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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7日讯 （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熊慧 龚卫国 邓克成）3月下
旬， 在芷江侗族自治县芷江镇塘家桥村
村民黄生权的果园里， 村里党员种植能
手王洪元细心指导他修剪水蜜桃枝。 去
年，在王洪元帮扶下，黄生权种的水蜜桃
获得丰收，新建了房屋，走上了脱贫致富
路。

去年来， 芷江把夯实农村基层党组
织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 扎实推进党建

扶贫思想引领、素质优化、创业先锋、堡
垒提升“四大工程”，实现党建与扶贫“双
促双赢”。县委将党建扶贫纳入县、乡、村
3级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联述联评联考”
中，建立党建扶贫督查机制，建立党员领
导干部党建扶贫工作联系点， 并健全党
建扶贫考核评价机制，定职责、定任务、
定时限、定标准，严格考核，确保党建扶
贫见实效。

在党建扶贫中， 芷江注重加强软弱

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 着力建强带头人
队伍，充实脱贫攻坚力量。按照1比2的比
例，配备后备村干部1642人，并选派22名
优秀干部，到基层软弱涣散党支部任“第
一书记”。 同时，启动村级活动场所升级
改造202个，建立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项引
导资金150万元，落实扶贫村运转经费村
均达12万元，并提高了村干部误工报酬。

芷江还实施农村党员培训工程、党员
创业带富工程，着力提升党员引领群众脱

贫致富的能力， 全县涌现党员致富能手
2100余人。并引导农村党员、致富能人“一
带一”“一带多”，带动贫困群众发展产业。
全县4200多名党员干部及致富能手，与贫
困户开展结对帮扶。 去年，共帮助6795户
贫困户实现增收。 目前，采取直接帮扶、联
建认购、直接入股、电商扶贫等方式，已帮
助贫困村、贫困户种植烤烟407亩、高山葡
萄1978亩、猕猴桃2330亩，养殖绿壳蛋鸡
1.5万羽、芷江鸭3.8万羽等。

� � � �湖南日报4月7日讯 （记者 徐荣 通
讯员 肖畅）“出办法、制流程、凝合力；抓
重点、严较真、敢碰硬；治病树、扶歪树、
拔乱树……” 4月初，湘潭市委巡察办主
任周再开告诉记者， 该市以内外兼修为
本、以抽丝剥茧为法、以治病救人为基，
精心锻造了一柄巡察利剑。

开展巡察工作， 是党内“政治体
检”、 作风“综合会诊”、 精神“集中补
钙”、 思想“警钟长鸣” 的需要。 去年

来， 湘潭市对内立规矩、 明分工、 定标
准， 建立了市委5人小组定期听取和决
策巡察工作重大事项的机制， 成立了领
导小组， 出台了巡察工作办法（试行），
制定了巡察工作流程， 并通过人才抽调
选拔、加强业务培训等，打造了一支政治
素质过硬、 工作经验丰富、 自身要求严
格、敢于动真碰硬的巡察队伍。 同时，对
外建平台、理线索、凝合力，积极搭建与
纪检监察机关、审计机关、政法机关和组

织、信访等部门的协作平台。
内外兼修、 精心打磨是保障， 抽茧

剥丝、 求真务实是关键。 据介绍， 湘潭
市前两轮巡察对象都是大部门， 都有多
个二级机构。 在繁重任务面前， 湘潭市
委各巡察组成员采取全脱产、 统一管理
的工作模式， 抽茧剥丝， 紧抓重点问
题、 把住纪律、 紧盯被巡察党组织和党
员领导干部面上存在的普遍性、 倾向性
和带共性问题， 在一个月进驻巡察期

间， 通过听取汇报、 开展谈话、 调阅资
料、 走访 （含暗访） 服务对象和群众、
接收举报信件、 接访群众， 发现问题线
索64条， 形成具体问题清单348条。

“巡察过后， 干部精神懈怠、 作风
拖沓的问题得到全面改进， 现在人心思
齐、 人心思进。” 湘潭市岳塘区霞城街
道一位党员干部感慨道。 还没有被巡察
的单位， 也在认真对照清单， 开展自查
自纠。

永州各界公祭柳宗元
湖南日报4月7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熊玲芝 杨万里)

4月7日，永州市零陵区柳子街龙腾狮跃、锣鼓喧天，2017年永州
公祭柳宗元大典在这里举行，当地社会各界5万余人参加。

这次由永州柳学会主办的公祭柳宗元大典上，主祭人恭读
祭文、焚烧帛书，社会各界人士向柳子塑像敬献花篮，湖南科技
学院及当地中小学师生吟诵柳诗、唱读柳文。 民间社团组织、当
地群众还自发举办了舞龙耍狮等民俗及文艺表演活动。

娄底“人才战略”
注入发展新活力
近5年来累计引进高新技术人才458名

湖南日报4月7日讯（周俊 刘芾 何国华）近年来，娄底
大力实施创新人才战略，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4月5
日，娄底市举行科技创新和科协第三次代表大会，对11项科
研成果以及科学技术杰出贡献人才进行表彰， 公布16家被
认定为湖南省2016年高新技术企业名单。

娄底把培养和吸收创新人才作为推动科技创新的核心，
近5年来累计引进高新技术人才458名，选派470多名干部到国
外和沿海地区以及大中型企业挂职锻炼， 组织28人赴清华大
学高级企业经营管理研修班研修；建立决策咨询制度，聘请7
名娄底籍院士担任科技顾问，69名专家担任科技咨询委员。 同
时，强力推动校企共建，已有300多家企业与国内外56所高校
和科研院所对接，攻克核心关键技术130余项，全市62家高新
技术企业中70%与省内外科研院所建立了协作关系。

通过创新人才战略，娄底涌现出一大批本土科技人才。
刘若桥获全省“以创新促创业”特别奖；方豪杰团队研发的

“基于干压成型工艺制备复杂结构高性能电子陶瓷”、 邱先
智团队研发的“输电线路大数据时代智能管理云平台”等项
目，获得省级职工科技创新成果三等奖。 胡湘仲列入全国硅
化物行业专家组资深专家、全国硅化物行业科学技术专家顾
问组成员，牵头制定的《消光剂用二氧化硅》行业标准获得国
家工信部批准并在全国实施。

恶意拖欠
23位民工工资
蒋某某受到依法处理

湖南日报4月7日讯 （康固生）近
日， 沅江市警方处理一起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案， 恶意欠薪犯罪嫌疑人蒋某
某受到依法处理。

3月6日，沅江市警方接到该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移送的蒋某某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案，立即组织民警展开调
查。经查，蒋某某系沅江市人，2013年至
2015年间， 先后承建沅江市乡镇沟渠、
护坡等土地治理项目工程，聘用秦某某
为施工包头，秦某某先后带领李某某等
23位民工施工。 工程完工后，项目方已
于去年上半年按时结算费用，但蒋某某
一直未支付民工工资， 构成恶意欠薪，
共欠薪44万余元。 审查中，蒋某某对其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供认不讳。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法国风光
“走进”张家界

湖南日报4月7日讯（廖声田 宁奎）
“艾克斯莱班与张家界一样美。 ”4月7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旅游推介会在张家
界举行， 艾克斯莱班市常务副市长雷
洛·贝里蒂诚邀张家界市民前往该市观
光旅游，体验法国风情。据悉，这是首次
有外国旅游推介会在张家界举办。

艾克斯莱班市位于法国萨瓦省，是
一座以温泉闻名的城市，历史上一直是
欧洲王室青睐的疗养中心。 同时，该市
自然资源丰富，滑雪、滑水、攀岩、自行
车等户外项目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

近年来， 张家界与法国多城市交
流频繁， 在旅游发展特别是山地户外
旅游方面达成多项合作。同时，张家界
多次赴法进行旅游营销，“三千峰林”
奇景已渐成法国许多游客心中主要的
旅游目的地。 此次推介会把法国风光
带进张家界， 将进一步促进双方旅游
互动，带动旅游经济发展。

双牌深挖
扶贫领域“微腐败”

湖南日报4月7日讯 （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蒋国庆）今天，双牌县纪委
通报ー起扶贫领域“微腐败”典型案
例。 给予该县理家坪乡塘于洞村原负
责人何某某、张某某，该村党员秦某某
党内警告处分。 秦某某违规获取的危
房改造资金上交乡财政所。 2013年，
何某某、张某某利用职务之便，违规给
秦某某争取到危房改造指标， 套取危
房改造资金8000元。

去年来，该县通过定点接访、深入
走访、田间地头寻访等方式，开展扶贫
领域“微腐败”大排查、大督查、大查
处。 目前， 该县梳理排查出扶贫领域

“微腐败”线索349条，已整改销号308
件,其中，立案查处73件，给予有关责
任人党纪政纪处分68人，组织处理12
人，追缴清退涉案资金341万元。

内外兼修勤打磨 抽丝剥茧求务实

湘潭市委精心锻造巡察利剑

芷江党建与扶贫“同频共振”
4200多名党员干部、致富能手结对帮扶贫困户

陈永刚 曾迪 甘抱朴

长沙市网约车新政4月起正式施行。
4月7日上午，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召开出
租汽车行业改革政策新闻通气会， 发布
了《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改
革推进全市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实
施意见》《长沙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暂行）》《长沙市私人
小客车合乘管理规定》。

什么车可以跑网约车？
《长沙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

务管理实施细则（暂行）》此前曾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共收到电子邮件2406封、
信函18封， 所反映的各类意见建议共计
11339条。

和之前的征求意见稿相比， 正式落
地的《实施细则》规定：申请从事网约车
的车辆， 车辆行驶证载明的初次注册日
期至申请时应未满3年。 这也意味着，要
想进入网约车这一行业，首先必须是3年
内的新车。

为什么要增加这一条？ 长沙市交通
运输局客运管理处处长雷毅华介绍， 增
加这一条主要是从保障乘客安全的角度
出发， 避免大量的超龄老旧车辆进入网
约车市场， 变相降低车辆档次， 给乘客
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 影响网约车品
质， 并与传统出租车造成不公平竞争。

此外，《实施细则》还规定，网约车必
须是在长沙市登记注册的湘A籍7座及
以下乘用车； 车辆轴距达到2650毫米以
上或车辆购置的计税价格在12万元以
上； 新能源车辆纯电驱动状态下续航里

程不低于250公里； 车辆具备车身电子
稳定控制系统,�配备安全气囊， 前、 后
座配备安全带； 安装应急报警装置和具
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载卫星定位装置；
具有营运车辆相关保险， 其中承运人责
任险保额不低于50万/座、 机动车第三
者责任保险的保额不得低于100万元
等。

什么人可以开网约车？
《实施细则》规定，在长沙如果要成

为一名网约车驾驶员， 必须取得相应准
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驾
驶经历；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
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
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
记录；无暴力犯罪记录。

此外，驾驶员必须具有长沙市户籍或
者在长沙市取得居住证，同时申请之日前5
年内在长沙无被吊销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
资格证件与从事非法营运被查处的记录。

同时， 驾驶员必须通过网约车驾驶
员考试，并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
员证》。

乘客权益如何保证？
长沙规定网约车运价实行市场调节

价，那今后乘坐网约车会不会越来越贵？
对此，雷毅华表示，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应
用， 已经实现了乘客与司机之间价格信
息对称， 乘客可以作出自主选择是否乘
坐。除网约车外，市民出行还可以选择巡
游出租车、 公交车、 轨道交通等多种方
式。相信通过市场竞争，最终网约车会形
成一个合理的价格区间。另外，一旦市场

机制失灵， 政府也保留了必要时实行政
府指导价的手段。

《实施细则》明确规定，网约车平台
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 应当首先保证运
营安全， 为乘客购买承运人责任险等相
关保险；发生安全事故时，网约车平台公
司应当对乘客的损失先行赔付。

《实施细则》还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
明确服务项目和质量承诺，建立服务评价
体系和乘客投诉处理制度，向社会公布24
小时服务投诉电话。 产生纠纷时，乘客可
以直接向网约车平台公司公布的监督电
话进行投诉，对网约车平台公司处理情况
不满意的，可向长沙市公共客运行业服务
监督热线反映（0731-84303488）。

设置了6个月的过渡期
长沙作为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

程第一批创建城市， 为鼓励新能源汽车
从事网约车经营，《实施细则》规定，网约
车平台公司应优先使用新能源车辆，投
入运营车辆中新能源车辆不少于30%，
这也是目前已出台网约车实施细则的省
会城市中， 第一个规定新能源网约车比
例要达到30%的。

长沙为方便符合准入条件并已经参
与网约车运营的车辆相关证件办理，对
已开展网约车业务的平台、 驾驶员和车
辆设置6个月的过渡期。 通过设置过渡
期， 让存量网约车平稳有序地实现“非
法”向“合法”转变。 目前，长沙市交通运
输局的政务服务窗口已开通网约车业务
受理，各平台、网约车司机、市民可到窗
口 办 理 相 关 业 务 ， 也 可 拨 打
0731-84303488进行业务咨询。

全力支持长沙创建
国家中心城市
长沙中院出台《意见》

湖南日报4月7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李昭菲）为
认真贯彻落实长沙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实
现基本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出台
《关于服务和保障长沙创建国家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全力
支持长沙创建国家中心城市。

《意见》规定，长沙中院遵循以下原则：“三结合”———坚
持依法办案与服务中心相结合；坚持提前预判与及时应对相
结合；坚持妥善审理与多元解纷相结合。“四尽快”———对涉
国家中心城市创建的案件， 符合速裁简易程序的尽快审理、
符合小额速执程序的尽快执结、符合诉前调解条件的尽快化
解、符合中央司法政策的尽快研判。“五优先”———对涉国家
中心城市创建的重大案件，开辟绿色通道，优先立案、优先排
期、优先协调、优先审结、优先执行。

《意见》规定，长沙中院依法惩罚涉国家中心城市创建的各
种犯罪；依法审理涉国家中心城市创建的重点工程案件。 近年
来，中院共审结各类涉征拆案件1881件,涵盖黄兴北路棚户区
改造、马王堆蔬菜批发市场搬迁、沪昆高铁配套项目和芙蓉区
火炬村拆违等国家、省、市重点工程项目，为推进长沙的棚户区
改造和拆违控违的中心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意见》规定，长沙中院依法加大对涉国家中心城市创建案
件执行力度，增强这类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加大对新
能源、新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环保等技术领域知
识产权案件的执行力度，促进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发展。 对
于因资金暂时短缺但仍处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有发展前景的
被执行人企业，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执行措施和罚款、拘留
等强制措施，多做执行和解工作，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

什么车可以跑？ 什么人可以开？ 看过来———

长沙网约车管理细则实施

� � � � 4月7日下午，长沙市开福区沙坪街道文化站，湘绣艺人在参加刺绣评选测试。 当天，该区开展“2017年
非遗湘绣项目第一批代表性传承人评选”活动，组织来自不同绣厂的湘绣艺人现场刺绣评比，推选出5名代
表，参加全市非遗湘绣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评选。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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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4月7日 第2017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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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1836170 元
07 2709 11 12 13 23 26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4月 7日

第 2017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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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 1040 4908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943 173 336139

3 09

推选
湘绣传承人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039 1 0 2 1 5 2 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3 1000000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090 2 8 3
排列 5 17090 2 8 3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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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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