持安居与乐业并
重，搬迁与脱贫并行，在
改善搬迁群众住房条
件、基础设施及服务配
套的同时，积极跟进安
置点社区建设，让搬迁
群众迅速融入城镇发展
之中，共享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

相关链接

11月21日傍晚时分，记者
来到新宁县黄龙镇塘底易地扶
贫安置小区倪新康的新家，倪
新康刚从福建务工地返乡，妻
子夏重春也刚从县城湘商产业
园的鞋厂下班回家。

安置小区距县城仅10公里
左右，坐落于美丽的夫夷江畔、
宽敞的邵新公路旁，交通便利。

“老婆骑车不到20分钟就能到
达务工的鞋厂，两个儿子上学也
方便。”倪新康说，现在与以前相
比，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

倪新康是黄龙镇天台村1
组人，父母早逝，他 18 岁开始
就在外务工。2000 年，他在外
地务工时因操作不慎，被机械

压断三根手指，造成肢体残疾。
直到34岁，他才组建家庭。

成家后，他们曾暂时住在
天台村哥哥的旧房子里。之后
因房子小住不下，他们就暂时
在黄龙镇街上租了一间非常简
陋的房子。两个儿子慢慢长大，
房子成了亟待解决的大难题。

倪新康的情况，天台村两
委和黄龙镇政府干部都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2014年，倪新康
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随着“十三五”易地扶贫搬
迁政策的实施，倪新康的生活
迎来了拐点。经过相关程序，倪
新康被列入易地扶贫搬迁户。
2018年，他家入住黄龙镇塘底

易地扶贫安置小区100平方米
的新房。

为了让搬迁户“搬得出、稳
得住、能脱贫”，天台村两委将
倪新康介绍到广东务工，每个
月工资3500元，并且帮助他申
报外出务工人员交通补贴。同
时，该县发改局和黄龙镇政府
积极引导企业创办扶贫车间，
倪新康的妻子夏重春在鞋厂车
间上班，每个月有2500元的稳
定收入。

今年，倪新康利用务工空
闲时间，在老家天台村荒芜已
久的地里种上了油茶。倪新康
说：“发展产业是政府大力扶植
的，我想通过
自己的双手，
带着家人走上
小康之路。”

倪新康：脱贫奔向小康生活

崀山镇连山村5组村民蒋
达财这几年打了一个翻身仗：
彻底甩掉贫困户的帽子，成了
当地小有名气的老板，还带领
包括20多户贫困户在内的100
多户村民脱贫致富。

脱贫致富的路上，搬进新
居是点燃蒋达财脱贫信心的关
键因素。

蒋达财一家老小五口人，
以前是名副其实的“山民”。山
腰上交通不便，居住的木房年
久失修，家庭收入全靠蒋达财
一个人在附近打零工赚取，生
计艰难维持。2014 年，他家被
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人穷志不短。除了打零工，
蒋达财尝试种植中药材，并且

成立了专业合作社。但由于市
场等各方面的因素，他所获甚
微。2017 年一场山体滑坡，老
旧倾斜的木房损毁严重，无法
正常居住，他的脱贫信心也因
此严重受挫。易地扶贫搬迁政
策出台后，蒋达财家被列入易
地扶贫搬迁分散自建户。2017
年12月房子修好，他一家老小
在新房里过了一个幸福的年，
重新燃起了脱贫致富的信心。

让他更加充满信心的事还
在后头，镇政府和连山村“两
委”按计划帮他乐业。2018年，
蒋达财先后被派到怀化、长沙
参加种植业和合作社管理方面
的培训，今年 9 月又参加了铁
皮石斛种植培训，镇政府为其

申请了贫困户免息小额信贷。
技术和资金难题化解后，蒋达
财着手发展种植业。2018 年，
蒋达财发展10亩中药材，通过
一年努力，摘掉了贫困户帽子。
今年，蒋达财种植铁皮石斛 1
亩多、黄芪5亩多、白芨3亩多、
百合3亩多、油茶100多亩；养
鸡 400 多只、鸭 100 多只，收入
有望突破 10 万元。在镇村帮
助、支持下，他创立的新宁县楠
木水种养专业合作社吸纳了周
边 100 户村民，其中贫困户就
有20多户。县发改局正在积极
将合作社申请纳入大湘西地区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帮扶奖
补项目。

“如果没有易地扶贫搬迁
等政策，我现在也许还在贫困
线左右徘徊，致富永远是一个
梦！”蒋达财感慨地说。

蒋达财：搬迁点燃脱贫信心

11月24日，洞口县

自行车运动协会举办往

返骑跑挑战赛，倡导绿

色出行，吸引全县60余

名骑行爱好者参与。

邵阳日报记者

罗哲明 摄

告别穷山窝 再出发幸福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