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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张
斌 通讯员 甘艳 ）日前，长沙市纪
委召开专题会议， 就今年上半年把
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上报数
据为零的问题，对市移民局、市交通
控股集团等6家单位相关负责人进
行集体约谈。

“感觉很惭愧自责，在管党治党上

担当不够、落实不力，没有运用好‘四
种形态’，作为单位党委负责人，我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要原因是认
识不深刻、理解有偏差”……会上，6家
单位相关负责人坦诚地剖析了自身问
题所在， 并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学
习，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落实好全面从
严治党责任。

据市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
以来，市纪委推行“四种形态”工作情
况月报制， 引导全市各级把握运用好
“四种形态”， 此次约谈零报告单位相
关负责人，就是要进行提醒警示、传导
责任压力。

“零报告，说明履责意识淡薄、
执纪理念滞后， 也反映了对干部

严管厚爱的要求没有落实到位。”
会上，长沙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李军要求各单位切实提高认识 ，
强化运用“四种形态” 的责任担
当， 敢于瞪眼黑脸， 勇于担当履
责， 既严惩严重违纪甚至涉嫌违
法的“极极少数”，又从严教育管
理好“大多数”。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张艳丽

“杀猪的嚎叫声听不到了，
猪粪的恶臭味也闻不到了， 检察
院真是做了件大实事!” 7月20日，
长沙市开福区检察院民事行政检
察科的干警， 来到之前该区取缔
的一家生猪私屠乱宰黑窝点进行
回访时， 附近居民刘大爷向他们
竖起了大拇指。

今年3月， 长沙市开福区检
察院干警在办案中发现， 该区浏
阳河街道双河社区某隐蔽居民房
内存在私屠乱宰现象， 屠宰后的
病死猪还被销往附近菜市场， 周
围群众已就此事进行了多次举
报。 开福区检察院立即向该辖区
的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开福区农林
水利局通报了情况， 督促其积极
履职， 及时采取措施依法对屠宰
黑窝点进行查处取缔。

在开福区检察院支持督促下，
4月5日晚11时许， 开福区农林水
利局联同区动物检疫所、 区食品
药品监督局、 区公安分局治安大
队等相关单位执法人员31人， 冒
着大雨直赴浏阳河街道双河社区
的某隐蔽民房。 到达现场后， 执

法人员迅速控制运送病死猪及屠
宰人员， 开展现场取证、 制作调
查笔录、 清点猪肉数量， 共收缴
猪肉953公斤、 待宰杀的母猪15
头， 没收屠宰工具， 依法传唤涉
嫌违法人员4名。

6月16日， 开福区检察院根
据了解到的该屠宰点老板欧某在
该区浏阳河街道、 捞刀河街道均
有隐蔽非法屠宰场所， 多次非法
屠宰生猪进行销售涉嫌犯罪的事
实， 建议开福区农林水利局将涉
案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接到检察建议书后， 开福区农林
水利局联合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
局迅速展开侦查， 并在区各职能
部门的协作配合下连续作战依法
取缔。

7月4日， 屠宰点老板欧某迫
于压力主动投案自首， 据他交代，
自今年2月以来， 他从易某等多人
手中购买母猪进行屠宰， 在未经
肉品品质检验和检疫的情况下销
售给市内各大小市场的猪肉摊主，
共计屠宰母猪1500多头， 销售金
额达400余万元。

目前， 欧某因涉嫌非法经营
罪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查中。

� � � �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王
曦）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交警支队机
动大队获悉， 该大队针对重点管控
车辆开展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于
近日成功查获全国首起大客车套牌
案。

7月7日， 该大队民警通过连续
三天的视频追查和布控守点， 在开
福区三一大道国防科大门口查获一
台高仿湘A00850的套牌大型客车，
该车行驶证注明所有人为长沙湘寰
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实际为都成汽
车客运公司。随后，警方传唤该公司
负责人童勇华， 并对其名下车辆进
行监控，通过一周排查，于7月18日
晚查获被套牌的湘A00850真车。通
过大数据分析， 民警发现童勇华名
下有一台湘H29266大型客车，套牌
湘A00850被查获后，该车也随之消
失。

当晚，民警兵分四路，每组驱车
行程近400公里， 对岳麓区进行地
毯式排查， 最终在望城区的一个安
置小区发现目标客车， 随即依法扣
留该车。据童勇华交代，套牌客车系
从广东买回的黄标车， 经改装并套
牌后用于跑旅游客运。目前，其因使
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 被依法行政
拘留10天， 此案涉嫌其他违法行为
还在进一步深挖中。

警方表示， 大型客车的套牌行
为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 存在重大
安全隐患， 历来是各地公安机关打
击的重点。今后，警方将持续对市内
行驶的大型客车进行排查， 一旦发
现违法将严厉打击查处。

� � � �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记者 于振
宇）作为分管编制办理的领导，利用职
务之便， 收受贿赂违规为他人安排工
作编制。日前，耒阳市编办原副主任罗
才洋因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
处罚金二十万元。

2003年，罗某勇找到时任耒阳市
编办副主任的罗才洋， 拜托罗才洋为

其子安排工作，并分两次给了罗才洋4
万元“感谢费”。 罗才洋为其写了一份
请求安排工作报告， 找相关领导签字
后， 又开具了一份定编通知单，2004
年， 罗某勇之子成功获得了在某客运
管理处的工作。 2005年，罗某勇再次
找到罗才洋， 请他帮忙为小儿子安排
工作， 罗才洋采用同样的方法为罗某

勇的小儿子办理好列编手续， 罗某勇
又分两次送给罗才洋“感谢费”共计5
万元。

罗某勇的请托只是一个开始 ，
2003年至2011年间，罗才洋利用职务
之便，采用提交安排工作报告、帮助办
理列编手续的方式， 陆续为13人安排
工作，并借此收取“感谢费”合计39.2
万元。

7月20日，罗才洋因受贿罪被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二十万
元。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7月 26日

第 2016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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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 1040 5252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863 173 149299

3 0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7月26日 第20160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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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9819773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6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936358
2 35520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667
44226
886647
6544622

19
1578
33791
245854

3000
200
10
5

0510 12 15 3211

不敢“黑脸” 全交“白卷”
长沙6单位上半年“四种形态”零报告，相关负责人被市纪委约谈

黑窝点屠宰母猪上千头
检察机关督促部门依法取缔

长沙查获全国首起
大客车套牌案

13个编制“卖了”近40万元
耒阳市编办原副主任罗才洋获刑3年

7月26日，志愿者在指导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网学习。当天，湘潭市和平社区
开展“绿色网吧度暑假”活动，志愿者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设计网络课程，向他们传
授绿色上网知识和网上学习等技能。目前，该市各街道、社区的100余家未成年人
“绿色网吧”均已开放，成了少儿的暑期乐园。 方阳 摄

“绿色网吧”
成少儿暑期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