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审稿：黄仁发 责编：周金林
版式：肖丽娟 总检：
魏 谦
2020 年 3 月 26 日

星期四

我市两企业在湖南股交所科创板挂牌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通讯
员 伍韶山 刘敏倩） 3 月 20 日，
湖南
省区域性股权市场科技创新专板正式开
板，首批 16 家科创企业集体成功挂牌。
我市亚洲富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东
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成为首批挂牌企业。
2019 年 11 月，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等五部门印发《湖南省区域性股权市
场设立科技创新专板工作方案》，
宣布设
立科技创新专板。市金融办高度重视参
与科技创新专板挂牌工作，联合财信证
券、
邵阳信源等服务机构加大政策宣传力
度，
做好拟挂牌企业储备工作，
积极推荐
亚洲富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东亿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科技创新专板。
据介绍，省科技创新专板将充分发
挥湖南省区域性股权市场培育、融资、整
合、转板等功能，通过政策、资本、科技、
协同“四大赋能”工程，为挂牌企业提供
培训咨询、投融资服务、资源整合、转板
上市等综合性金融和科技服务。

新宁加强
“外防输入”防控和涉疫场所管理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杨坚 余达）
截至 3 月 25 日，新宁县未发生一起涉疫
场所安全事故；
除已确诊并治愈出院的 2
例外，未发现一例境外输入和新增疑似
病例。这是该县加大“外防输入”
防控和
涉疫场所安全管理所取得的成果。
疫情发生以来，
新宁县坚持全县“一
盘棋”，
统筹推进防控工作，
严格落实“早
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
制定印发《关于切实做好我县城镇社区疫
情防控工作的通告》，
督导各级各部门、
社
区和村组多方面搜寻线索，
公布举报电话
征集信息，
加强对外来人员的管控，
深入
细致排查，
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人。
该县切实做好滞留外省人员安抚
稳定工作。对全县 16 个乡镇 586 名滞留
湖北和其他高风险地区的新宁籍人员
进行摸底登记，各乡镇、村（社区）责任
人每天与其本人及其在新宁家属进行

沟通，
做好安抚和稳定工作。
积极落实境外输入人员疫情防控
措施。强化疫情防控网格化管理，压紧
压实社区（村）防控工作责任，推动联防
联控、群防群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成立新宁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外事工
作专班，建立信息互通共享、定期会商
工作机制，明确外事、卫健、公安、教育、
文旅广体等部门工作职责。对省公安
厅下发的 811 条境外新宁籍人员信息进
行核查 ，通过对各乡镇地毯式精准摸
排，核实了全县 813 名境外人员情况信
息，
确保“不漏人、不漏管”。
该县强化责任落实，加强涉疫场所
安全管理和安全防范。对定点医院、集
中隔离观察点等涉疫场所实行常态化
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制定安全管理责任
制度，完善安全管理应急预案，明确安
全管理人员，加强安全巡查，对消防通

道、消防设施等加强日常巡查和管理，
及时消除物资乱堆乱放、电线私拉乱搭
等安全隐患。截至目前，该县出动监督
员 868 人次，监督巡查医疗卫生单位 197
家次、公共场所 1144 家次、饮用水单位
11 家、消毒企业 2 家，下达卫生监督意见
书 248 份。
新宁县着力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确
保医疗安全。疫情防控期间，县内各医
疗机构进一步健全完善医疗安全保卫制
度，
主动排查化解各类医患矛盾，
依法打
击疫情防控期间的 7 类涉医违法犯罪行
为。该县人民医院充分发挥预约挂号、
预约检查、微信缴费等功能，
引导患者分
时段就诊，
减少人群聚焦，
大幅降低交叉
感染风险，
进一步方便群众就医。

疫情防控第一线

压实防控主体责任
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全市疫情防控工作推进会召开 李万千
等出席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申兴刚）
3 月 25 日，全市疫情防控工作推
进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对全
市防范境外疫情输入工作进行
再动员再部署再推进。市委常
委、市委秘书长李万千，副市长
肖拥军出席。
李万千指出，
当前全国疫情
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
序加快恢复。我市是人口大市，
在境外经商、
务工人员较多，
面对
境外疫情形势，
要提高政治站位，
充分认识防范境外疫情输入工作
的重要性、
紧迫性、
艰巨性及长期
性。要坚持问题导向，
进一步明
确防控工作重点，
快速摸清底数，
高度重视集中隔离措施和医疗救
治。要讲究方式方法，
全面精准

落实防控工作措施。要建立健全
工作机制，
全面管控入邵通道，
规
范设置集中隔离场所，
落实精准
分类管理，
明确费用支付原则，
建
立疫情举报制度。要压实防控属
地责任，
压实机关、
企业及学校等
单位防控主体责任，
落实入境人
员信息报告等责任，
对入境人员
隐瞒或虚填信息造成传播或有传
播危险的，
要依法追究责任并纳
入个人信用体系，
对信息掌握不
及时、不准确，
摸排不到位，
造成
漏管失控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肖拥军对优化调整湖北入
邵人员健康管理和加强防范境
外疫情输入工作有关事项进行
了部署。

奋力推动
文旅广体事业出新出彩
全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工作会议召开
周迎春出席并讲话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李宗让 周东锋） 3 月
25 日上午，
全市文化旅游广电体
育工作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
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迎
春出席并讲话，市领导赵为济、
郭妤出席，
副市长李华和主持。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宣传
部长会议、全省广播电视工作会
议、全省文化和旅游局长会议、
全省体育局长会议、全省文物工
作座谈会以及市委关于经济工
作的会议、全市宣传部长会议精
神，回顾总结了 2019 年工作，对
今年全市文旅广体行业重点工
作任务进行部署。
周迎春指出，
今年是决胜全
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之年，是
“十三五”
规划收官、
“十四五”
规
划开启之年，
也是全市加快推进

文旅广体融合发展的关键之年。
要坚持新发展理念，
推动文化、
旅
游、广电、体育事业改革发展，
提
升基础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发展
壮大文化旅游广电体育产业，
更
好服务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周迎春强调，
要提高政治站
位，突出重点任务，全面提高文
艺创作水平，
全面加快文旅融合
进程，全面推进文旅产业发展，
全面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全
面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全面
提升体育竞技实力，
全面促进广
播电视提质，
着力推动文旅广体
工作取得新作为。
李华和指出，
要坚持党对文
旅广体工作的全面领导，
树牢惠
民思想，提升工作能力，努力为
群众提供优质的文旅产品，
力争
各项工作晋位争优。

省妇联向我市
复工企业送防疫物资
3 月 23 日，
在新宁县金石镇古田村大棚蔬菜基地内，
村民正在采摘新鲜苋菜。该蔬菜基地是村民李修燕夫妇所建，
他
们在该村流转土地 60 亩，
种植西红柿、
黄瓜、
丝瓜、
茄子、
辣椒等大棚蔬菜，
带动村产业发展，
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郑国华 摄影报道

矩，什么事情都敢做，什么证
都敢办，胆大妄为，造成国有
资产重大流失的问题。整治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
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 贯彻不得力，打折扣、搞变通 收受红包礼金、违规插手工
枫 通讯员 刘敬焕） 3 月 统确定的思路是：充分认识到 等问题。整治不学理论、不懂 程、违规借贷放息、收受贿赂
23 日，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召 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的极端重 业务，
自以为内行其实不如外 等中饱私囊的行为。整治不
开党风廉政建设暨作风整治 要性和紧迫性，靶向施策、重 行的问题。整治不作为、乱作 担当、不作为、不落实，推诿
专项行动动员电视电话会议， 拳出击，重点整治对中央、省 为，尤其是执法不严，对违法 扯皮，态度冷漠，甚至“索拿
部署开展全系统干部作风整 委、市委的决策部署，对上级 用地行为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卡要”等破坏经济发展环境
治专项行动。
部门的工作要求部署不及时， 问题。整治徇私枉法、不讲规 的问题。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靶向出击作风问题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净手消毒凝胶等防疫物资。随
通讯员 杨志芳） 3 月 25 日， 后，张媛媛一行来到亚洲富士
省妇联副主席张媛媛来邵调研 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和邵东市莲
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并给部分复 花打火机制造有限公司走访，
工企业送去防疫物资。
了解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并给
当天上午 ，张媛媛一行首 企业送去防疫物资。
先来到新邵县经开区鸿宇发制
当天，省妇联还给获得“湖
品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复 南省三八红旗集体”
称号的新邵
工情况。要求企业在抓好生产 县人民法院立案庭授牌；
给获得
的同时注重抓好防疫工作，鼓 “湖南省三八红旗手”称号的新
励企业克服困难恢复产能，并 邵县中医医院小儿骨伤科主任
给公司捐赠消毒水、口罩、免洗 孙燕颁发荣誉证书。

“邵阳红”
优质农产品品牌入选企业风采——

湖南龙回一都富硒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龙回一都富硒茶业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是一家集茶叶、金银花、中药
材种植、收购、加工、销售以及
电子商务平台运营、生态农业
观光旅游服务为一体的全产
业链企业。公司采取“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拥
有高标准示范茶园和金银花
基地 5200 亩，全部实现了科学

培管和绿色防控。建有标准
化厂房 4000 多平方米，与中国
农业科学院、湖南省茶叶研究
所、长沙湘丰智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联合研制 2 条绿、红茶
自动化生产线，与湖南省茶叶
研究所签订长期技术支撑服
务协议，实现了生产标准化、
设备自动化、工艺先进化、管
理精细化。公司以“师长技，

制好茶”为核心理念，以隆回
人文、地理、历史、民俗为文化
承载，既传承又创新。主要生
产“一都红、司门红”系列红茶
及“一都翠、司门翠”系列绿茶
产品，同时在省茶叶研究所指
导下又开发了白茶、黑茶、黄
茶系列订制化产品。
企 业 联 系 人 ：邹 方 晴
18873934598

3 月 23 日，
市水利局联合湖南水土保持监测站邵阳分站，
组
织志愿者在市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开展主题为
“为了美好生活，
建立美丽河湖”
的
“世界水日”
宣传活动。图为志愿者向群众发
放有关法律法规宣传手册。
邵阳日报记者 谭宇 通讯员 李慧玲 尹华增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