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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刘勇）唐人
神集团今天宣布， 在未来几年内投入90亿
元，大力发展生猪养殖。省畜牧专家认为，
这种罕见的大手笔投资， 必将使湖南生猪
养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其规划， 唐人神集团将通过自繁
自养、“公司＋家庭农场”、“公司＋轻资产
猪场”、合作与并购等四种模式发展生猪养
殖，计划依次通过3年、5年、10年，实现年出
栏生猪100万头、200万头、600万头的目
标。根据相关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年出栏
600万头生猪，几乎占到湖南全省目前生猪
年出栏量的十分之一。

如今， 传统农牧企业由单一产业结构逐
渐向整个产业链延伸， 加之全国猪肉消费仍
保持较快增幅， 唐人神集团此前已成功收购
“龙华农牧”， 使自己的生猪养殖规模一举跃
升至年出栏近30万头。在发力生猪养殖之前，
唐人神集团的主营业务为生猪种苗、饲料、肉
品加工，并藉此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唐人神集团董事长陶一山表示， 将突
出利用大公司的资金和技术集成优势，在
选址布局、房屋建筑、设备选型、信息化建
设、遗传育种、饲料营养、疫病防控和饲养
管理等方面着力， 真正构建生猪养殖核心
竞争力，多养健康生猪、营养生猪。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
员 李杏）今天，经专家评审，长沙市望城区
原则上通过了湘台文化创意产业园概念性
规划，按照规划的总体定位，一个全新的中
国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平台、 国家级文化创
意产业示范基地、 湖南省文化创意产业重
点园区呼之欲出。

湘台文化创意产业园位于望城区河东
滨江区域，包括铜官、丁字湾、东城、桥驿、
茶亭5个镇（街），总面积约345平方公里，核
心区面积55.79平方公里，园区已纳入《长
沙市“十三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送
审稿）》的重点项目。

按照规划设计，园区将构筑“一带、二
岛、四组团”的空间结构。“一带”指滨江景
观带，沿滨江路及湘江大道一线建设景观，
在生态基础上融入创意概念， 形成白天游
人如织、 夜晚灯光绚丽的城市风光带。“二

岛”指洪家洲、蔡家洲，依托长沙湘江洲岛
的总体规划，重点发挥洲岛文化服务、休闲
体验、生态保育功能，以游船码头水上活动
串联， 协同彩绘砂船打造魅力江景。“四组
团”指铜官古镇组团、彩陶源组团、航电枢
纽组团、书堂组团，铜官古镇组团将依托陶
瓷文化创意产业， 打造中国当代陶艺新地
标、国际陶瓷文化创意之都；彩陶源组团将
以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太丰垸
休闲生态区为载体，发展陶瓷文化产业、现
代休闲农业，打造国家5A级文化旅游景区；
航电枢纽组团将以科技密集型、 艺术密集
型产业为发展方向， 以现代数字科技为平
台基础， 打造国家级数字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 书堂组团将以影视文化及服务为发展
方向，打造国际化现代影视基地。

该概念性规划经进一步修改完善后，
最终成果将分别在大陆和台湾媒体公布。

�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廖声田)5月
6日，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正式开通口岸签
证业务，即日起，外国人来张家界可在机场
口岸签证处当场办理签证。 此举标志着张
家界对外开放和旅游国际化迈出新步伐。

继2013年4月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口

岸开通台胞落地签注业务后，2015年4月，
张家界又申请荷花机场口岸开通外国人落
地签证业务， 当年12月12日得到国务院批
复同意。今年4月7日，经公安部验收通过，
张家界荷花机场口岸获批开办外国人落地
签证业务。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
员 林俊） 我省食品农产品出口逆势增长。5日
在永州召开的湖南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
示范区建设工作会议通报，一季度，全省出口
食品农产品2.87亿美元，同比增长19.6%。

“示范区推动作用明显。”湖南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负责人表示，全省出口食品农产品总额
中约三成由我省11个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
全示范区贡献。

近年，国际贸易技术壁垒对我国食品农产
品出口要求日益严苛，通过示范区建设，农产
品生产环境可得到区域性综合治理， 从种植、
养殖源头到餐桌全过程均按照国际标准组织
生产，以保障整个行政区域出口食品农产品突
破技术壁垒。

我省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

设始于2010年， 目前已建成6个国家级示范
区、5个省级示范区。

依托示范区，一大批出口食品农产品企业
发展壮大。如韶山市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
示范区中，港越、三旺、新真喜等出口肉类企
业，2010年出口额仅3000多万美元，2015年出
口已达2.3亿美元。

示范区所在地经济发展也随之加快。石
门县是我省首个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区， 以柑橘及罐头出口为主。通
过示范区建设，该县新增5万人就业，人均柑
橘出口收入1867元/年， 占全县农民人均年
收入的60.1%。 柑橘出口形成产业后， 还带
动全县农资、加工、包装、运输、旅游、餐饮等
相关产业发展，刺激人流、物流、资金流快速
增长。

�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孙姣）立夏了，雷阵雨很有夏天的感觉。省气象
台今天下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气象预报
称，未来几天，雨水仍是湖南天气舞台的主角，
气温前高后低。

今天的长沙，上午还是阳光灿烂，下午却
雷雨大作，夏天热烈的性情初露。除了来去匆
匆的雷阵雨，高涨的气温也让人感觉到了夏天

的味道。据实况监测显示，5日，全省76县市最
高气温突破30摄氏度， 慈利县日最高气温达
35.1摄氏度，完全是盛夏的高温了。不过，接下
来气温上升的势头要被打断了。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气温前高后低，湘

中以南降雨明显偏多。6日至7日全省有一次小
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过程；8日至9日省内
还将有一次中等强度降雨天气过程，其中8日降
水明显，10日全省天气转好。 气温方面：8日至9
日，受冷空气南下影响，湘北地区降温明显。

“就业去哪儿”活动
走进益阳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通讯员 王立刚 记
者 杨军）5月5日，省“就业去哪儿”大型公益
活动益阳站启动仪式在湖南城市学院举行。
此次公益活动由省人社厅、省教育厅、团省委
和湖南日报社主办， 是落实省委省政府人才
战略、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的专项行动。本次
入校企业共39家，共提供230多个岗位供毕业
生选择。

湖南兰天集团董事长汤国华、 湖南省红
辣椒旅游科技公司董事长杨志清、 湖南佳林
建设集团董事长助理戴林在现场作就业创业
指导报告， 与湖南城市学院学生面对面交流
指导，分享创业经验，勉励青年学生树立正确
的职业目标，并朝着梦想持续不断努力奋斗。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毛德

【案件通报】
2012年， 涟源市七星街镇曲溪村村支

书廖某良在发放2户村民危房改造补贴资
金时，私自克扣每户500元，共计1000元作
为危房验收协调费用。2015年5月， 七星街
镇党委给予廖某良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016年4月19日，涟源市纪委对包括该
案在内的10起“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典型
案例进行了通报。

【案情分析】
2014年4月以来， 涟源市纪委相继接

到群众举报， 反映七星街镇曲溪村村干部
存在问题。

“如果反映属实，这是一起典型的发生
在群众身边‘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必须
及时 ‘亮剑 ’， 斩断伸向群众利益的 ‘黑
手’。”涟源市纪委高度重视，当即交办七星
街镇纪委，对该线索进行初核。

问题很快浮出水面。
经查，2009年， 曲溪村时任村主任廖

某良以开具白纸条的方式，分2次收取某村
民房屋地基转让费6000元，以时任村秘书
廖某成的名义存入银行，没有入村上账务，
只在党员、 组长会上讲明该款用于村学校
的建设。

后因廖某成突然病故， 该笔资金下落

不明。
2010年4月7日 ， 在廖某良担任村主

任、秘书期间，没有召开党员、组长、群众代
表会议，仅经时任村支两委3人商量，以挂
账的方式，一次性造表1994年到2007年的
村补工资49968元，该笔资金暂未发放。

2012年，曲溪村村民汤某、廖某两户进
行了房屋翻修，符合有关规定，申请了危房改
造补贴资金。资金下拨后，已经身为村支书的
廖某良从每户收取500元作为协调费用。

案发后， 廖某良主动交代了自己的问
题，并主动退还了违纪所得。

2015年5月，经七星街镇党委研究，并
报涟源市纪委同意，对廖某良进行了处分。
2016年4月19日，进行了公开通报。

【纪委点评】

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严惩
涟源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倪志铭

这是一起典型的“雁过拔毛”式腐败案
件，手法拙劣，影响恶劣。作为直接面对群
众的基层干部，职位不高，权力不大，却欺
上瞒下，肆意妄为，且发生在落实党和政府
强农惠民政策过程之中， 对群众利益的损
害最直接，群众感受最深切，严重损害党和
政府形象，破坏党群干群关系，必须严惩不
贷，以儆效尤。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钱素芳）醴陵市纪委今天透露，该市卫
生局纪检组近日通过及时介入“咬耳扯
袖”，叫停一起违规操办婚宴的行为，有效
防止了违纪违规行为的发生。

“泗汾卫生院在黑板上发结婚酒席通知，
办酒席的是党员……”4月27日上午9时， 醴陵
市卫计局纪检组接到群众电话举报，纪检组负
责人迅速赶到泗汾镇卫生院。只见该院一块黑
板上， 用红色粉笔写着一则结婚酒席通知，落
款为“院办代”，群众举报属实。

经调查，该院一职工（中共党员）何某，

定于4月30日为女儿女婿举办婚宴。在其本
人向院长请示，并征得同意后，由办公室在
院办的黑板上向全院职工发出宴请通知。

据此， 醴陵市卫计局纪检组向泗汾镇
卫生院院委会班子成员及全体党员干部严
明了党的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的有关精
神， 责令院办立即取消宴请通知， 并对院
长、 院党委书记、 办公室主任进行诫勉谈
话，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

4月30日，该场婚宴如期举行。由于严
格遵守规定，没有了违规违纪行为，现场一
片轻松和喜庆。

�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黄亮斌）记者今天从省环保厅获悉，该厅近日
向湘潭县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下达行政处
罚决定书，对其所辖的上马垃圾填埋场存在设
施停运和偷排废水等多种环境违法行为进行
严肃处罚，要求该垃圾填埋场立即停止并改正
环境违法行为，处以51.8万元罚款。该案已在
本周移交省公安厅，这是省环保厅今年以来向
省公安厅移交的首案。

今年3月30日至4月初， 省环保厅环境执

法人员在对上马垃圾填埋场进行现场检查时，
发现其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包括垃圾渗滤液处理
设施不正常运行，外排废水氨氮、总氮浓度分别
超过《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排放限值的
1.7倍、17.4倍；私设3处暗管，部分渗滤液未经处
理通过暗管排入外环境， 外排废水COD浓度为
1030mg/L、氨氮浓度为184mg/L，分别超过排
放限值9.3倍、6.36倍。

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上马垃圾填埋
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国家环保法律要求，且该

垃圾填埋场距离湘江干流约8公里， 对城市生
活垃圾进行处置正是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
的重要内容，环保部门据此对上马垃圾填埋场
作出立即停止并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和罚款两
项行政处罚。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张斌）省纪
委三湘风纪网今天通报， 衡阳市城市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组书记陈映森涉
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私设3条暗管
接到“天价”罚单
●湘潭县上马垃圾填埋场因偷排废水等，被罚51.8万元，
●省环保厅责令其立即停止并改正环境违法行为，此案已向省公安厅移交

唐人神拟投90亿元发展生猪养殖，10年内实现年出栏生猪600万头

湘台文创园概念性规划出炉
总面积约345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55.79平方公里

荷花国际机场开通口岸签证业务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谢胜虎)5月4日以来，湘江上游普降暴雨，湘江老
埠头站、 归阳站等河段相继出现超警戒水位洪
水。

5月4日8时至5日17时， 全省35个雨量站降
雨达100毫米以上，其中道县(二)站降雨量最大，
达183.5毫米。今天8时至15时，仅江华瑶族自治
县就有6个雨量站降雨量超过50毫米，其中码市
镇安马站降雨量最大，达92.0毫米。道县县城4日
14时开始降暴雨，县城部分低洼地带受淹，该县
及时转移居民200多户近1000人，调派抽水设备
紧急抽水排渍。初步统计，道县有46个行政村断
电，房屋倒塌、受损100余处，暂无人员伤亡和工
程险情报告。

受强降雨影响， 双牌水库入库流量最大达
4150立方米每秒，湘江上游河段水位迅速上涨。
今天17时， 湘江干流老埠头站水位102.28米，超
警0.28米；归阳站水位45.46米，超警1.46米，这也
是归阳站今年第四次超过警戒水位。

湖南一季度农产品出口增长19.6%

月桂聊天

黑板写通知，邀人赴婚宴
纪检组及时介入“咬耳扯袖”

三湘风纪湘江上游普降暴雨
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 克扣村民危房改造补贴款，严惩！

衡阳城投董事长陈映森
接受组织调查

� � � 5月6日， 湘阴县人武部年度抗洪救灾演练在湘江湘阴段举行。60名舟桥分队民兵模拟演练了抗洪
抢险、救援过程。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刘广 摄影报道抗洪抢险演练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
员 谢胜虎)3月中旬以来， 我省连续发生多
轮强降雨过程，大多数水库蓄水较多、水位
较高， 水库安全度汛工作面临严峻考验。今
天，省防指向各市州防汛抗旱指挥部及省电
力公司、五凌电力公司、澧水公司下发紧急
通知， 要求进一步做好水库安全度汛工作，
严禁超汛限水位蓄水。

省防指强调，必须全面落实水库安全度
汛责任。各市(州)、县(市、区)要按照分级管理
原则，认真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
水库安全度汛责任体系，必须明确行政责任
人、技术责任人和岗位责任人。要完善切实
有效的责任监督机制， 公布安全责任人名
单，接受社会监督。水利（水务）部门及其他
水库主管部门要具体组织落实水库度汛安
全工作，开展经常性的督查检查，及时报送
险情隐患，指导抢险救护。水库管理单位要

严格执行水库运行方案及调度命令，开展日
常巡查管护。各级防汛办要及时报送水库工
程蓄水情况和出险水库险情及发展、处置情
况，并监督处险到位。

省防指要求，必须迅速开展水库安全度
汛再检查。 各地要逐库逐坝对每处涵管
（洞）、建筑物接触部位、大坝内外坡、溢洪设
施等部位重点排查，不留死角。要督促水库
管理单位严格落实水库度汛方案，正确处理
水库防汛与兴利的关系，严禁超汛限水位蓄
水。 对新加固的没有完成蓄水验收的水库，
要采取分级蓄水方案，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水
库要降低水位运行，对有重大安全隐患的水
库一律空库运行。 要加强突发险情处置，及
时组织抢险处险， 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对
擅自超汛限水位蓄水和其他水库安全度汛
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引发安全事故的，严
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湖南水库安全度汛面临考验
省防指严禁超汛限水位蓄水

雷声带急雨，夏意渐渐浓
双休日降雨降温

做香肠“不过瘾”，大手笔把猪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