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10 月 31 日 讯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中
南大学第六届大学生临
床竞技赛昨天在株洲闭
幕，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附属株洲医院（株洲市中
心医院）获团体赛决赛一
等奖。

该项竞赛是省内医疗

行业规模较大、 层次较
高、影响较广的一项大学
生临床技能竞赛。 本届比
赛首次由长沙以外的湘雅
附属医院承办，共91名“湘
雅系”医院的学生参赛，分
内科、外科、妇产科、急救
等6大组，选手以仿真模拟
人和医学模拟器具及标

准化病人为对象进行操
作，主要考察选手对专业
理论知识和基本临床技
能等方面的熟练程度以
及选手在医德医风、医患
沟通等方面的综合素质
和能力。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宋玺

有这样一群职业人，
每天当人们还酣睡时，他
们已在大街小巷上开始
工作；在寒冷冬日，当人
们早早回家享受温暖时，
他 们 还 在 寒 风 中 坚 守
……他们就是被称为“城
市美容师” 的环卫工人。
长沙开福区湘雅路环卫
所一线工人杨珍荣就是
其中的一员。

去年， 从事了十多年
环卫事业的老党员杨珍荣
因工作突出被评为“开福
区优秀共产党员”，并获得
了2000元奖金。 得到这笔
奖金后杨珍荣并没有立即
回家，而是来到了环卫所，
他决定将这笔钱捐出去，
成立一个“城市美容师奖
励基金”，用于帮助和奖励
其他环卫工。

感恩获“大奖”
成立“基金”激励他人

10月27日， 当记者见
到杨珍荣时， 他正提着清
扫工具， 准备去华夏路上
巡查卫生。

杨珍荣是张家界人，
1984年从部队退伍回家务
农，后辗转来到省会长沙，
2001年正式开始从事环卫
清扫保洁工作。 在之后的
工作中，杨珍荣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 去年因工作突
出， 担任了新河片区的督
察员。同年7月，杨珍荣被评
为“开福区优秀共产党员”，
并将获得的2000元奖金全
款捐出成立了“城市美容师
奖励基金”。

当问及为何想到捐款
时， 杨珍荣腼腆地告诉记
者，“这是我在部队入党30
多年来， 第一次获得这样
的大荣誉， 也是平生以来
的大奖， 要感谢大家和组
织的厚爱。 捐款只是一件
小事，比起我来，还有更多
的人需要帮助， 出来做工
的都不容易。”

爱心行动引效仿
一年帮助十余人

“老杨为人老实，勤勤
恳恳的，就是不善言语。”湘
雅路环卫所书记黎勇说，杨
珍荣家里条件并不好，妻子
也是一线环卫工人，两口子
一直以来都是租便宜的棚
户房子住，还把女儿培养成
了大学生。“十几年来，我是
看着他们的工资一点一点
从300多元涨到600多，然
后再慢慢涨到现在的2000
多块。他这一下子就等于捐
掉一个月的工资。”

黎勇告诉记者，在杨珍
荣的榜样作用下， 基金成
立后所里的党员和普通员
工都争相加入到爱心行
列， 如今基金累计已达到
1.1万元。“基金成立后不仅
帮扶了10名环卫工， 还奖
励了5名优秀工人。 今年5
月， 环卫工罗国仔被诊断
患有脑瘤， 我们这个基金
为他捐了6000元。 目前奖
励基金还剩余2800多元。”
黎勇说。 ■实习生周莉

记者 丁鹏志

2016.11.1��星期二 编辑 匡萍 图编 杨诚 美编 胡万元 校对 黄蓉A07 市州新闻

本报10月31日讯 今天，娄底市
首个双创示范基地“青芒果青年双创
基地”正式成立。该双创基地是由娄
底市政府和经开区指导、支持，众一
投资和牵头打造的集投融资、 创业
培训、上市孵化为一体的平台体系。

众一控股副总裁、 众一地产总
经理肖松和先生表示，将投入5000
万打造以青芒果亲子品牌众创基
地、青芒果众创空间、青芒果青春企
业总部、 青芒果艺术中心为核心的
综合基地；建立1000万的创业扶持
基金，引入10亿级的风投基金，大力
扶持本土创业创新、民企发展；引入
300家以上企业， 将提供4000个以
上的就业岗位，推动娄底经济发展。

基地目前已引进全国领先的儿
童电视品牌金鹰卡通麦咭乐园、通
程全球购等大牌商家， 初步形成青
芒果亲子品牌众创基地；同时，与中
国最大的农村电商平台村村乐、湖
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三湘华声等达
成合作，打造多类型众创空间；与湖
南卫视团队等达成合作， 打造青芒
果艺术中心。

创业基地透露，目前，由岭创投
资俱乐部主办，IDG、联想之星等十多
家全球知名投资机构协办的创业之星
大赛即将在此开辟赛场， 优质项目将
直接获得风投。 ■记者 张文杰

本报10月31日讯 借钱给电力
公司建变电站，后者因工厂用电量锐
减无法按约偿还， 一拖就是几年，今
天，湖南信托有限公司终于拿到了省
内某电力公司的欠款1931万余元。当
天，由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承办的
“失信黑榜发布暨执行兑现活动”在
长沙黄兴南路步行街黄兴广场举行，
不仅通过大屏幕公布了52名“老赖”
名单，还现场兑付了3079万余元的执
行款。

“刘长桂，执行标的409.8万；曹鹏
程，执行标的263.9万……”今天下午，
黄兴广场人头攒动，周边的数块电子
显示大屏在播放一段时间的广告后，
就会开始插播欠钱不还的“老赖”名
单，屏幕上方是以大标题显示的“天
心区人民法院发布失信被执行人黑
榜”，屏幕中间显示被执行人姓名，以及
执行案号、身份证号码、执行标的数额。

此次共有52名“老赖”上榜，执行
标的款从数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其
中“郑华东”的执行标的款数额最大，
达到661.5万元。通过查询其身份证显
示，郑华东为福建省周宁县人。天心
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彭伟表示，此
举是为了促使被执行人尽快履行法
院生效判决。

活动现场， 天心区人民法院还
向38名申请执行人兑付了3079万
余元执行款，兑付款涉及劳动争议、
伤害赔偿、村集体分配、买卖合同、民
间借贷等多个类型。 执行法官采取支
票与现金两种给付方式，为确保资金
安全，法院还派出法警护送现场领款
的申请执行人到银行， 将执行款存
入各自银行账户。

“法院从来不是诚信建设的旁观
者，而是诚信建设的主力军。”天心区
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谭剑辉表
示，近期，天心区法院将持续开展虚
假诉讼防治和反规避执行专项行动，
加大失信违法成本，严格依法制裁失
信违法行为。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刘希平 文天骄

步行街上“晒老赖” 现场兑付三千万
长沙天心区法院多举措惩戒失信，三千余人被纳入失信名单

惩戒失信， 天心区人民法院打出
了“组合拳”。

据了解，该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多
措并举打击虚假诉讼，已卓有成效。工作
人员向记者介绍， 案件在天心区法院立
案时，当事人须向法院签署《诚信诉讼承
诺书》；证人出庭作证时，证人须当庭签
署《证人保证书》。这些举措严厉打击了
虚假诉讼，有效提升了司法公信力。

同时，在执行方面，天心区法院已
将到期不报告财产与履行裁判义务的
3031名被执行人纳入失信人名单。法
院将限制这些“老赖”们的高消费及非
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 如出
行禁止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
以上舱位， 禁止在星级以上宾馆、酒
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
消费。 ■记者 杨昱

“组合拳”惩戒失信
链接

邵阳不动产统一登记
制度改革顺畅推进

“他们的服务非常好， 从提交
材料到领证只要两天，很顺利！”10
月28日，邵阳市不动产统一登记中
心为当地市民罗茂智颁发了第
10000本不动产权证书。自5月19日
至10月28日，已累计办结不动产登
记20662件， 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10512本， 不动产登记证明10150
份， 不动产统一登记改革顺畅推
进。近年来，该市扎实推进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改革， 结合自身实
际，采取“0123”工作法，创新工作
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标志着
邵阳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进入
了一个崭新阶段。

为建立权界清晰、 分工合理、
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方便快捷的
不动产统―登记体系， 该市按照
“人随事走，编随人走”原则，将市国
土资源局土地登记职能、市房产产
权监理处的全部职能、市畜牧水产
局草原登记职能、市林业局林地登
记职能全部进行整合，在全省各市
州中率先组建了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所涉人员全部合并到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办公。实现了交易、纳税、
登记―站式服务、 一次性申请、一
次性颁证、一个窗口发证。

该市不动产登记自申请之日
起，三个工作日就可以办结，极大
地缩短不动产登记办事时限，提高
了登记效率，方便了办事群众。
■实习记者 尹建国 记者 陈志强

通讯员 杨立新 余光建

环卫工捐献奖金设“城市美容师奖励基金”
从事环卫工作十余载“基金”已帮助十余人

娄底首个双创示范基地成立

引入10亿级
风投基金支持创业

“湘雅系”全省竞技株洲市中心医院团体决赛夺魁

10月31日下午，长沙市黄兴南路步行街黄兴广场，行人驻足观看电子屏上滚动的“老赖”名
单。（大图）当天，湖南信托有限公司拿回了某电力公司的执行款1931万余元。（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