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于振宇)昨天记者从省检
察院获悉，11月25日，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
罪对中共常宁市原市委书记曾义国（正处级）决定逮捕。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于振宇）昨天，记者从省
检察院获悉，11月25日，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
贿罪对郴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向阳（副厅级）决定逮
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省检察院依法对李向阳决定逮捕

省检察院依法对曾义国决定逮捕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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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曾妍)11
月26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理论研究基地
(中南大学环境司法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2016年度环境司
法论坛在长沙举行。来自清华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的专
家、教授，省高院环境资源庭法官等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环
境司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与会代表从环境司法理论和实践的新进展、环境公益
诉讼的理论与实践、生态环境损害索赔制度探索、环境案
件的审理与裁判等不同角度和领域，对环境司法的理论和
实践发展提出了意见建议。

省高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刘庆富介绍，湖南法院始终
坚持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己任，2012年以来，全省法院共
计审结各类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3672件。省高院
环境资源审判庭今年6月3日正式挂牌成立，出台了《关于牢
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意见》，指导
妥善审理了新环保法实施后我省首例由环保组织提起的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启动了湘江、洞庭湖专门环境资源法
庭建设，开启了湖南法院环境司法实践的新阶段。湖南法院
将加强与中南大学在环境资源重大理论课题研究、 信息资
料交流、研讨培训等方面的合作，邀请专家为环境资源审判
工作建言献策，并为专家学者开展研究提供便利条件，为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贡献应有的力量。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梁利 ）“我一定积极响应党
的号召，为家乡建设出谋划策，为改变
家乡的面貌而努力！”11月27日上午9时
30分，蓝山县驻广东省东莞市党委沙田
镇党支部全体党员，齐聚在该支部设在
沙田镇鸿森木业有限公司的会议室里，
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省十一次党

代会精神。该支部副书记李桂竹率先说
出自己的心声。

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蓝山县
驻外地各流动党委、党（工）委和党支
部，立即行动起来，纷纷组织学习。蓝山
县委通过ＱＱ、微信等，对各流动党委、
党（工）委和党支部的学习贯彻情况进

行指导、点评。
学习讨论中，该支部预备党员陈石

生激动地说：“社会发展蒸蒸日上，使我
看到了党的凝聚力、向心力，我将以入
党为新的起点，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
该支部组织委员邱丽萍接着说：“通过
学习，我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在党组织
的激励和指导下， 才会有新的进步，才

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 该支部
宣传委员李宏丽介绍：“今天的学习讨论，
支部全体党员形成了三点共识：一是坚定
在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更加
积极昂扬的姿态投入到今后的工作；二是
严格遵守《准则》和《条例》；三是加强自身
修养，增强规矩意识、责任意识和制度意
识。”

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流动党支部学习热情高

湖南高院环境资源司法理论
研究基地揭牌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吕松燊 蒋素琴

窗外，山风呼啸。室内，热情高涨。11
月27日晚， 永州市零陵区纪委十八届六
中全会宣讲队在该区接履桥办事处雷家
村的宣讲，触动着在场每个人的心。

“大庆坪乡老村里原村支书唐金虎

2012年至2013年， 截留农村危房改造
资金4000元， 于2014年6月2日被开除
党籍……”该区纪委书记周润润向大家
提问：“大家分析分析， 唐金虎是怎样一
步步走上违纪道路的？”

“自我为中心，党纪意识淡薄。”“忽
视民主集中制，监督乏力。”“廉洁教育缺
乏，没有做到警钟长鸣。”

周润润回答：“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党
中央看到了这些问题的本质。对此，十八
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
对腐败，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
要任务……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党内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

接着，周润润又“抛出”一个个身边发
生的违法违纪案例，讲述身边的勤政廉政

典型，请大家分析、点评。在互动中，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宣讲高潮迭起。参加学习的该
村党员都觉得收获颇多，触动了灵魂。

触动灵魂的宣讲

（紧接1版）截至去年底，晟通集团已累计
申请专利近1000项，授权近500项。

技术创新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
2016年， 晟通集团上半年总产值较去
年同期增加8%。 以铝合金模板为例，
晟通集团的铝合金模板采用专利生产
的高强度航空材料， 相比于传统的木
模板，具有施工周期短、强度大、重复
利用率高、工程质量好、节能环保等显
著特点。 凭借技术优势，晟通进入建筑
铝模板市场仅3年多，销量迅速跻身国
内同行业首位。

业态创新赢得发展先机

穷则思变，变则通。 找准发力方向，
寻求新方法，探索新业态，突破原有发展
桎梏，改造传统产业，布局面向未来的转
型升级， 是我省上规模民营企业不约而
同的选择。

从湘潭一家小超市起家，到“中国
民营超市第一股”， 到试水全球跨境电
商、城市综合体，在实体零售业不景气
的大背景下，步步高集团一直在不断创
新求变。

今年6月份，步步高集团投资50亿，
在湖南湘江新区开发70万平方米的梅
溪新天地。 开业48小时，150万+人次的

客流，步步高梅溪新天地创造了国内商
业综合体开业客流量的纪录。 运营首
月，梅溪新天地的销售额达到1.7亿元，
超出预期。

在实体零售业普遍不景气的背景
下，步步高为何敢于有如此大手笔？“梅
溪新天地正是步步高在实体店的一次重
大转型升级， 是商业供给侧改革的一次
重要尝试， 在全国的商业变革中都具有
强烈的探索意义。”在步步高集团总裁陈
志强看来，从本质上来说，不管是线上还
是线下的竞争， 消费需求升级都是最重
要的驱动力。步步高梅溪新天地的诞生，
正是抓住了消费需求升级这个关键点。

大汉集团是一家以现代服务业为主
体的大型民营集团企业。 集团董事长傅
胜龙认为， 当前非公经济发展面临很多
挑战，关键的制胜法宝在于创新。

集团旗下的大汉钢铁物流， 钢材销
售跻身行业全国第五。 在钢铁行业整体
产能过剩， 消费下降， 融资困难的背景
下， 公司创立了基于钢铁物流线下服务
能力与“互联网＋”相结合的创新平台，
打造钢铁全产业链电商生态系统。 同时
在业务交易上与金融平台相结合， 力图
突破融资难、融资贵的发展瓶颈。

走出去，弄潮“一带一路”

从单纯的产品出口， 到整条生产线
在海外开工， 再到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的

建立，全产业链的“抱团出海”正在加速
湖南企业“走出去”。其中，民营企业也成
为湖南“走出去”的重要力量。

数据显示， 截至2015年11月底，湖
南经商务部门核准备案的境外投资民营
企业共982家，累计中方合同投资额81.9
亿美元 ， 分别占湖南总量的 84%和
59.1%。

去年以来，为寻求在国际市场上的
发展机遇，步步高、爱尔眼科、大康牧业
等企业纷纷在海外投资设厂，部分企业
正在洽谈亿美元以上的大型跨国并购
项目。

在这当中，“走出去” 之路最为成功
的无疑是我省上规模民营企业中的翘
楚———三一重工集团。

国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连续下滑，
工程机械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 在这种
持续低迷的背景下， 受益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东风，三一集团抢抓机
遇，以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产品
的“双聚” 战略对接“一带一
路”，转型深耕国际市场。

三一集团一方面成立“一
带一路”战略小组，推进风电、
矿产、港口、住宅工业化、油气
化工五类优势项目“出海”；一
方面与中建、 中国铁建等大型
中资公司合作，“抱团出海”参
与“一带一路”国家重大项目建
设。

凭借强大的国际品牌影响力与务实的
海外发展战略，三一集团在“一带一路”沿
线重点区域市场持续发力， 频获“千万元
级”海外大单。 2015年，三一集团海外业务
增长25%。

当然，“走出去”也可能面临水土不服。
省工商联调查发现，湖南民营企业参与“一
带一路” 建设仍存在法律等专业服务体系
不健全，投资风险难以控制，专业人才、资
金和信息缺乏等问题， 严重制约了“走出
去”的效果。

为此， 蓝思科技董事长周群飞曾在省
政协会上建议， 着力推进境外投资服务平
台建设，在省级层面建立“走出去”和“一带
一路”信息库，为民营企业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准确、高效、
有针对性的信息服务。 建立和完善境外投
资风险预警和服务机制， 应对和处置民营
企业境外投资风险。

“大象”如何快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