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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周怀立）“集
聚现有优势， 建设国内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
的‘株洲·中国动力谷’，打造世界级动力产业
中心。”5月25日， 株洲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正
式公布《株洲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纲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
于“加快产业振兴，建设先进制造业集聚区”
的部分。

“十二五”期间，株洲市经济和社会发展
迅速，经济总量迈过2000亿元大关，去年地区
生产总值达到2335.1亿元， 年均增长11.2%。
作为我省重要工业城市， 该市以制造业为主
的优势产业得到优先发展，去年，轨道交通、

汽车、 航空产业比上年分别增长10.8%、11%
和30%， 其中轨道交通产业年产值首次迈过
千亿大关，达到1003.7亿元。

根据这次公布的规划，“十三五”期间，株
洲市将全面落实“中国制造2025”、“湖南建设
制造强省五年行动计划”，全力建设“三基地
一中心”，打造“中国动力谷”。即建设世界一
流的轨道交通创造基地、 国内一流的通用航
空基地、全国新能源汽车基地，设立动力技术
研发创新中心， 使动力产业向集群化、 智能
化、高端化方向发展。力争到2020年，轨道交
通、通用航空、汽车产业年产值分别达到2000
亿元、500亿元、1000亿元以上。

在大力发展以动力产业为主的先进装备
制造业的同时，株洲市还将加快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即新兴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
源、生物医药与食品、节能环保等。并在具体目
标上瞄准“高端发展”。 如新材料产业发展目
标，即“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建设纳米高纯金属
研发中心，打造全球知名的以先进硬质合金研
发与生产为主导的新材料产业基地”。

�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
讯员 唐炎军） 针对贫困家庭“两后生”（指
初、高中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的学生）就业
现状，最近，常德市全面启动贫困家庭“两后
生”技能脱贫专项行动。此项行动由市人社
局牵头实施， 今年内将确保1000名贫困家
庭“两后生”接受为期6个月以上免费就业技
能培训。

技能脱贫是扶贫帮困治本之策。“两后
生”承载着贫困家庭脱贫的希望。为促进贫困
家庭就业增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常德市决

定从今年开始，计划用4年时间，每年分期分
批对1000名以上贫困家庭“两后生”进行中长
期就业技能培训， 让他们掌握技能后实现就
业增收，带领家庭脱贫致富。

“两后生”在培训期间，其学费、生活费、
住宿费、杂费等实行全免，所需费用采取政策
补助、 驻村扶贫工作组或后盾单位扶持相结
合的办法筹措解决。今年首次开设的培训，在
课程设置上以电子商务、中式烹调、汽车驾驶
B照、汽车维修、焊接加工、电梯安装与维护、
农机修理等实用技术技能为主。今后，将根据

市场需求和培训者愿望， 适时调整和新增部
分培训科目。 培训结束后， 经考核合格的学
员，由培训单位负责组织推荐工作。

常德市贫困家庭“两后生”技能脱贫专项
行动，采取市县联动、集中办班的方式进行。
为确保培训取得实效， 常德市人社局将加强
后续管理，建立学员档案并实行实名制管理，
学员就业及其家庭脱贫情况将列为对县（市、
区）人社部门进行绩效评估的重要指标，并实
行“一票否决”，力争通过专项行动实现“培训
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向军荣 田小林

5月23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建
安工程承包人梁某，因偷税643万元，涉嫌
犯罪， 在深圳被自治州公安局经济犯罪侦
查支队，依法执行逮捕。

自治州地方税务局局长麻冬磊感慨：
“这是大数据下的社会综合治税的典型案例,
大数据下的社会综合治税，改变了税务部门
收税单打独斗的被动局面，效果大不一样。”

从传统征管走向综合治税
自治州与全省其它13个市相比，经济发

展的速度较慢、体量较小。2010年，自治州的
GDP只有303亿元，只占全省的1.9%；而当年
的财政收入，只有区区32.23亿元。

一个字，湘西“穷”。穷则思变。
自治州地税局的领导班子， 分析、探

讨———在税收征管上采取的措施越来越
多， 税源管理却难以到位。 最后得出结
论———经济发展了， 市场经营的主体增加
了、多元了、复杂了，收入也越来越趋于隐
蔽，漏征问题极为突出。

问题的症结找到了———掌握经济主体
经营真实情况的行业主管部门， 作为税收
工作中的第三方，其所掌握的涉税信息，对
税收部门处于自我封锁状态， 地税部门无
法掌握。

显然，传统的征管方式和手段，已不再
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

自治州地税部门， 开启了从传统征管
方式，向综合治税的转变的艰难征程。

自治州地税局的领导，一次次地找自治
州政府主要领导汇报。自治州决定用政府的
力量来推动社会综合治税。2011年8月，《湘
西自治州地方税费征收保障办法》出台了。

地税人一个个部门去沟通、去衔接，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如公安部门以为这种方
式，会泄露宾馆开房人的隐私，自治州地税
局征管科科长张宏卫就告知， 不需要提供
开房人的所有资料， 只需要提供宾馆刷卡
的次数； 国土部门则认为会影响到国土安
全，张宏卫又告知，不需要提供国土的坐标
等信息，只需要提供交易的相关数据……

一个个顾虑打消了。
社会综合治税实行一年多后的2012

年， 自治州地税系统的成绩有了巨大突
破———州本级和9个县市区的地税收入，总
量达到了22亿元，比《办法》实施前的2010
年，增加11亿元，整整翻了一番。

从手工比对走向自动大数据
在社会综合治税过程中， 全州地税部

门的征管人员发现，部门数据的传递，仍然
停留在手工传递上，很不及时；比对数据，所
花人力、精力太多，影响征管的质量与进度。

于是，2013年5月，自治州地税部门开
始了大数据工程。

自治州政府成立了综合治税涉税信息
共享平台开发领导小组， 组织人员进行开
发。2014年1月19日，综合治税涉税信息平
台成功上线运行。

该平台充分依托政府电子政务外网，
覆盖了所有涉税信息部门， 涵盖了州直、7
县1市1区226个成员单位，实现了与国税、
工商、国土、公安、质检等30多个系统200
多个部门的互联互通。截至今年4月，平台
已累计采集信息210余万条， 每季更新数
据在3万条以上。

自治州地税工作， 进入了税收征管的
大数据时代。

效果可谓立竿见影。
自治州地税部门强化涉税数据分析比

对，加速运用海量数据发现税收疑点，及时
推送排查。2014年3月，自治州地税局推送
2011-2013年税收风险点， 共推出税收风
险点1584个， 征收疑点涉及税收8847万
元，申报疑点涉及税收5260万元。

房地产税收管理， 过去经常是工程完
工，人去楼空，税款追缴难度很大。现在从工
程立项开始，相关涉税信息就直接汇集到地
税部门，从款项的预支到竣工决算、从预售
房款到过户办证的每个环节，地税部门都了
如指掌、全程控管，税款保障更加得力。

2015年， 全州建筑及房地产税收，占
地税总收入的比重达到47.5%。

自治州地税局副局长陶文斌感慨道：
“2015年， 全州地税收入达32.89亿元，比
2010年的全州财政收入还多6000多万元。”

�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通讯员 郭雯 黎
传荣）“看来法律开不得玩笑,我今后要好好
学习，把社区矫正的规矩牢记心里，免得像
罗某那样被关起来。”5月25日，株洲市石峰
区检察院联合区司法局对辖区社区矫正人
员进行集中警示教育时， 以最近办理的罗
某被收监执行案为活教材说法， 平时不太
服从管教的严管对象陈某心服口服地说。

2015年8月31日， 罗某因犯故意伤害
罪被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十个月，宣告缓刑一年。罗某于2015年9月
22日到石峰区司法局清水塘司法所报到接
受社区矫正。然而，罗某从当年10月起，无
正当理由既不按时到司法所报到参加学习
和劳动，也未请假，脱离监管超过两个月。
2015年11月，石峰区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

在监外执行检察中发现罗某脱管后， 及时
建议司法行政机关启动收监执行程序。
2015年12月2日， 石峰区司法局向石峰区
法院提请撤销缓刑。2016年1月4日， 该院
经过审理， 裁定撤销罗某缓刑收监执行有
期徒刑十个月； 石峰区检察院及时建议并
督促法院开出逮捕决定书， 交由公安机关
网上追逃，2016年5月17日， 罗某被抓获，
被送往看守所羁押。

按惯常做法，此案可以结案了。但石峰
区检察院趁热打铁， 建议并督促区司法局，
以此案为契机，于5月25日共同组织辖区所
有社区矫正人员集中进行警示教育学习，检
察官以案释法，介绍了案情，重新强调了社
区矫正的法律规定及违反规定的后果，达到
了处理一个人教育警示一大群人的目的。

爱心助学进道林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施泉江）5月

28日上午， 红领巾星基金公益爱心活动道林
基地在该镇挂牌成立。

活动中， 道林古镇的开发运营单位深圳
大观范海集团向红领巾星基金捐款50万元，
湖南省和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红领巾星基
金新希望示范学校捐款50万元， 捐款将作为
爱心基地建设及儿童关爱援助。

“助推古镇旅游，弘扬民族文化！”红领巾
星基金爱心大使邓宇光在挂牌仪式上表示，古
镇旅游文化经济是无烟绿色经济，旨在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红领巾星基金奉献爱心,传递正能
量,大力发展公益慈善，承担社会责任。公益慈
善和旅游文化结合起来共同发展，是新常态下
经济发展的一条新路子， 将助推古镇经济腾
飞，优化投资环境，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这点心意请收下，大哥走了，可
大伙都还记得他！”5月29日，宁远县天
堂镇伞把冲水库灌区卜洞村蒋来成等
外出务工村民，刚从广东回来，不约而
同来到该镇原农业水利事务中心技术
员潘志民家， 把爱心款捐给潘志民的
遗孀周初美。

5月10日大雨下了一整天。下午5
时， 潘志民与该县水利局3名工作人
员、镇干部陈春生，赶到该镇把冲水
库巡查。这时，发现水库卧管受阻影
响排水。 陈春生对记者说：“当时，水
库水位超汛限水位1.8米。 而天气预
报5月13日将降大到暴雨 ， 情况紧
急。”

于是， 潘志民与水利局工作人员
张勇主动潜入水中检查卧管放水口，

潘志民几次浮出水面换气， 再潜入水
中清除放水口的杂草、泥渣。然而，就
在清除完放水口杂物的那一刻， 水流
突然加速。 潘志民顿时被强大吸力卷
入卧管，生命定格在45岁。

潘志民的妻子周初美没有工作，
儿子正在读高中， 他们还带着周初美
哥哥病逝后留下的侄儿、侄女，生活艰
辛。得知潘志民因公殉职的消息，该镇
各单位、 县水利局干部职工和灌区群
众等，纷纷主动捐款，到目前已捐款近
4万元。同时，大家主动帮助周初美解
决生产生活难题。 周初美含着泪告诉
记者：“潘志民走后， 我无心田里的生
产，大伙主动帮我耕地，种下竹叶菜、
苦瓜等订单蔬菜。 县里的志愿者还主
动到学校看望我儿子。”

该镇干部续燕燕说：“目前， 捐款
还在继续。 县民政局正在按程序为潘
志民申报荣誉。”

�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娄歆月 姚学文）
近日，长沙市雨花区圭塘街道“廉管家”进
社区活动举行，一批“廉管家”走街串户开
展廉政宣传。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雨
花区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

同升街道充分发挥互联网和大数据管
理的现代技术优势， 搭建了党员质量管理
系统,对党员进行量化分类管理。从基本义
务、日常表现、组织任务、民主评议、志愿奉
献等5个方面，全面监管；还通过党员互相
监督，在党员质量管理系统“晒日常”的方
式， 让每位党员自我约
束自我管理， 为每一位
党员安装一盏追光灯。

圭塘街道开展系列
党员志愿工程服务活
动。“小喇叭” 志愿服务
工程———党员廉政义工
进社区就是活动之一。
辖区内的13个社区建立
了1300余人的社区“小
喇叭”队伍，创建“小喇
叭” 党员廉政义工实践
基地， 在辖区内选出30
名党、团员分成6支“廉

政义工小分队”，采取分片包栋模式，在每
晚7时至8时播放廉政文化知识， 做到栋栋
喇叭响、户户听得到、家家信息通，让廉政
之花开遍社区每个角落。

洞井街道在学习教育活动中，把重点放
在解决“关键少数人”的问题上，突出解决
“最后一公里”和“最难一公里”。“最后一公
里”，是指一部分党员，文化程度不高、学习
能力较弱的人。为此，他们采取多种通俗易
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于乐，提升了学习
教育的吸引力和参与度。

飞奔吧，“动力之城”
株洲以动力产业为主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全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聚区

“两后生”，免费培训
常德实施贫困家庭“两后生”技能脱贫行动

�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杨小丽）“这是心的呼唤， 这是爱的奉
献……”27日上午， 岳阳市委副书记李志坚
宣布：国网岳阳供电公司“阳光扶贫”六大行
动启动。在《爱的奉献》的旋律中，岳阳供电公
司全体员工踊跃捐款达22万余元， 将用于该
公司精准扶贫、定点扶贫和建设“电骆驼”爱
心图书室。

去年以来， 岳阳供电公司号召全体员工
“做时代骆驼，当光明使者”，学习任弼时骆驼
精神，打造“电骆驼”品牌，助推地方发展。目
前，岳阳农网改造面达98.5%，农村供电可靠
率达99.84%，建成临湘市、岳阳县2个省级新

农村电气化县。 为助力岳阳3年整体脱贫攻
坚，岳阳供电公司制订并实施“阳光扶贫”六
大行动计划，即全面实施电网升级改造行动、
农村供电安全可靠提升行动、“你用电、 我用
心”服务惠民行动、“一进二访三提升”行动、
定点扶贫行动、爱心扶贫行动。在全面完成岳
阳市412个贫困村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对尚需
进行整村改造的241个贫困村，纳入农网优先
排序， 以2015年为贫困村电网改造工作基准
年， 分别按40%、40%、20%的比例有序推进，
确保到2018年全市建档立卡的412个扶贫村
全部完成电网改造、完善、升级，电力基础设
施状况和电力普遍服务达到全市平均水平。

做时代骆驼 当光明使者
岳阳供电公司启动六大行动扶贫

蓝莓飘香
5月28日， 汨罗

市神鼎山镇树冲村，
孩子们开心地端着
自己采摘的蓝莓拍
照。当天，该镇举办
首届蓝莓采摘节，近
200亩基地数万株蓝
莓挂满果实迎接四
方来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黄太天
摄影报道

他走了，大伙都还记得他

“大数据”带来大收获
———自治州聚多方之力综合治税

矫正对象脱管 及时将其收监
石峰区检察院以案说法延伸执行监督法律效果

通讯员

基础在学 关键在做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为每位党员安装一盏“追光灯”
雨花区“两学一做”不断创新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6062 4 2 0 2 8 1 5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7451870.27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143 1 1 2
排列 5 16143 1 1 2 7 8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5 月 29 日

第 2016143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582 1040 6052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822 173 142206

5 3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5月29日 第2016061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3528684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1
二等奖 12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446101
1 9220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984
109582
1648570
14495498

110
4761
64977
543724

3000
200
10
5

0806 08 18 20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