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19日讯 近日，
2岁男童小磊（化名）连续咳
嗽了几个星期， 经检查竟然
患上了支气管结核。 医生在
询问家族史时了解到， 小孩

的外祖父曾有过结核病史。
专家提醒，儿童感染的

结核菌大多来源于患上了
具有传染性肺结核（涂阳肺
结核）的家庭成员，家中有

涂阳肺结核患者，特别是哺
乳期的母亲患开放性肺结
核的，要特别留心小孩被传
染。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杨艳

家中有肺结核患者，警惕孩子被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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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9日讯 今天下午，省
卫生计生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医
疗机构安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
要求全省各地卫生计生部门和医疗
机构加强安全防范工作，防范暴力伤
医事件， 保障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维
护正常医疗秩序。

提高医务人员安全防范意识
5月18日，邵阳市邵东县人民医

院发生一起恶性暴力伤医致医生死
亡事件。案发后，国家卫生计生委与
公安部联合成立工作组赴湖南进行
督办。省卫生计生委领导和相关处室
负责人当晚连夜赶赴现场，指导事件
处置，协同当地政府和公安部门迅速
查明犯罪嫌疑人作案动机和经过，依
法从快从严惩处。

省卫生计生委要求， 医疗机构要
把保障医务人员安全和维护医疗秩序
作为当前重要工作， 提高医务人员安
全防范意识，发生暴力伤医案件时，要
第一时间报警， 医院保卫力量第一时
间赶赴现场制止，控制违法犯罪人员，
积极协助公安机关依法快速处置。

加强医疗机构“四室”建设

除了医院自身保卫力量，湖南还
将加强医疗机构警务室、 调解室、投
诉室、监控室“四室”建设。全省所有
医疗场所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和报警
装置，确保监控无死角。同时，加大门
诊、急诊、重症监护室、五官科、儿科
等重点部位巡查密度， 对重点区域、
重要部位、夜间值班科室等关键部门
要安排专人值守。《通知》要求，二级
及以上医疗机构要积极配合当地公
安部门设立警务室，确保不少于一名
常驻警力。

今后，全省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将加强和当地公安机关联系，建立
警医联动工作机制，协调解决医疗纠
纷处置工作存在的问题，梳理排查可
能影响安全稳定的事件苗头，落实预
警防范措施。

《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将做
好涉医矛盾纠纷的排查， 并主动联
系辖区派出所， 建立警医联动快速
反应机制，实施联防联控，严防恶性
事件发生。 ■记者 刘璋景

我省将加强医疗机构安全保障 建立警医联动快速反应机制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要设警务室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受湖南鸿欣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鸿欣达公司”）的委托，发布鸿欣达公司增资扩股引进投
资者公告。

一、鸿欣达公司基本情况：
鸿欣达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公司住所为湖南省

永州市双牌县泷泊镇双北路 6 号，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 万
元，其中：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600
万元，持有 40%的股权；湖南鸿胜物流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600
万元， 持有 40%的股权； 长沙博尼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出资 300
万元，持有 20%的股权。 公司经营范围：普通货物运输，货运代
理，危险货物运输（1 类 1 项，1 类 2 项，1 类 3 项，1 类 4 项，1 类
5 项，1 类 6 项，2 类 1 项，2 类 2 项，2 类 3 项，3 类，4 类 1 项，4
类 2 项，4 类 3 项，5 类 1 项，5 类 2 项，6 类 1 项，8 类，9 类）（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03 月 31 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属许可项目
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出

具的沃克森评报字【2015】第 0439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2015
年 5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取收益法评估，鸿欣达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2542.39万元。目前，鸿欣达公
司拟引进 1 名投资者，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351.85 万元，增资
扩股事项已经全体股东审议通过， 并报湖南省国资委批准，评
估报告结果已经湖南省国资委备案。

二、鸿欣达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351.85 万元认购底价（即
挂牌价）：人民币 656.80万元。

三、联系方式：邝先生0731-84178608、周女士 0731-84117687
四、公告期限：自 2016 年 5 月 20 日起至 2016 年 6 月 17 日

17:30整止，共计 20个工作日。
五、增资扩股方案、其它需披露事项、意向投资者条件、意

向投资者履约要求等详细信息请登录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网站：www.hnaee.com�。

湖南鸿欣达物流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引进投资者公告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6年 5月 20日

5月19日，嘉禾县开展“医教结合，科学育儿”活动，为城区3000多名幼
儿园小朋友进行免费体检，建立健康档案，构建幼儿园、医院、家长三方共管
机制，架起儿童“健康桥”。 黄春涛 胡忠平 摄影报道

嘉禾建幼儿
健康档案

在过去不久的2016年湖
南省职业教育宣传活动周仪
式现场， 一场冒雨进行的无
人机飞行表演引得许多人观
赏拍照。 一架架无人机飞向
空中，迎着大雨上演了横滚、
大筋斗、8字航线、正飞、倒飞
等特技动作，令人目不暇接。
带来这场精彩表演的是湖南
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学
生， 这所办学50余年的学院
不久前才由“湖南科技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更名，新
的校名也蕴涵着其肩负的军
工使命。

打造军工特色专业体系

无人机操控和维护人才
的培养是这所“新”学院的一
大亮点。 该院院长杨可以教
授介绍， 目前全国从事无人

机相关产业的有 1000余
家， 但操控和维护人才缺
口非常大。 该院与国防科
大临空所合作， 共同培养
军民应用领域使用无人机
的专业应用人才。

“职业院校也有高大上
的专业和成果！”杨可以说，
学院是中国兵工行业唯一
一所专门培养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的综合性职业院
校，也是全国第一所为陆军
定向培养直招士官的高职
学院。为了培养中国兵器行
业企业的高端技能人才，学
院对接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的光电信息、 武器制造、特
种化工和军用车辆四大业
务板块，组建了以武器装备
制造专业群为示范引领、以
武器装备维修专业群为主
体、军用车辆专业群为补充

的专业体系。

“三个融入”提升教师能力

“如果老师没有真功夫，学
生又怎么能出师？” 在杨可以看
来， 职业院校最不可或缺的是
“上得课堂， 下得车间” 的好老
师。于是，该院提出了“三个融
入”制度，提升教师职业能力，即
专业教师要融入企业开展顶岗
锻炼、 融入企业开展产品生产、
融入企业开展技术服务。

近三年，通过实施“三个融
入”， 学校与30多家单位开展
了订单人才培养； 学生获得中
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比例提高
到90%以上， 获得高级职业资
格证书的比例达35%； 学生初
次对口就业率从74％提高到
了90％。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王鸿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打造军工特色专业，培养无人机领域人才

2016湖南职业教育宣传活动周系列报道

集装箱

本报5月19日讯 蜂疗法、 小儿
推拿、针灸、苗医药……昨晚，湖南省
传统医药非遗进校园活动在湖南中
医药大学启动，10余位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技艺大师走进校园，向大学
生展示手艺绝活。

此次活动由湖南中医药大学图
书馆与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携手举办。湖南中医药大学副校
长何清湖表示，此次传统医药非遗进
校园活动旨在抢救挖掘民间传统医

药，更好地传承、弘扬地方传统医药，
进而培养年轻人对湖湘传统医药文化
的兴趣。

湖南中医药大学是我省唯一一
所培养中医、中药和医药学相关类人
才的院校，该校图书馆馆长杨军辉表
示，诸多非遗项目因缺乏挖掘和系统
整理而衰落，“我们计划把传统医药
非遗纳入选修课，把珍贵的非遗文化
保存下来。”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张觅 魏一苇

传统医药非遗进校园活动启动

本报5月19日讯 《中小学校教
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 颁布后，为
检查我省各中小学对教室采光和照
明要求的落实情况，省质监局今天对
长沙市长郡中学教室采光和照明进
行了现场检测，检验结果显示为符合
国家标准要求。

自2011年1月国家强制标准《中
小学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颁
布， 国家对教室课桌面上的平均照
度、照度均匀性等指数均提出了强制
性要求。近年来，长沙市针对中小学
生视力健康问题，按照国家标准启动
了中小学校教室光环境改善工程。目

前，长郡、周南、育英等中小学校已完
成教室光环境改造。

“教室是青少年大量连续用眼的
地方，过暗和过亮的照明、光照产生
的眩光都容易产生视觉疲劳，是造成
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的主要原因之
一。”省质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全省各级质监部门将和当地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紧密配合，在全省范围
内逐步开展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
明检测工作，为我省中小学校教室光
环境改善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可靠
计量技术保障。

■记者 朱蓉 通讯员 王诚

我省将逐步开展中小学教室采光照明检测

本报5月19日讯 肚子痛、拉肚
子， 这样的症状你能想到是什么病？
肠胃炎？不，它可能是比癌症还恐怖
的炎症性肠病。今天是世界炎症性肠
病日，针对近年来儿童炎症性肠病的
逐渐高发现状，省儿童医院举行炎症
性肠病家庭见面会，专家现场指导治
疗及家庭护理。

省儿童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游洁玉
介绍，炎症性肠病（简称IBD）是一组原
因不明的慢性肠道炎性疾病，最常见的
症状是腹痛、腹泻，并带有体重下降，严

重时会导致肠穿孔、肠狭窄以及肠梗阻
等。游主任表示，炎症性肠病比癌症还
可怕，因为并发症多，且需要终身治疗。
“以前10万个孩子里面发病才0.6个，
现在的数据已经增长11倍。”

为什么炎症性肠病在儿童中越
来越高发？游洁玉分析，除了身体免
疫因素，主要与环境因素、饮食习惯
等有关，营养均衡很重要。家长要尽
量别让孩子吃垃圾食品，导致10岁患
者小雪患该病的罪魁祸首就是辣条。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姚家琦

儿童炎症性肠病患者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