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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5

邵阳市 晴 25℃～36℃
湘潭市 晴 27℃～37℃

常德市 晴 29℃～38℃
益阳市 晴 29℃～37℃
吉首市 多云转晴 25℃～36℃

怀化市 晴 27℃～36℃
娄底市 晴 28℃～37℃

衡阳市 晴 28℃～38℃
郴州市 晴 28℃～37℃
岳阳市 晴 30℃～36℃

株洲市 晴 28℃～37℃
永州市 晴 25℃～37℃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晴天
南风 3 级 29℃～37℃

张家界 晴 26℃～38℃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刘凌 通讯员
危得智）浏阳市5家政府部门采购电脑的
信息昨天刚公布，今天一上班，该市政府
采购监督管理局的协议供货商QQ群中
就有3家供货商公开竞价。这是浏阳创新
政府采购制度，“拧干”价格“水分”带来
的新气象。

浏阳市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局负责人
告诉记者，在一个地区内，由于协议供货

商的圈子很小，如果没有制度制约，他们
极易形成价格同盟， 人为推高政府采购
价格，这是政府采购价格“虚高”的主要
原因。 为遏制这一现象，从今年开始，浏
阳市在全省实施QQ群公开竞价、监督员
现场监督、 供货商末位淘汰3项制度，全
市今年已完成政府采购539次 ， 金额达
16899万元，共节约资金1883万元。

浏阳市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局建立协

议供货商QQ群， 根据单位采购需求，首
先在QQ群中发布信息，采购单位依据各
供应商的报价及承诺进行综合比较，在
符合采购需求的前提下， 以价格最低或
性价比最高的原则确定中标供货商。 采
购单位在同等条件下， 发现在浏阳范围
内还有商家低于协议供应商报价， 经批
准后，也可在非协议供货单位采购，这也
是破解‘价格同盟’的一个重要手段。 浏

阳市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监察干
部中选聘了26名政府采购特邀监督员，
每次评标开标均随机抽取3名监督员到
现场进行监督， 使现场管理更加严谨规
范，政府采购又多了一道防火墙。与此同
时，浏阳市出台了《协议供货单位考核制
度》，对服务质量差、价格高和政府采购
业务量排名最后的协议供货商予以淘
汰，对有重大违规行为的随即淘汰。

衡阳市政府与省国土资源厅合作

“数字衡阳”建设正式启动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刘蔚） 8月16日，

衡阳市政府与省国土资源厅签订了 “数字衡阳” 地理空间框架
共建共享合作协议书。 这标志着 “数字衡阳” 建设正式启动。

近年来， 衡阳市将信息化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
要基础工程来抓。 随着电子政务的发展和市民地理信息服务需
求的不断增长， 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 “数字衡阳” 地理空
间框架， 实现各级各部门地理信息数据共享和高效利用， 消除
信息孤岛， 减少重复投入， 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根据协议， “数字衡阳” 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采用先进的空
间信息技术、 网络技术、 数据库技术， 有效整合资源， 建立统
一、 权威的信息共享平台以及信息交换与共享机制。

出入境人员大幅增长

长沙口岸已突破40万人次
本报8月18日讯 （通讯员 李映略 胡鄂南 刘子恒 记者

刘文韬）记者从长沙边防检查站获悉，截至今天12时，该站今年
以来共检查出入境人员402344人次， 较去年同比增长19.4%，提
前41天突破40万人次大关。

据介绍，随着我省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旅游品牌的日益拓
宽，大批外籍人士来湘观光旅游和我省居民出境购物休闲，使长
沙口岸形成双向客流高峰的特点。 今年以来，内地居民从长沙口
岸出入境人数共计92254人次，同比增长8.4%，出境前往国家（地
区）居前5位的依次为：台湾地区、泰国、韩国、香港地区、美国。而从
长沙口岸直接入出境的外国人共计188058人次，同比增长45%，外
国人来湘人数居前5位的国家是：韩国、泰国、美国、马来西亚、澳大
利亚。 此外，随着增开“长沙-台中”包机航线，湘台两地间交流明
显加强，今年共有81150人次台胞入出境长沙口岸，同比增长13%。

传播科学婚育知识寓教于乐
汝城“婚育新风进万家”演出深受农民欢迎

本报8月18日讯（朱忠达 邓明 白培生）8月17日，由汝城县人
口计生委、县文化局举办的“婚育新风进万家”送戏下乡文艺演出，
在外沙乡外沙村举行，该村和邻村父老乡亲上千人闻讯赶来观看。
台上演出精彩纷呈，台下观众看得如醉如痴，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为将“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引向深入，使广大农民在寓教
于乐中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人口计生和婚育意识， 汝城县人口计
生委确定从今年上半年开始， 在全县农村开展 “婚育新风进万
家”送戏下乡文艺演出活动。 他们和县文化局专门创作、排练了
一批以“宣传人口计生政策、法律、法规，传播科学婚育知识”为
主要内容的文艺节目。 其中，包括汝城方言快板、舞蹈、小品、相
声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节目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幽默风趣。

截至目前，他们已组织演出队深入乡镇、村组演出30多场次。

媒体曝光 上限处罚
邵阳整治城区交通秩序
剑指公车耍特权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蒋剑平
冒蕞 通讯员 陈奇 伍先安 ） 8月11
日， 邵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当地媒
体公开曝光首批政府机关、 企事业单
位车辆交通违规行为， 市环保局、 市
城建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
车辆榜上有名。

为加强城区道路交通管理， 有效
整治各类交通违规行为， 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从7月18日起， 全面整治城区
交通秩序 。 在整治中发现 ， 政府机
关、 企事业单位少数公务用车驾乘人
员存在特权思想， 不注意文明驾驶，
违反道路交通法规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此， 交警支队决定通过当地报纸、
网络等媒体及城区12个大型电子显示
屏 ， 向社会曝光公务车交通违规行
为 。 首批曝光在市区违规停放的公
车， 涉及市环保局等6个部门和单位。
目前， 交警已在城区查获公车违规行
为130起， 并予以曝光。 市交警支队
支队长杨修文表示， 公务用车一直以
来是交通秩序整治中的难点， 此次整
治拿违规公车 “开刀”， 是希望公车
能起到带头遵守交通法规的作用。 凡
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查出的机动车
违规行为， 一律按上限处罚到位， 不
得减免处罚。

常德破获一起特大网络传销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初步查明涉案

金额7亿元，网络成员达2万余人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吴林芳 杨

芳）今天，记者从常德市公安局获悉，经过经侦民警的缜密侦查，
该局破获一起特大网络传销案，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初步查明
该案的涉案金额高达7亿元，网络成员达2万余人。

今年3月中旬，常德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接到群众报案，称武陵
区的周某在常德城区以香港康强公司即将在美国上市， 现在全国
销售公司原始股，交3500元就可获得会员资格，而只要发展成会员
就可按比例提成。 群众怀疑是传销，请求公安机关查处。 常德市公
安局经侦支队迅速立案展开调查，初查认为，刘正康等人以销售康
强国际“连锁投资管理（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原始股为幌子，以原
始股增值预期和发展下线后的高额提成为诱饵， 依托自建的康强
国际网站发展注册会员，以拉人头的模式骗取会员费，其行为涉嫌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通过2个月的调查，初步查明涉案金额高达7
亿元，涉及湖南、广东、云南、天津、江苏、河北、吉林等20多个省市。

在公安部经侦局的统一协调指挥下，今年5月下旬，常德市
公安局50名民警分4路同时出击，赶赴上海、广州、深圳、南宁等
地执行抓捕收网行动。 目前，刘正康、岳玉娟、毕光新等4名犯罪
嫌疑人被抓获归案，现已被批准逮捕。经网上追逃，3名骨干成员
又在杭州和天津被抓获，另一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正鹏仍在逃。此
案还在进一步侦查中。

实施ＱＱ群公开竞价 监督员现场监督 供货商末位淘汰

浏阳政府采购节资1883万元

8月18日傍晚， 游客在永顺县大坝乡双凤村观看和体验土家族摆手舞。
双凤村被称为中国“土家第一村”，保留着土家族最原始的民族文明特点，是
土家族摆手舞和毛古斯舞之乡。 目前，该村通过大力发展民俗特色旅游，吸
引了许多游客前来体验土家族风情。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向水生 摄

体体体验验验土家摆手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