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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3 日 18 时许，北塔区至新邵
县酿溪镇的西湖北路上，一辆交警执
勤车呼啸而过，一路警灯闪烁、警笛长
鸣，一辆民用小车紧随其后。

警车上坐着的是邵阳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北塔大队民警李喜军、彭文汇
和辅警沈强华。他们一人驾驶警车，一
人选择避堵路线，一人按警笛清障。车
内气氛凝重，却有条不紊。

民用车上，坐着一位工人穿着的男
青年，脸色苍白，表情痛苦，右手血肉模
糊。他叫宁小军，隆回县人，农民工。

当天下午，宁小军在双清区原资
江农药厂一工地上打工时，不小心被
搅拌机伤到右手食指和中指，两指第
一节均被切走脱落。旁边的工友马上
喊车，准备送他到位于新邵的正骨医
院救治。

17时40分，车行至北塔区时，司机
迷路了，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陪伴的工

友向正在北塔区江北广场执勤的交警
李喜军、彭文汇求助。

此处距正骨医院尚有30余分钟的
路程，路线复杂。宁小军伤情紧急，如
不及时医治，恐有肢残危险。

李喜军来不及多想，对车上司机
说：“快！跟我警车走！”于是，出现了本
文中的第一幕。

平常要30分钟的路程，在警车的
牵引下，只用了15分钟左右就赶到新
邵县正骨医院。

“终于到了！”民警们放下了悬着
的心，宁小军苍白的脸上也露出了一
丝微笑。把伤者搀扶到医院急诊室，请
值班医生诊治，民警们依旧忙碌着。

“伤势比较严重，必须马上动手
术！”医生仔细检查了伤口说道，“可是，
院里做手术的医生都不在！”医生的话，
让宁小军和民警的心又悬了起来。

“能做手术的医生都到哪里去

了？”望着宁小军无助的眼神，李喜军
急切地问到，

“因防疫需要临时被市里抽调到
大祥区学院路急救中心去了。”医生满
怀歉意地回答。“好！请你们先处理伤
口、包扎止血，我们把他送到大祥区
去。”为了避免伤者再次走错路，贻误
病情，李喜军立即作岀决定。

20 分钟后，载着伤者的警车停在
大祥区学院路急救中心门口。

挂号、X光透视、术前准备……李
喜军、彭文汇三人依旧有条不紊地分
工，直至宁小军被推进手术室。

返回到执勤岗位时，已经是18时
30分了。街面上，华灯初上，车水马龙，
李喜军、彭文汇、沈强华依旧忙着吹口
哨、打手势，默默地守护着这座城市。

这辆警车因何风驰电掣？

为了及时救治农民工兄弟
通讯员 申智军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波

通讯员 达继国） 3 月 17 日，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蔡典维率邵阳
经开区、省财信金融控股集团相关
人员赴彩虹（合肥）液晶玻璃有限
公司，实地考察该公司G7.5、G8.5
基板玻璃生产线，随后政企双方进
行了座谈对接。

G7.5溢流法基板玻璃是5G时
代更多显示终端应用的首选，G8.5
溢流法基板玻璃代表了未来高世代
基板玻璃产业发展的主流，今年2
月实现0.5毫米产品成功下线。座谈
会上，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淼，党委副书记、规划总监

刘文弟，彩虹（合肥）液晶玻璃有限
公司总经理杨国洪介绍了当前世界
基板玻璃的发展前景、G8.5基板玻
璃生产线自主研发和建设情况，希
望政企双方加强沟通联系，致力解
决瓶颈问题，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蔡典维表示，当前邵阳正在全
力建设中国（邵阳）特种玻璃产业
谷，希望公司继续发挥央企担当精
神，推动邵阳 G8.5 基板玻璃生产
线合作项目加快落地建设。邵阳市
委市政府将全力搞好服务，成立工
作专班，优化建设环境，积极做好
稳人才、扩投资等企业关注的难点
问题，推动政企双方合作共赢。

推动政企双方合作共赢
蔡典维赴彩虹（合肥）液晶玻璃有限公司开展对接洽谈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小幸）
3月17日下午，市直宣传文化系统
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会议
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迎
春出席。

周迎春强调，要认真学习领
会、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纪委、省纪
委、市纪委全会精神，牢牢把握

“严”的主基调。要落实两个责任，
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
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
根本的政治担当；要筑牢思想防
线，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要强化监督
问责，坚持“严”字当头、一严到底，
做实做细日常监督，营造风清气正
的良好政治生态；要严抓工作作
风，持之以恒反“四风”、树新风、转

作风，持续抓好中央八项规定和省
委、市委“约法三章”的贯彻落实；
要加强制度建设，建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常态化机制，教育党员
干部坚定理想信念。

周迎春指出，新形势下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严”的主基调
不会变，越往后只会越严。要健全工
作责任体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加
强干部队伍建设，推动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落实落地。

会上，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了警
示教育专题片《初心迷失》，市直宣
传文化系统正处级单位和市委网
信办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述职。

牢牢把握“严”的主基调
市直宣传文化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

工作会召开 周迎春出席

湖南古楼雪峰云雾茶有限公
司是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
司现有固定资产7871万元，自有标
准茶叶生产示范基地1500亩，带动
合作社及产业扶贫基地 5000 亩。

“古楼雪峰云雾茶”产于雪峰山腹
地的古楼河流域，该地昼夜温差
大，常年云雾缭绕，漫射光多，为明
洪武贡茶，是湖南红茶主产地。公
司现已开发出2大茶系、20多个类
别的茶叶品种，其中古楼茶和古楼
贡茶入选第一批“邵阳红”品牌名
录。古楼红茶荣获“2019年湖南红

茶十大企业产品品牌”，选用雪峰山
上茶园所产的春萌一芽二叶鲜叶精
心加工而成，是公司将邵阳传统文
化与产品开发相结合最新推出的古
楼茶系列产品。包装设计融入了睁
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国家5A级景
区崀山、宝庆府古城墙、古楼贡茶园
等元素，彰显邵
阳 2500 年灿烂
文化。

企业联系
人 ：肖 冬 红
13973955358

“邵阳红”优质农产品品牌入选企业风采——

湖南古楼雪峰云雾茶有限公司

3 月 15 日，新邵县
大同公益志愿者协会
在县城湾田广场举行

“以爱之名、共抗疫情”
公益捐赠活动，爱心人
士现场捐赠奶粉、衣服
鞋子等价值 6 万余元。
图为志愿者在严塘镇
金子桥村为贫困留守
儿童送去新衣服。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何勇平
摄影报道

我们援鄂医疗队来湖
北黄冈抗疫后，得到了来
自各级各部门、社会各界
的慰问与支持，这些都感
动、激励着我。今天，又收
到了一位来自邵阳媒体的
朋友送给我们的抗疫歌曲

《把春天搬过来》，温暖的
歌词，明快激情的旋律，让
我们心生无限力量！

这段时间收到了很
多邵阳籍文化艺术人士
送给我们的赞美出征勇
士的歌曲，这些歌或雄
壮、或激昂、或温婉、或抒

情，都深深感染着我，鼓舞着我！
《白衣战士出征歌》是在黄冈工作多年

的邵阳人赵祝萱老先生送给家乡医护人员
的，演唱者是侨居意大利的邵阳人，我们邵
阳队75人正在利用休息时间抓紧学习，准
备拍一部MV。

另外三首歌曲《把心交给你》《春水东
流为谁歌》《希望》是邵阳人戴月归先生创
作的，那句“用温暖传递温暖，用坚强激励
坚强，用生命护卫生命，用希望托起希望”
让我泪流满面！

我们邵阳队75人不负使命，已经在黄
冈奋战39个日夜。我们发扬邵阳人“吃得
苦、霸得蛮、耐得烦”的“宝古佬”精神，不但
把自己的病区管理好，还派员增援黄冈中
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增援湖南队重症医学
科、支援黄冈妇幼保健院。这39天以来，我
们累计收治确诊病例219人，平均住院时
间12天左右，当前我们治愈率85.39%！

有温暖的音乐，我们更加有力量！
（作者系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第一

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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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进田
通讯员 唐军民 伍先安） 3月10
日，市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办传
出消息：自去年全市对393个马路
市场开展整治以来，截至目前，我
市取缔马路市场 80 处，搬迁或转
移186处，特别是其中57处位于长
下坡、急弯、临水临崖等高危路段
的马路市场全部取缔、搬迁到位，
实现重点整治100%。对其余的127
处非高危路段的马路市场，我市也
落实了人员值守和管控措施。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全市马
路市场专项整治工作，成立专项整
治领导小组，组织相关市直单位进
行联合监管，形成整治最强合力，
督促各县市区政府推动工作开展。
各县（市）区政府迅速行动，严格按
照“一市场一档案”工作部署，组织
开展全覆盖摸底排查，逐级建立了
393个马路市场清单。

在找出问题症结后，市交通

问题顽瘴痼疾整治办结合全市实
际，向各县市区和邵阳经开区下
发安全生产工作提示函，按照因
地制宜的方针，坚持“一市场一政
策”原则，推出“关闭取缔一批、即
刻搬迁一批、临时管控一批、规范
新建一批”工作举措，对马路市场
实施分类施策。特别是对 57 处高
危路段和占用国道、省道的马路
市场做出了限期强制取缔或搬迁
的工作要求，并成立 12 个督导
组，驻点各县市区和邵阳经开区
开展专项督查。

为有效加强全市交通问题顽
瘴痼疾整治，今年我市各级部门将
以马路市场为重点整治领域。计划
在全市新建农村农贸市场150处，
改建、扩建农村农贸市场69处，新
建或改造城区农贸市场26处。

全市高危路段马路市场全部整治到位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马军 李牧野） 3 月 15
日，记者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获悉，我市结合本地防疫和促
进企业复工复产实际情况，于 3 月
5 日下发了《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提供阶段性政策支持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就疫情期间
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借款人公
积金贷款还款逾期等问题作出详
细说明。

《通知》明确，今年 6 月 30 日
前，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可按规定
直接向缴存管理部申请缓缴住房
公积金，缓缴期间企业职工公积金
贷款和提取权益不受影响。7月起，
企业因生产经营困难需要继续缓
缴的，按照《邵阳市住房公积金缓
缴、降低缴存比例操作办法》，符合
条件的企业可再申请缓缴公积金

或降低缴存比例。
对受疫情影响暂时不能正常

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人员，包括
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因感染
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
因疫情防控需隔离观察人员等，

《通知》规定，今年 6 月 30 日前可
不作逾期处理，不作为逾期记录
报送征信部门，已报送的也将予
以调整。

《通知》对有效保障缴存职工
权益也有体现。缴存职工因受疫情
影响，未及时办理有时限要求的住
房公积金业务，且办理时限在今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到期的，可顺
延 6 个月办理；符合“提取住房公
积金支付房租条件”的缴存职工，
因受疫情影响支付房租压力较大
的，今年1至6月，每人共可额外提
取2000元公积金。

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来了

隆回县金石桥镇

高洲完全小学积极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巩

固前期抗疫成果，并

为新学期开学做准

备。图为3月12日，该

校教师在清理学校周

围沟坑里的垃圾。

通讯员 胡富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