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6日讯 （记者 李国斌）7月5
日，由湖南省新媒体协会、一点资讯联合举办
的“新媒体传递湖湘正能量———一点资讯湖
南区域主题发布会”在长沙举行，共同探讨如
何规范和促进湖南政务新媒体健康发展，善用
“网动力”助力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建设。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信息传
播方式和人类沟通协作模式，也为社会治理
开创了新空间。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新媒体＋政务”工作，省委网信办指
导推动全省各级各部门开通政务微博账号
4000多个、政务微信账号1000多个，共同构

筑起粉丝总数超过6000万的“湖南微政务”
新媒体矩阵， 一条依托政务新媒体倾听民
意、服务民生的路径正在全省逐渐成形。

此次发布会以“新媒体传递湖湘正能
量”为主题，省网信办副主任、省新媒体协会
常务副会长李球，一点资讯、凤凰网联席总
裁陈彤等，相继就如何讲好湖南故事、传播
湖南好声音、传递湖湘正能量发言。会上，湖
南省新媒体协会发出新媒体文明报道倡议：
严守“七条底线”，不违法、不违规；严把信息
来源，不造谣、不传谣；严格内容审核，不炒
作、不渲染。

善用“网动力”助力新湖南建设

湖南日报7月6日讯 （记者 王曦 ）今天
下午4时许， 随着从柬埔寨金边起飞的中
国民航包机降落长沙黄花机场，74名在柬
埔寨金边、贡布抓获的犯罪嫌疑人被顺利
押解回湖南。办案民警告诉记者，这是湖
南公安机关第一次出境侦破的特大新型
网络犯罪案件。

2017年2月，长沙浏阳市连续发生4起受
害人在微信上与陌生人聊天，被要挟敲诈勒
索的案件，敲诈金额在1至4万元不等。接案
后， 长沙市公安局组织精干力量展开侦查，
初步调查发现： 该团伙专门针对特定群体，
首先非法获取受害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家
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继而添加受害人为好友

后进行聊天。 在设法获取受害人不雅照片
后， 以公布其信息和不雅照片为名实施敲
诈，敲诈成功后，再在福建漳州或柬埔寨取
现。涉案受害人达800余名，涉及湖南、广东、
江苏、甘肃、吉林等20多个省市，涉案价值
1200余万元。

群众利益大于天， 为彻底破获此案，
我省立即成立专案侦查指挥部， 由省公
安厅副厅长李介德，长沙市副市长、市公
安局局长唐向阳任指挥长， 省公安厅刑
侦总队总队长赵剑等任副指挥长， 从省
公安厅刑侦总队和长沙市公安局等单位
抽调精干力量联手开展工作。经过4个多
月的缜密调查， 警方全面查清了该团伙

组织构成， 明确了50余名主要涉案犯罪
嫌疑人。 该团伙主要活动地在柬埔寨金
边、贡布等地，组织严密，分工明确。

6月21日，由湖南、四川、河南等地民警
组成的工作组赴柬埔寨追查犯罪团伙窝点，
查找犯罪嫌疑人。经过10天异国他乡的艰苦
侦查， 成功掌握犯罪嫌疑人在境外的6个犯
罪窝点，一一锁定犯罪嫌疑人。

7月1日，警方在柬埔寨金边、贡布和境
内福建漳州等地统一收网，一举抓获犯罪嫌
疑人77人（55男22女），其中境外抓获74人，
境内抓获3人，查获现金166万元，查获一大
批手机、电脑、银行卡等作案工具，一起新型
网络犯罪专案成功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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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公安首次出境侦破
特大新型网络犯罪

包机押解74名犯罪嫌疑人回湘， 涉及20多个省市， 案值1200余万元

长沙优秀创业项目
走进深圳

湘深共建大企业双创联盟生态
湖南日报深圳7月6日讯（记者 熊远帆）让

长沙优秀创业项目走进深圳接受投资人挑选，
把深圳的好项目引进长沙进行孵化。今天，由长
沙经开区、 三一集团等单位主办的“深湘联动
创新引领———产业新动力双创联盟2.0峰会”
暨三湘汇大型创业路演活动在深圳举行。

会上，来自三一集团三一众创、华润置地
润加速、德赛纳微创谷、TCL创客空间、四川
长虹控股集团长虹众创工场、 中国电信创新
孵化（南方）基地、航天科创、中电港萤火工
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双创企业代
表上台， 签署了产业新动力双创联盟2.0协
议，共建大企业双创联盟生态。

该联盟将这些大型企业汇聚起来， 招募
创业项目、投资、联合孵化，并以联盟名义举
办各类产业对接活动， 集聚大企业产业资源
优势和研发制造优势，跨省联动互通有无，集
合各地优势资源，吸纳外部创新创业力量，帮
助创客群体、创业项目成长，助推大企业走向
以产业创新为主要特征的双创时代。

在路演环节， 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机构
对优力电驱动的“智能云”动力电池平台、数
字遥感科技的实景3D建模、有位智能的侧方
位双层智能立体停车库、 九天微星的小卫星
总体设计等项目进行了专业的点评并发出投
资意向。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
员 杨丁香 谢国成）7月6日， 人保江华分公
司工作人员来到江华瑶族自治县小圩镇金
田村周锡华家，启动理赔程序。“像周锡华这
样的情况，可以赔付5万元。”保险公司调查
员钟湘华说。

7月4日下午， 建档立卡贫困户周锡华在
家门口跌倒摔伤， 造成无意识大小便失禁，因
医治无效，当天晚上去世。据了解，这是该县今
年5月底为10万贫困瑶胞启动的扶贫“特惠
保”后，启动理赔程序的第一单。

江华是国家级贫困县，2014年建档立卡

贫困户28363户、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3799
名。在成功实施产业扶贫、金融扶贫等多项举
措后，今年初，该县又推出保险扶贫，着力解决
因意外事故、因病因灾致贫、返贫等问题。出台
扶贫“特惠保”工作方案，采取政府引导、市场
运作的模式，由中国人寿保险、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中国人民人寿保险公司具体操作，本着
保本微利的原则，尽最大可能确保投保贫困户
利益。在每人60元保费中，贫困人口只需缴纳
6元保费，其余54元由政府补贴。截至5月底，县
政府已经整合涉农资金560万元投入扶贫“特
惠保”。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创新做法

江华推出保险扶贫
10万贫困瑶胞享受“特惠保”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廖声田 通讯
员 何婕 杜杰）7月6日， 在江苏举行的2017
亚太地区旅游市场营销研讨会上，张家界市
副市长欧阳斌作题为“创新：张家界旅游营
销的灵魂”的演讲，引发与会的亚太地区旅
游界精英热议。

张家界自1988年因旅游建市， 在拥有
世界绝版峰林景观的基础上， 先后开发了
中国第一条旅游漂流茅岩河漂流、 亚洲最
大溶洞九天洞、 世界极限运动圣地天门山
等景区。九重天土家吊脚楼、百龙电梯、大
峡谷玻璃桥等景点创下多个世界之最。

近年来，张家界先后策划了飞机穿越天
门山、一亿元投保石笋、阿凡达事件等主题
营销，带来全球影响。今年，“直播苏木绰”让
土家民风民俗声名远播，今年6月举行的“首
届国际网红直播旅游节”， 通过国内外热门
网红，面向全球传播旅游产品，开世界旅游

营销传播之先河。
同时， 张家界还先后承办了5届中国湖南

国际旅游节、3届国际乡村音乐周、2届湖南旅
游商品博览会、首届国际旅行商大会，连续举
办了18届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6届张家界
旅游商品博览会，以重大活动赢得全球关注。

据了解，此次研讨会由联合国世界旅游
组织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点管理与监测中
心主办，20多个成员国与会， 张家界作为国
内8个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点唯一城市代
表，应邀作经验推介。

“张家界旅游营销是中国旅游营销的典
范。” 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点
管理与监测中心主任保继刚表示，张家界从
名不见经传到享誉国内外，旅游人次从1989
年的56.55万增加到去年的6143万， 成功的
旅游营销“功不可没”，值得各地区旅游目的
地学习与借鉴。

不到30年，旅游人次从56.55万增加到6143万
“张家界经验”引发旅游界精英热议

空中抢修南洞庭跨河光缆
7月6日12时，沅江市共华镇南洞庭芦苇场黄土包河段，益阳移动沅江分公司维护人员

利用滑索在湖面上空布放光缆。5日15时，益阳移动网络值班人员监测到沅江市南洞庭芦苇
场通信中断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理。目前，周边通信已全部恢复。 高蓉 唐俊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