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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讯

本报6月7日讯 今日上
午， 在长沙县湘龙街道土桥
社区一家运输公司停车场的
简易工棚房内，原本住在这里
的运输司机及家属们正忙着
清理行李，有序撤离。这里是
湘龙街道“拆违复绿”的首站，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该街道
将对25处、 约6000平方米的
违章建筑进行集中整治。

“这里是2011年我们公
司租下来建的， 当时不属于
违建。主要用于公司办公，司
机住宿和车辆停放。” 现场，
该运输公司一曾姓负责人表

示，“‘拆违复绿’ 是好事，我
们肯定积极配合。”

“这一带以前是用实体
围墙把它围起来的， 我们前
期已把围墙拆除， 目前部分
绿化面也已贴了草皮。 现在
进行的是第三个阶段， 针对
一些违章建筑进行为期一个
月的集中整治， 还老百姓一
个绿化的空间。”湘龙街道人
大工委副主任童浜介绍，这
次的集中整治涉及万家丽北
路、特立路、锦绣路、开元路
等范围。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陈安其

本报6月7日讯 日前，长
沙市芙蓉区马坡岭街道食安
办、 食药监所工作人员日常
巡查中， 在辖区西龙村合胜
组发现一处疑似猪头肉加工
黑作坊。

“该处作坊非常隐蔽，门
外除了几个大水桶， 并无任
何血渍等其他加工痕迹。”马
坡岭街道食安办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要不是执法人员有
多年的从业经验， 一般人很
难发现。最终，查明这是一家
新搬来从事猪蹄加工的黑作
坊。

调查发现， 该作坊未办
理相关证照， 也无法提供从

业人员健康证明及原材料供
货商的资质、 票据等相关证
明材料， 执法人员现场拍照
取证后， 对该作坊的原材料
进行收缴， 现场收缴冷冻猪
脚1000余斤， 交由红星市场
专门进行无害化处理。 经询
问得知， 该处黑作坊所生产
加工的猪脚主要销往附近的
路边摊和夜宵店。

据了解， 马坡岭街道自
五月份开展黑作坊专项行动
以来，已取缔10余家黑作坊，
收缴了5000余斤猪制品，包
括非法加工的猪头肉、猪蹄、
腊制品等。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张欢

本报6月7日讯 今天下
午， 长沙召开全市道路交通
综合整治动员部署会议，今
年， 长沙将实施最严交通整
治， 加大交通违法现场执法
力度。

今年已查处
交通违法231万起

记者从会上获悉，2016
年， 长沙共查出各类交通违
法424万起， 比2015年上升
了51%。 今年以来， 截至目
前，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231
万起，同比上升27.6%，行政
拘留1983人， 刑事拘留571
人。 其中依法拘留毒驾人员
41人，相当于过去五年总和；
拘留醉驾人员418人，相当于
2016年全年的2.3倍。

在综合整治各类交通乱
源方面，2016年，长沙查处非
法营运车辆3018台次， 查处
违章渣土车2.1万辆。 此外，
2016年还实行城区205所中
小学错时上下学。

长沙将实施
最严交通整治

今年将把机动车乱停

车、机动车乱变道、非机动车
乱骑行等八大类交通违法
行为作为交通整治的重点，
特别是今年6到8月，要实施
史上最严交通整治，树立全
民守法的观念。对各类交通
违法实施全覆盖、 零容忍，
现场查处、现场纠正、现场
处置、现场教育。同时，将重
点打击非法“买分卖分”，落
实“谁违法，谁受罚”。

此外， 各执法部门将积
极与市发改委对接，将数据
信息统一纳入全市信息共
享平台，综合运用好信用杠
杆，通过一处失信、处处受
制的联合惩戒措施，让交通
参与者不敢违法、 主动守
法。同时交通违法也将直接
与保费浮动挂钩， 违法越
多，保费越高，而交通守法
状况好的车主则可以得到
更多的费率优惠。

交通违法“随手拍”活动
也将继续进行，推动公交车、
警车、 公务车安装行车记录
仪， 发动群众抓拍车辆乱变
道、违停、闯红灯等交通违法
行为， 对其提供的有效交通
违法视频线索， 落实举报有
奖制度。

■记者 虢灿 本报6月7日讯 日前,由湖南省生
物医学信息专业委员会主办、 湘江粉
红丝带俱乐部协办的“悦享健康，为她
而行”乳腺健康公众宣教公益活动举行，
省内知名乳腺癌专家们向广大市民普
及乳腺癌防治知识，倡导女性关注自身
健康，定期接受乳腺癌专项筛查。

渐成女性健康第一“杀手”

据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预
计到2021年，中国乳腺癌患者将达到
250万名。 乳腺癌正逐渐成为我国女
性健康的第一杀手。

湖南省卫计委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6年我省“两癌”免费检查项目中，
共有103.44万人次完成乳腺癌检查，
筛查出乳腺癌患者295人。 同时这次
检查中发现， 乳腺癌在城市妇女中检
出率较农村妇女而言更高。

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主任欧阳取
长指出，虽然现状非常严峻，但乳腺癌
患者也不必过分担心，如果早期发现，
有90%以上的患者可以治愈。

“乳腺癌的治疗中，分型治疗是治
愈的关键之一。”专家表示，乳腺癌分
为LuminalA、 LuminalB、 HER2阳
性和三阴性4种类型，其中HER2阳性
乳腺癌是所有乳腺癌分型中复发率和
死亡率最高的一种， 约有20%-30%
的乳腺癌患者为HER2阳性。 目前治
疗HER2阳性乳腺癌的靶向药物在我
省已经纳入医保。通过靶向治疗，早期
HER2阳性乳腺癌的10年生存率高达
80%， 晚期HER2阳性乳腺癌的生存
期也显著延长， 一半以上的患者生存
期接近5年。

25岁以后要定期检查

“25岁以后应该定期进行乳腺检
查，40岁以后每年都应该接受乳腺钼
靶检查。” 省人民医院乳甲外科主任、
湖南省抗癌协会常务理事范培芝教授

建议， 预防乳腺癌的最好方法
是保持均衡的饮食和健康的生
活方式，做到早检查、早发现和
早治疗，定期自检和接受钼靶检
查必不可少。

省生物医学信息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胡红教授强调：
“乳腺癌患者的康复离不开患
者家庭、 康复组织及社会各界
的支持。”

多位专家也希望通过政府
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协力， 不断
提升公众及患者对乳腺癌的科
学认知， 探索多方共付模式减
轻患者医疗负担， 提升药物可
及性，让更多患者因此而受益。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赖雷蕾

实习生 平孟 郑琪琪

长沙召开全市道路交通综合整治动员部署会议

司机注意！“史上最严交通整治”来了！

街道“拆违复绿”，打造“绿化空间”

马坡岭街道取缔一处猪蹄黑作坊

我省乳腺癌患者城市多于农村
抗HER2靶向治疗药物已纳入我省医保

预防乳腺癌五步走
目前， 很多女性谈及乳腺

癌的时候都是面色一变， 那么
有哪些预防方法可供我们参考
的呢?

1.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调
整好生活节奏，保持心情舒畅。

2.坚持体育锻炼，积极参加
社交活动，保持心态平和。

3.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少
食腌、熏、炸、烤食品，增加食用
新鲜蔬菜、水果、维生素等。

4.积极治疗乳腺疾病。
5.不长期过量饮酒。

6月6日清晨6时50分， 长沙市公安交警支队岳麓大队执勤民警在金星路枫林路口查
获非法营运的“黑校车”，对违法车辆进行暂扣，并对未取得资格的驾驶员处以2万元罚
款。当天，长沙市公安交警支队启动整治校车统一行动，全面清理无牌、无证、无资质的“黑
校车”。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肖强 摄影报道

严查
“黑校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