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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GHE

津市公安局
遣返4名非法入境越南女子

本报讯（通讯员 覃正文 冯蓓）4月13日，津市公安局依法
将4名越南籍非法入境女子送至广西东兴边防口岸，遣送出境。

今年2月22日，津市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巡
查发现4名女子可疑，无有效身份证件，疑为外籍人员。经进一
步查明，4名女子均为越南人，最大的28岁，最小的20岁，系非法
进入我国境内。4名越南籍女子因无法向警方提供合法有效的
入境资料，被津市公安局依法拘留审查。为尽快查清4名女子
的真实身份，津市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大队将相关情况层
层上报，上级管理机关向越南警方发送了协查函。4月12日，该
局收到省公安厅关于协助将4名越南人遣送出境的函后，立即
确定8名警力组成的遣送小组，押送4名越南籍非法入境女子前
往东兴边防口岸。经过16小时的舟车劳顿，于4月13日下午5
时顺利将4名越南女子送到目的地，圆满完成了遣送任务。

鼎城区成立创业协会
本报讯（记者 帅泽鹏 通讯员 熊文捷 李向

远 杨双清）日前，鼎城区召开创业协会成立大会，
80多家创业协会会员代表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会长、
副会长、秘书长和常务理事。

近些年来，为了顺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大潮，鼎城区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积极为创业者搭
建创业指导和市场服务平台，激发出越来越多创业
者的热情，仅近两年全区就有6000 多名农民工返
乡创业，创办了各类经济实体5800多个，形成了商
业贸易、机械加工、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电子商务
等5大主流创业态势。区里还迅速建起了面积近
3000 平方米、可入驻 50 家企业的创业孵化基地。
创业者在这里享受免费入驻、创业培训、专家指导、
政策咨询、创业交流、产品展示、“绿色通道”等众多
创业服务。先后有小蜜蜂农场、天富生态农业、家
宝科技、纲文画框等32个返乡农民工创业项目在
这里入驻起步，做大做强，走向更大的市场，成为了
区内经济建设的新亮点。

据了解，此次成立的创业协会，接受主管部门
区人社局、区就业处的业务指导及登记管理部门区
民政局的监督管理，其目的就是为创业者提供培训
服务、资源共享、共图发展的平台，工作内容主要包
括宣传市场经济和创新创业方针政策，运用政府和
民间的各种政策、渠道，为创业者在项目、资金、技
术、人才、管理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大力倡导自
主创业、奉献社会的良好风尚，开展以创业为主题
的各种形式的联谊、展示、推介、赛事活动。区创业
协会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将充分发挥全体会员的智
慧和创造力，帮助创业者实现信息、资源与利益共
享，推广和宣传协会品牌，创造最佳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为全区的创新创业做出积极贡献。

本报讯（记者 李张念 通讯员 黎
英 管传慧）4 月 21 日，常德市 2017 年
度“两癌”检查项目启动仪式暨技术培
训班在市妇儿中心召开。

培训期间，来自市妇幼保健院、市
一中医医院的 4 名专家，讲授了宫颈
疾病的规范化诊治，阴道镜检查的基

本知识，乳腺疾病的病史、临床表现、
体格检查以及特殊检查等课程。各
区县（市）妇联负责人、卫生计生负责
人、妇幼保健工作者等70余人参加了
此次培训。据悉，农村适龄妇女（35-
64岁）“两癌”免费检查工作从2016年
起列入省、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

2016年，我市为121288名农村适龄妇
女进行了“两癌”免费检查，并积极争
取上级专项救助资金 555.6 万元。今
年，我市计划为 97410 名农村妇女免
费提供“两癌”检查。符合条件的妇
女可携带有效证件到当地妇联、卫计
部门报名，参与“两癌”免费检查，做到

早诊早治。
会议指出，要提高认识，增强做好

“两癌”检查项目的责任感；要主动作
为，进一步加大“两癌”检查工作的宣
传力度、规范检测手段、严格资金管
理、创新工作亮点；要通力合作，确保

“两癌”检查项目取得实效。

我市启动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项目
市人社局推行

“再就业”培训必上“消防课”
本报讯（通讯员 陈自德）4月17日，常德职业技术学院举办

再就业人员“准育婴师”培训，60多名学员接受了一堂“特殊”的
职业培训课——消防安全知识培训，这是常德人社部门对这类
培训首次加入消防内容。

课上，消防宣讲员通过真实的案例解析，生动地剖析了火灾
的发生原因，重点围绕如何正确扑救家庭初期火灾、如何火场逃
生、如何使用灭火器以及家庭常见火灾隐患的预防等方面展开。

目前，每年发生的火灾有相当大部分是因工作人员违反安
全管理规定、违章操作等人为因素引起，缺乏逃生自救技能而造
成人员死亡的比例很高。为此，市人社局自今年起将消防安全
知识培训正式纳入再就业人员培训内容，增强全民消防安全意
识，提高基层工作人员安全素质和从业技能。

据悉，参加此次培训的“准育婴师”是今年再就业人员培训
第四期学员。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今后将把消防技能作
为培训课的前置条件，参与培训的人员必须进行消防教育，增加
再就业技能培训证书“含金量”。

我市园区攻坚会战已经全面打响，各区县（市）把园区工业建设
放在了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今年桃源园区攻坚大会战的目标力图
突破工业产值200亿元。图为桃源县工业园区一制鞋企业正紧锣密
鼓进行生产。 本报记者 武大为 摄

近日，津市港窑坡渡港区嘉山作业区一期工程抢抓晴好天
气，抓紧施工，已完成了水工上部结构一、二、三层的桩帽、系梁、
走道板、立柱的施工，完成项目工程总量38%，累计完成投资额
5100万元，确保了汛期水工建筑结构不受影响。图为项目施工
现场。 本报通讯员 黄俊 摄

在津市汪家桥派出所有一名被称
为“小老虎”的民警，他叫贺虎，现任该
派出所的教导员。之所以被称为“小
老虎”，不仅因为名字中带有一个“虎”
字，还因在同事看来，在办理案件的过
程中贺虎眼光敏锐、犀利，面对危险冲
锋在前，有“拼命三郎”的精神。

4 月 20 日，记者在汪家桥派出所
见到了贺虎，但与记者想象的不同，贺
虎的个头并不“小”，虎背熊腰的外貌
可以用威武来形容，脸上的络腮胡，与
他31岁的年龄也不十分相称。但他自
己却笑说，这样的外貌有震慑感，在破
案中带来不少便利。当记者问他，为
什么大伙会称他为“小老虎”时，他向
记者讲述了属于他的从警故事。

万事开头难，2009年9月，贺虎从
湖南文理学院毕业进入公安民警岗

位，象牙塔外的世界和警务工作的陌
生让他倍感压力。但体育专业出生的
他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劲从掌握办案
流程开始，不论是否当班，都有案必
跟、有警必处。在这段打底子的阶段
里，贺虎把自己关在派出所里，学习网
上办案流程要掌握、学习审查技巧要
通透、学习材料问询的元素组成、学习
受案立案的标准操作、学习治安纠纷
的化解之道……功夫不负有心人，很
快贺虎用努力得到了第一份回报。

2012 年夏天，在一次与辖区人员
闲聊过程中，贺虎得知有人正在制作
出售黑心牛油。得到线索后，他决定
独自去侦察一番。在津市洋湖口大堤
的堤角处，贺虎发现一个大门紧锁的
院落，从大堤上望去，院落内的一个仓
库敞开着大门，仓库地面上堆放着大

量的牛油，大堆的苍蝇聚在牛油堆
上。“目测有十多吨牛油，而且还能不
时闻到一股恶臭味。”在用手机拍下相
关事实证据后，贺虎立即向上级汇报
了情况。经过上级统一部署，该黑心
牛油作坊被依法取缔，之后，贺虎和同
事还辗转前往荆州、沙市、益阳、桃源、
永顺等地一举端掉这个生产销售黑心
牛油的犯罪团伙。当年，该案件被评
为全省十大精品案件。

多年的从警生涯，贺虎免不了同
持刀、持械歹徒面对面的交锋。2013
年8月13日，在经过多天走访排查后，
贺虎得到一条有价值的线索：津市市
三眼桥菜市场内有两人正在吸食毒
品。得到线索后，贺虎和同事迅速赶
往现场进行抓捕，但当贺虎他们冲入
菜市场的一个小屋后，房内的两名男

子瞬间拿起一把菜刀试图顽抗，由于
吸毒的影响，嘴里还不停地叫嚣着，威
胁民警要“杀无赦”。正当双方陷入僵
持之时，贺虎一面稳定嫌疑人情绪，一
面用眼神向同事示意准备进行抓捕。

在贺虎的安抚下，两名嫌疑人的
情绪渐渐稳定下来，手里的菜刀也慢
慢放了下来，就在此时，贺虎一声大叫
扑过去，迅速将其中一名男子按倒在
地，此时另一名男子也被同事迅速制
服。“我们民警在处理突发情况时，就
是要胆大心细，还要有果敢的勇气，抓
住机会绝不放过。”贺虎说，既然选择
了民警这个职业，危险是在所难免的，
但这些危险却从不敢对家人提起，害
怕他们担心。

说起家人，贺虎表示这些年在派
出所办案子很少有晚上 11 点前回家
的。之前妻子一直埋怨贺虎很少照顾
家人，甚至说过“他百分之七十的时间
是属于派出所的，百分之三十的时间
才是属于这个家的。”面对家庭，贺虎
是内疚的，但他说，我是一名民警，案
在前，家在后，这是最基本的道理，既
然选择了，就要义无反顾的去追求民
警这份工作的价值。

派出所里的“小老虎”
——记全市十佳民警候选人贺虎

□本报记者 焦阳 通讯员 吴林芳

开栏语：近日，常德市公安局党委决定，从2017年4月至12月组织开展常德市首届“十佳人民警察”评选活动，
以此激励全市广大公安民警自觉践行“忠诚、为民、实干、担当、廉洁”的核心价值观。自本日起，本报将开设“警营风
采”专栏，将对全市首届“十佳人民警察”部分候选人进行报道，为读者带来我市基层民警的风采。

一、项目概况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于 1991 年，总部位于广东省珠海市南屏
科技工业园，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在深圳创
业板成功上市。2015年10月27日，公司收
购了原湖南雪丽造纸有限公司破产资产，并
对原湖南雪丽造纸有限公司破产资产的运
营管理。

热电联产集中供热的热源厂生产设备
建在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
德分公司即原湖南雪丽造纸有限公司热电
厂内，供热网管建在津市市工业集中范围
内。公司备有完善安全可靠的发供电上网
电气设施，3套机组均取得热电联产机组认
定，及上网发电许可证。

项目供热范围为津市市工业集中区。
本次启动的热电联产工程不含原造纸厂工
程，利用原有的 110 吨/时循环流化床锅炉
和 1.2 万 KW/h 的 发 电 机 组 ，原 有 2 台
3000KW/h 的发电机组备用，原有 3 台 35
吨/时煤粉炉和2台6吨/时锅炉予以淘汰，
不再增加新的锅炉和发电机组。只需新建：

①新建4.5公里热网管线、②配套锅炉烟气
脱硝设施、③新建2000T/H冷却塔、④新建
一台90T/H流化床锅炉及辅助设备备用。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
概述

本项目排放的废气、废水、噪声、固废等
可能会对周围的大气环境、水环境、声环境、
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1、本项目主要排放的废气为锅炉燃烧
废气、储煤场扬尘。

2、本工程排放的废水主要为清净下水
和生活废水。

3、本工程噪声主要来自高噪声设备的
运行噪声。

4、本项目排放的固体废物主要为除尘
灰、炉渣、石膏、脱硝废催化剂和生活垃圾。

三、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
和措施的要点

废气：拟建项目建设单位在设计时从严
要求，烟气中 SO2、NOX、烟尘排放浓度执
行《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
工作方案》的通知（环发[2015]164 号）中的

超低排放限值要求，汞及其化合物、烟气黑
度 执 行《火 电 厂 大 气 污 染 排 放 标 准》
（GB13223-2011）燃煤锅炉标准限值。项目
废气经脱硫、脱硝、除尘设施处理后，由100
米烟囱高空排放；储煤场三面围 15 米防风
抑尘网，并设有喷洒装置，喷水抑尘。本项
目的废气经处理后排放，对周围环境空气质
量影响小。

废水：拟建项目运行中产生的生产废水
分质处理，除循环水排水的一部分作为清净
下水排入园区雨水管网外，其余生产废水经
处理后全部回用；生活污水经厂区化粪池预
处理后排入集中区市政管网，最终排入污水
处理厂进行处理，正常情况下对澧水水质无
影响。

噪声：主要为高噪声设备产生的噪声污
染，经基础减振、消声、隔声等措施处理后，
对周边环境影响小。

固废：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除尘器收
集的除尘灰、锅炉燃烧后产生的炉渣、脱硫
石膏使用后产生的石膏等固体废物全部综
合利用，脱硝过程产生的废催化剂由厂家回

收；办公区产生的生活垃圾，纳入当地环卫
清运处置系统进行处置。本项目产生的固
体废弃物对当地环境造成的影响小。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
价结论的要点

本工程的建设符合《产业政策指导目录
（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符合相关规
划，选址合理，清洁生产水平高，污染防治措
施可行，在认真落实各项环境污染治理和环
境管理措施的前提下，能实行达标排放且对
环境影响小，事故风险水平是可以接受的，
总量在区域范围内可以平衡。从环保角度
看，拟建项目建设可行。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当地居民对该项目建设的总体看法

和支持态度；(2)该项目施工期和营运期对沿
线环境空气、水环境、声环境、生态环境以及
对当地居民生活质量是否会产生有利或不
利影响；(3)针对该项目建设最关心的环境问
题，对项目建设单位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
(4)对该项目环评单位的要求；(5)对环保主
管部门审批该公路环评有何建议和要求。

六、项目建设单位：广东溢多利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分公司

联系人：陈建明
联系电话：13975650502
通讯地址：湖南省津市市金鱼岭办事处

文家湾社区襄窑路301号
邮政编码：416399
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湖南

葆华环保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彭工
联系电话：15273702966
地址：长沙市雨花区井湾路 006 号第

007栋419-426房
邮编：413000
Email：270214895@qq.com
八、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方式和起止

时间
(1)直接将意见告知建设单位或环评单

位；(2)填写公众参与调查表；(3)将意见传真
或发电子邮件到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提意见或建议的起止时间：公告发布之
日起至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前。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分公司
110吨/时热电联产恢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告

市妇幼保健院
签廉洁购销合同采购药品设备

本报讯（记者 黄媛媛 通讯员 龙霞）4月20日下午，记者从
市妇幼药品试剂耗材仪器设备供应商廉洁购销承诺工作会议上
获悉，该医院分别与药品试剂耗材仪器设备供应商代表现场签
订了廉洁购销合同。

会上，医院宣读医用产品、试剂耗材、设备管理规定；宣读医
院药品购销相关规定及学习相关文件；国药控股常德有限公司、
华润湖南双舟药业有限公司等供应商代表表态发言，他们将严
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廉洁购销合同的各项规定，自觉抵制不正之
风，加强企业管理，优质服务医院。

会议就廉洁医院建设提出了“增强三大意识”的要求，即广
大医卫人员要加强学习，增强法律意识；要严格程序，增强规矩
意识；要注重自律，增强底线意识。要认清形势，端正态度，要摆
正位置，有礼有节，用良心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医药购销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