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2日讯 （记者 于振宇）日
前，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
湖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原

主任周符波（正厅级）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
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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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 长沙梅溪湖
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像盛开的“芙蓉花”。当天，
该剧院顶部“花瓣”双曲面
GRC幕墙安装基本完成，
施工人员正对内部空调、
音响、 电梯等设备进行安
装调试，3800平方米舞台
的木地板底层也在加紧铺
设，力争本月底实现首演。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芙蓉花开”
梅溪湖

湖南日报6月2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
员 刘天学 欧阳毅）省经信委、省财政厅日前
联合出台《湖南省小巨人企业培育计划实施
方案》，引导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推
动一批“小而强”“小而优”的小巨人企业成长
为细分行业的“隐形冠军”。

我省每年将重点培育并认定约200家小
巨人企业， 主要任务包括： 引导小巨人企业
“专精特新”发展；促进小巨人企业转型升级；
推动小巨人企业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支持
小巨人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鼓励中小企业与
小巨人企业配套协作。按照“专精特新”的要
求， 鼓励小巨人企业结合自身特点， 在专业

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等四个方面选择
一个或多个方向的组合，形成自己独特的“专
精特新” 发展模式， 专注细分领域和核心业
务，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省里将加强对小巨人企业的政策扶持。
小巨人企业符合政策条件的项目， 可以按程
序申报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给予重点
支持； 小巨人企业有符合省经信委其他专项
资金支持条件的项目，可以按程序申报，给予
重点支持； 对成长性特别好的小巨人企业项
目，可以连续支持。重点支持小巨人企业创建
省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在装备制造
业首台（套）产品认定、新材料企业认定、非公

经济先进企业表彰等工作中， 鼓励符合条件
的小巨人企业按程序申报，给予重点支持。省
经信委组织编制有关行业规划时， 将有关优
秀的小巨人企业作为重点企业纳入规划。

此外， 我省还将建立小巨人企业精准服
务制度，对口联系，精准施策，帮助小巨人企
业协调解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湖南日报6月2日讯（记者 唐爱平 通讯
员 刘泉子）今天，省政府召开全省2016年度
土地卫片执法监督检查警示约谈会议， 通报
土地卫片执法监督检查情况， 对违法占用耕
地面积超过100亩且比例超过15%的宁乡县、
耒阳市、益阳市资阳区，进行警示约谈，督促
各地积极整改，维护全省土地管理秩序。

据统计，2016年度我省共下发遥感监测
图斑57031个， 涉及土地面积44.03万亩，同
比分别增长30.86%、31.23%， 新增建设用地
面积20.49万亩（其中耕地7.67万亩）。 通过
县、 市逐级上报和省级初审， 认定违法图斑

2640个，面积2.48万亩（其中耕地1.03万亩），
剔除省以上重点工程、 保障性安居工程等特
殊情形， 初步测算全省违法占耕地比例为
8.73%。

据了解，今年纳入省级约谈的标准是：土
地管理秩序混乱， 实际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比
例超过15%且耕地面积100亩以上的县市区，
实际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比例超过15%且耕地
面积1000亩以上的市州。经审核，全省没有
符合省级约谈范围的市州； 符合省级约谈的
宁乡、耒阳、资阳3个县市区的负责同志，今天
接受省政府的警示约谈并作表态发言。

省政府要求切实增强依法用地责任感
和紧迫感， 准确把握土地管理的新形势，全
面落实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 希望相关
市州尤其是接受约谈的县市区， 认真对照
国土资源部关于卫片执法监督检查的部署
要求， 抓紧对本地区的用地情况进行一次
全面清理，深入查找问题，逐条逐项制定整
改措施， 尽快消除违法状态， 抓好整改落
实。对违法用地行为查处整改不积极、不到
位的地区，要暂停办理用地审批，扣减用地
指标，坚决防止未报先用、边报边用等新的
违法用地行为发生。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魏杰

5月31日上午，永顺县毛土坪村接到石
堤镇党委换届选举结果批复文件，1984年
出生的大学生、土家族媳妇孙月娇，正式当
选并就任村党支部书记。

当着乡镇干部和党员群众的面，64岁
的原支书魏大云，将公章和事务清单，一并
交到新支书、儿媳妇孙月娇的手里。

身材高挑的孙月娇， 也是石堤镇人，从
中南大学毕业后， 就职于长沙一医药公司；
丈夫魏强，从云南大学毕业后，就职于长沙
一公司电子研发中心。

为何放弃高薪待遇，双双辞职回村干事
创业？孙月娇告诉记者，作出这个决定，一则
来自父亲魏大云的动员，同时也看到了农村
发展的前景。

毛土坪村有238户1033人，魏大云曾连任
两届村支部书记，由于其在产业发展和带领村
民们脱贫中的巨大成绩，他荣获了“全国劳动
模范”荣誉称号。这些年，村支“两委”一班人，
带领群众走产业发展之路， 现有油茶11000

亩、莓茶500亩、猕猴桃1000亩、蔬菜120亩。
今年春节过后，魏大云两次打电话动员儿

子和儿媳回乡创业。就这样，夫妻俩同时辞了
职；是党员的孙月娇把组织关系也就转到了村
里。今年4月，恰逢村党组织换届选举，2008年
10月入党的孙月娇，报了名竞选村支书，经民
主推荐和组织考察，她成了候选人；全村共有
29名党员，选举时，孙月娇获得了29票。

“从公公手里接过接力棒，压力也很大，
村里还有6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273名贫困
人口，要进一步发展产业，才能让贫困户长
久脱贫。”孙月娇说。

孙月娇的丈夫魏强，回到村里也找到了自
己的“舞台”。永顺县实施科技扶贫，招聘农业大
数据站点网管员，也就是农村产业经纪人，魏强
凭着计算机专业技术优势，应聘成功。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永顺县县委常
委、组织部长李延堃介绍说，从去年开始，永
顺整合资金2.15亿元， 分3年实施农村综合服
务平台建设。今年村党组织换届，像孙月娇这
样的大学生村支书共有10名， 把青年人才作
用发挥好，是脱贫攻坚的重要保障。

湖南日报6月2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祝林书）记者今天从省减灾委办公室了解到，5
月31日至6月2日这一轮降水过程， 已造成长
沙、湘潭、邵阳、益阳、怀化、娄底、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等7市州18县市8.7万人受灾，紧急
转移安置650余人， 倒房66户183间，500余间
房屋受损，农作物受灾面积7千公顷，直接经济
损失1.2亿元。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益
阳3市州部分地方道路损毁，房屋损坏，农田被

淹，损失较大。
此轮降水来袭，湘中及以北地区普降大到

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监测数
据显示：1日8时至2日8时， 强降雨主要集中在
湘中、 湘东地区， 全省共341个乡镇出现了暴
雨，11个乡镇大暴雨， 最大降雨量124.2毫米，
为攸县柏市镇；1小时最大降雨量出现在1日9
至10时的宁乡洞庭桥水库，达49.1毫米。据气
象预报，3日至5日， 省内又有一次降温降雨过

程，局地可达大暴雨。
灾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明确

要求严格落实责任、突出防范重点，确保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进一步做好当前强降雨防范工作。
省减灾委、 省民政厅6月1日下午召集相关处室
干部员工，传达学习省领导重要指示精神，研究
部署安排当前抗灾救灾工作， 要求加强应急值
班，主动与气象、防办、农业、国土等部门加强沟
通协调和灾情会商，第一时间向民政部和省委、
省政府上报灾情信息数据。 通过电话、QQ、微
信、手机短信等方式，加强对市、县两级防灾救
灾工作的指导，检查督导汛期值班值守工作。

湖南日报6月2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
讯员 黄勇华）今天，长沙海关发布消息，湖
南进出口企业突破一万家，其中中小型企业
占比最大。

据统计，今年1至5月，全省范围内新增
注册登记的进出口企业963家， 同比增长
20.9%。截至5月31日，我省进出口企业总数
达到10403家，其中，国有企业46家、股份公
司276家、有限责任公司9323家、私营企业
758家。长沙海关表示，有限责任公司和私
营企业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共同构成了湖
南外贸企业的主体。

长沙海关分析认为，今年以来，国际经
济改善和我省外贸整体回稳向好为进出口

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大环境，该关“放管
服”改革不断深化为企业开展进出口贸易增
加了动力，受益于此，全省新增进出口企业
呈现“井喷”之势。“目前，企业办理海关注册
登记只需提交2项资料，如资料齐全，手续完
备，当天便可取得注册登记证书，办理时限
由原来的5个工作日缩短为1个工作日。”

为了让新的外贸企业熟悉海关法律法
规，长沙海关加大了培训力度，前五个月共
举办相关业务宣讲60余次、 为企业开展上
门服务140余次。

企业数量增加和能力提升带动了贸易
增长。今年1至4月，我省进出口总值603.9亿
元，同比增长57.4%。

湖南日报6月2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屈晓珊）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来临。今天，国
网长沙供电公司“电雷锋”服务队对长沙各高
考考点的电力线路及设备进行了地毯式特
巡，全力保高考供电。

为确保高考期间安全可靠供电， 国网

长沙供电公司高度重视、提前部署，制定了
高考及评卷保电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明
确保电范围、措施，并层层落实责任，将具
体保电任务分解落实到人； 对涉及高考保
电的线路及设备进行专项巡视， 充分利用
红外成像等带电检测技术， 及时发现并处

理设备缺陷和隐患；加强应急准备，为应对
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高温、 雷雨天气和特
殊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 提前备足抢修材
料，安排专用抢修车辆和发电车，抢修队伍
24小时待命。

考试当天，长沙供电“电雷锋”服务队还
将在各考点供电线路互联点、 外破隐患点等
重要位置进行蹲守，并进行全线巡视，确保供
电工作万无一失。

湖南日报6月2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
员 潘胜亮 徐晓宇 ）6月2日， 岳阳市启动
2017年“爱心送考”大型公益活动。城区将有

800辆社会车辆加入“爱心送考”行列，高考
期间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坐。

活动现场，参与“爱心送考”车辆的驾驶

员纷纷在车上贴上相关车贴，并共同承诺，做
到文明驾驶、安全送考，确保考生快捷、准时
抵达考场。 岳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政委殷
瑛表示， 交警部门将对爱心送考车予以优先
通行，并加强考场周边交通疏导和管控，全力
为高考保驾护航。

省政府通报2016年度土地卫片执法监督检查情况
宁乡耒阳资阳被警示约谈

培养细分行业“隐形冠军”

湖南实施小巨人企业培育计划

长沙全力确保高考供电

岳阳800辆爱心送考车待发

7市州18县市遭受洪涝灾害

湖南进出口企业突破万家

湖南日报6月2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姚翠翠）今天，湖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与湖南省
演艺集团“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交流战略合作协
议在长沙签约。下半年，双方将携手开展“亲情
中华·纯粹中国·魅力湖南”赴芬兰、奥地利、荷
兰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和独具魅力的湖湘文化风情。

据介绍，本次合作将省侨联“亲情中华·

魅力湖南”对外文化交流品牌与省演艺集团
“纯粹中国”精品演艺项目进行资源整合，共
同打造“亲情中华·纯粹中国·魅力湖南”对
外文化交流品牌。双方将在节目质量、出口
渠道等方面充分进行资源整合，并将在下半
年出访芬兰、奥地利、荷兰等国开展文化交
流活动，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和湖湘文
化走向世界。

湖南日报6月2日讯（记者 刘跃兵）6月
1日下午， 永州市中小商贸流通企业服务中
心挂牌运营。

近年， 永州市中小商贸流通企业迅速发
展，成为流通业的主体，在扩消费、保民生、促就
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决中小商贸流
通企业普遍面临的融资难、人才缺乏、技术支撑

不力、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该中心应运而生。
该中心主要为从事商贸流通、 餐饮住

宿、仓储物流、商务服务及居民服务业中的
中小企业，从事境外投资的中小企业，和商
贸服务业领域的个体工商户服务。实现信息
发布、形象展示、服务对接、信息咨询、数据
统计、运行监控和绩效考核等多重功能。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益阳办事处运行

益阳进出口企业可在本地报检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致富路上，公公儿媳“接力”

永州中小商贸流通企业服务中心运营

省侨联与省演艺集团携手合作

湖南省检察院依法决定对周符波立案侦查

荩荩

（上接1版）
随着人类基因组密码的破解和单细胞全

基因组扩增技术迅速发展，2013年7月，世界首
批经大规模平行测序技术的胚胎植入前遗传
学诊断/筛查试管婴儿在中信湘雅诞生。 同年
的“欧洲生殖医学年会”上，这一成果得到国际
广泛认可。胚胎植入子宫前筛除染色体非整倍
体，可在孕前阶段杜绝一些遗传病、染色体病
和基因病患儿的妊娠，提高了试管婴儿的着床
率和活产率。

不过， 常规技术只能诊断染色体非整倍
体， 无法识别胚胎的染色体是否发生了易位。
也就是说，染色体易位人群，无法阻断该基因
向子代传递。 这个人群并不鲜见， 发生率为
1/500至1/1000， 多因不育或多次流产而确

诊。
针对这一全球性难题，团队从香港引进了

染色体显微切割技术人才，与新一代测序技术
相结合，建立了微测序技术，确定结构异常染
色体产生断点的具体位置信息，从而鉴别出完
全正常胚胎，植入子宫，生下健康宝宝。

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中，性细胞蕴藏着无
穷的遗传奥秘。它携带着父体和母体的遗传信
息，也可能有致病基因突变，甚至将来罹患恶
性肿瘤的宿命。

“我们在追溯恶性肿瘤患者家人健康状况
时， 常常发现他们的家族成员也有相关病史。
其中一部分为遗传性肿瘤，家族中的成员携带
有导致肿瘤高发风险的致病突变，他们不仅面
临较高的患癌风险，也意味着遗传给后代的可

能性。 ”林戈对此忧心忡忡。
由此，肿瘤学与生殖医学交叉形成一门新

兴学科———肿瘤生殖学。 2015年，团队缔造了
中国首例“无癌宝宝”，成功将视网膜母细胞瘤
的遗传基因阻断在孕前。

目前，该院可进行遗传咨询检测55种遗传
性肿瘤疾病。不过，林戈也表示，恶性肿瘤的发
生除遗传因素外， 还与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因此“无癌宝宝”是指排除了家族中高风险致
病因素的宝宝， 降低了恶性肿瘤的发生率，而
不是未来一定不发生癌症。

“对遗传病的阻断，也是老一辈技术人员
一直追寻的目标。”林戈介绍，团队前身于1978
年由我国医学遗传学奠基人卢惠霖教授和生
殖医学家卢光琇教授创建，未来不仅要实现对
更多致病基因的遗传阻断， 还将朝着编辑、改
造基因的目标前进，改变人类生育格局。

给胚胎“看病”，有效阻断200多种遗传病

湖南日报6月2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
讯员 江勇 黄丽萍）昨天，衡阳市人大系统
启动人大代表为民履职脱贫攻坚“五个一”
行动， 全市将组织1.3万余名国省市县乡五
级人大代表，围绕产业扶贫、安居扶贫、金融
扶贫、 创业就业扶贫、 教育扶贫等10项任
务，服务全市脱贫攻坚大局。

据悉，“五个一” 行动将采取集体组织、
人大代表个人实施、多名人大代表联合实施
和建立人大代表扶贫工作基地（站）等形式。
“五个一”分别为：100余名企业家代表联村,
组织100余名企业家代表开展“百企联百
村”行动，帮助贫困村发展农业生产，壮大集
体经济；1000余名领导干部代表包户, 组织
1000余名领导干部代表包1000余户特困
户，帮助特别困难的农户解决生产生活中的

实际困难；1000余名专业技术人员代表解
难， 组织1000余名教科文卫系统代表结对
1000余户贫困户开展“四送”活动，帮助村
民解决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等方面的实际
需要；10000余名农民代表结对， 组织
10000余名农民代表结对帮扶10000余户
贫困户，帮助困难群众查找致贫原因、制定
扶贫措施、引导脱贫致富；1000余名人大工
作者帮困， 组织1000余名人大工作者对贫
困户进行“一对一”帮扶，重点解决困难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实际问题。

衡阳市人大相关负责人介绍，“五个一”
行动将按照衡阳市《关于实施精准扶贫加快
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要求，结合人大
系统“三学三争”主题实践活动，持续深入开
展到2018年底。

衡阳人大系统“五个一”助力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6月2日讯 （通讯员 林俊 记
者 彭雅惠）今天，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宣
布，该局益阳办事处正式运行，今后，益阳企
业在“家门口”就能完成所有报检程序。

大通湖闸蟹、 桃江的竹木、 安化的黑
茶……算得上湖南出口商品“小明星”，但
它们“走出去”并不容易。由于益阳没有正
式的检验检疫机构，当地进出口商品检验
检疫由韶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负责，企业
难免“多跑腿”。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是一个地区对外
开放的窗口和重要标志，也是发展外向型经
济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 湖南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局长杨杰表示，益阳的许多特色产

品，如农产品等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为便
利企业扩大出口，国家质检总局决定在益阳
设立检验检疫机构，依法担负益阳企业出入
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和进出口商品检验
及监督管理工作，并设立湖南检验检疫技术
中心分中心，提高当地进出口食品农产品检
测技术水平。

运行首日，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益阳
办事处就为当地茶企出口俄罗斯的22.6吨
茶叶签发了检验检疫证书，并为另一批出口
斯里兰卡的绿茶开具原产地证书。 今后，该
办事处还将持续为益阳进出口企业开展专
业培训、宣讲外贸优惠政策等，积极培育外
贸竞争新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