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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今年6月22日以来， 湖南遭遇了近年来
历时最长、 范围最广、 雨量最多、 强度最
大的降雨过程， 引发了特大洪涝灾害。 面
对灾情， 社会各界慷慨解囊， 截至2017年7

月31日， 湖南省红十字会共接收现金捐赠
295.515458万元， 物资捐赠 21676.9082万
元。 其中20000万元先进医疗设备主要用
于灾区、 革命老区、 贫困山区的医院、 乡

镇卫生院等， 我会将收集各相关医院的需
求情况， 最终由捐赠方考察决定。 现已向
14个市州受灾地方发放非定向捐赠物资约
886.2262万元， 剩余非定向捐赠物资将在

年底前发放到位， 定向捐赠物资将按照捐
赠者意愿发放到位。 非定向捐赠现金将按
照 《湖南省红十字人道救助金管理和使用
办法 （试行）》 的相关规定， 用于救助灾区

遭受突发性灾难的特困家庭或个人、 受灾
群众中有重特大疾病患者的特困家庭或个
人； 定向捐赠现金将按照捐赠者意愿发放
到位。 现将捐赠情况公示如下：

编号 捐赠方名称 物资品名
物资价值
（万元）

已分配去向 后续分配计划

1 中国红十字总会 棉被 22.8 长沙发放1000床价值7.6万元
剩余2000床价值15.2万元， 年
底前发放到位

2 中国红十字总会 夹克衫 8 怀化、 娄底、 自治州、 常德、 新邵、 益阳
3 中国红十字总会 赈济家庭包 46.48 怀化、 娄底、 自治州、 常德、 新邵、 益阳
4 中国红十字总会 棉被 22.5 株洲、湘潭、永州、邵阳、岳阳、长沙、张家界、衡阳、郴州
5 中国红十字总会 服装（冲锋衣） 16.4 株洲、湘潭、永州、邵阳、岳阳、长沙、张家界、衡阳、郴州
6 中国红十字总会 赈济家庭包 23.24 株洲、湘潭、永州、邵阳、岳阳、长沙、张家界、衡阳、郴州

7 中国红十字总会 赈济家庭包 46.48 长沙下发800个价值18.5936万元
剩余1200个价值27.8904万元，
年底前发放到位

8 中国红十字总会 赈济家庭包 69.73 永州、 娄底、 怀化、 岳阳
9 中国红十字总会 赈济家庭箱 50 怀化、 常德、 岳阳、 娄底
10 中国红十字总会 赈济家庭箱 50 怀化、 娄底、 长沙
11 中国红十字总会 赈济家庭箱 50 株洲、 长沙、 益阳
12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连花清瘟胶囊 41.44 长沙、 自治州、 娄底、 永州、 湘潭
13 澳门红十字会 家庭包 14.25 株洲
14 湖南瑞华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阿莫西林胶囊 183.32 常德、 怀化、 邵阳、 娄底、 永州、 岳阳、 益阳、 衡阳
15 湖南瑞华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3.8 常德、 怀化、 邵阳、 娄底、 永州、 岳阳、 益阳、 衡阳
16 湖南瑞华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萘普生胶囊 18.43 常德、 怀化、 邵阳、 娄底、 永州、 岳阳、 益阳、 衡阳
17 湖南军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辣椒罐头 100 长沙、 邵阳、 娄底、 益阳、 怀化、 自治州、 常德、 岳阳

18
湖南省红十字会爱心志愿服
务队

物资 137.8022 长沙城区、 宁乡

19 长沙菩提爱心群 84消毒液 1.08 宁乡
20 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司 防护手套 0.864 宁乡
21 湖南亚大制药有限公司 药品 20.31 宁乡
22 苏州市湖南商会 羽丝绒被 25.6 邵阳

23
湖南金海恒丰医药实业有限
公司

药品 24.582 宁乡

24 中国红十字总会 服装 （冲锋衣） 24.6 年底前发放到位
25 中国红十字总会 毛巾被 16.8 年底前发放到位
26 中国红十字总会 棉被 45 年底前发放到位
27 中国红十字总会 夹克衫 13.49 年底前发放到位
28 中国红十字总会 夹克衫 12.6 年底前发放到位
29 中国红十字总会 毛巾被 16.8 年底前发放到位
30 上海红十字会 床单六件套 41.4 年底前发放到位
31 上海红十字会 医用降温贴 6.91 年底前发放到位
32 上海红十字会 毛毯 7.5 年底前发放到位
33 上海红十字会 棉被 14.7 年底前发放到位

34 美中基金会
世 界 著 名 品 牌 、
多种型号大型医
疗设备

20000
其中1亿元医疗设备定向捐赠给浏阳市人民医院、 中医院 、
妇幼保健院、 社港骨伤科医院等医疗卫生机构， 拟在2年内
完成。

另1亿元主要用于灾区、革命老
区、贫困山区的医院、乡镇卫生
院等， 我会将收集各地区的需
求情况， 最终由捐赠方考察决
定，拟在2年内完成。

35
湖南大爱之都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妇婴产品 500 捐赠方拟在1年内捐给需求人群

合计 21676.9082

序号 捐赠方名称
捐赠金额
（万元）

已分配去向 后续分配计划

1 香港红十字会 29 益阳、 娄底

2 中国红十字总会 86.204314

����将按照《湖南省红十字人道救助金管理和
使用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用于救助灾区
遭受突发性灾难的特困家庭或个人、 受灾群
众中有重特大疾病患者的特困家庭或个人。

3 湖北省红十字会 10
4 重庆红十字会 10
5 成都红十字会 0.1
6 天津市红十字会 10
7 越南湖南商会 21
8 江苏省红十字会 20
9 烟台市莱山区福路救援中心 0.5
10 日照凡杰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0.2
11 肯尼亚湖南商会 7.8697
12 河南省红十字会 10
13 湖南亚大制药有限公司 0.377
14 青海省红十字会 0.1
15 上海市红十字会 30
16 网上零星捐款 2.288635
17 建行芙蓉路支行 1.743209
18 美国湖南商会 6.58
19 省住建厅干部职工 3.5406 “爱心书包项目”专款

此项目在9月底前完成

20 湖南省韶山管理局 0.372 “爱心书包项目”专款

21 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1.86 “爱心书包项目”专款

22 湖南省计划生育协会 1.86 “爱心书包项目”专款

23 湖南仁仁洁国际清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6 “爱心书包项目”专款

24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88 “爱心书包项目”专款

25 湖南省统计局 1.86 “爱心书包项目”专款

26 中南大学工会委员会 6.51 “爱心书包项目”专款

27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 “爱心书包项目”专款

28 中国华融湖南分公司员工个人 1.025 “爱心书包项目”专款

29 湖南经典投资有限公司 9.3 “爱心书包项目”专款

30
中国共产党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委员会组织部

0.835 “爱心书包项目”专款

31 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1.86 “爱心书包项目”专款

32 湖南枫林宾馆工会委员会 0.372 “爱心书包项目”专款

33 中共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关委员会 1.86 “爱心书包项目”专款

34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0.558 “爱心书包项目”专款

合计 295.515458

湖南省红十字会赈灾募捐现金情况统计表
（截至7月31日）

省红十字会接收救灾款物情况公示

湖南省红十字会赈灾募捐物资情况统计表
（截至7月31日）

� � � � 湖南日报8月8日讯（记者 邓晶琎）继共
享单车管理政策出台后， 共享汽车发展也有
了行业规范。 今天，交通运输部、住房城乡建
设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明
确鼓励分时租赁新业态发展， 并要求各地交
通运输部门制定配套政策措施和实施方案。

《指导意见》 将共享汽车定位为分时租
赁，是以分钟或小时等为计价单位，利用移动
互联网、 全球定位等信息技术构建网络服务
平台， 为用户提供自助式车辆预订、 车辆取
还、 费用结算为主要方式的小微型客车租赁
服务。

根据《指导意见》，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应
当会同当地住房城乡建设（规划）部门依据城
市总体规划，制定小微型客车租赁发展规划，
并纳入综合运输体系规划和城市综合交通体
系规划，统筹安排租赁网点和停车场地；加强
小微型客车租赁与不同交通运输方式的换乘
衔接，推进机场、火车站、汽车站、港口等交通
枢纽小微型客车租赁营业网点以及客流密集
区域停车站点建设。

《指导意见》对共享汽车的监管、支付明
确要求，加快信用体系建设，采用安全、合规
的支付结算服务，确保用户押金和资金安全，
鼓励采用信用模式代替押金管理。

记者从省道路运输管理局获悉， 我省将
重点推进高铁站、机场、旅游景区发展汽车租
赁业务，并将率先在客流量较大的高铁站、机
场试点。 目前已制定基本方案，有待省政府批
复。

记者从长沙主要共享汽车运营商了解
到，各平台将根据《指导意见》完善支付结算
服务，确保用户押金和资金安全，积极探索信
用模式代替押金管理。首汽集团Gofun出行长
沙负责人介绍，该平台目前已在长沙投放400
辆车、网点100个，覆盖长沙市区。全部车辆已
加装卫星定位装置， 内部系统实现地理信息
远程监控、车联网和“电子围栏”等智能技术。

共享汽车行业规范出台
湖南将推进高铁站、 机场、 旅游景区发展汽车租赁业务 � � �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雷文明）今天，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城
市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现场推进会。 会议透
露，今年7月份，全省就查处了155万起交
通违法行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公
安交警部门要坚持严管重罚， 持续整治城
市交通秩序。

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周赛保介
绍，我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十一五”期末
的43.3%，提高到2016年底的52.75%，其中长
沙达到了74.38%，城市交通拥堵等问题日益
突出。 与此同时，市民文明意识、守法意识和
规则意识不强，各类交通违法突出，城市交
通文明和信用体系与城镇化水平尚有差距。
7月份查处的全省155万起交通违法行为中，
违法停车超20万起， 违反信号灯通行4.3万
起，查处开车“手机族”4000多起。

为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公安
交警部门要坚持严管重罚， 持续整治城市
交通秩序；坚持精耕细作，科学组织城市道
路交通，以治乱疏堵为目标，全力推动城市
交通系统治理、精细治理、依法治理、科学
治理。 要深入推进交通组织提质工程,合理
设置潮汐、可变、绿波带等专用车道，综合
运用单行、禁左、循环交通等办法。 强化公
交站点、路段进出口、路边停车交通工程改
造，完善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设施，改善道
路通行条件。 全面摸排交通信号灯和标志
标线类隐患， 重点解决信号灯不能统一控
制和配时不科学、不智能等问题。持续开展
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专项治理行动。 科学
制定城市综合交通、公共交通、停车设施等
专项规划，合理定位空间布局。推动实施重
大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机制。

7月查处155万起交通违法行为
公安交警部门将持续整治城市交通秩序

� � � �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赵娟） 今天， “一县一品” 祁东黄
花菜推介会在长沙举行。 通过线上线下联
动的方式， 祁东县将在电子商务平台、 实
体商超同步销售黄花菜， 助力县域经济发
展和农民增收。 推介会由省商务厅、 省供
销社等联合发起。

黄花菜味道香甜、 营养丰富， 尤其适
合女性食用， 保健功能突出。 祁东县县长
胡果雄介绍， 祁东是中国黄花菜的原产地
和全国最大的黄花菜种植地。 目前， 祁东

黄花菜种植面积达16.5万亩， 年产干黄花
菜8万余吨， 年销售额超10亿元， 占据全
国70%以上的市场。

推介会上， 网上供销社等9家电商企
业， 以及步步高超市等6家实体商超企业，
分别与祁东县惠农服务公司签订了线上、
线下合作推广协议。 网上供销社还积极推
动“电商扶贫”， 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
祁东县黄土铺镇民福村30户贫困户的
2500公斤黄花菜， 让他们借助最前沿的
电商通道实现精准脱贫。

祁东黄花菜来长沙推介
线上线下联动销售

� � � �湖南日报8月8日讯（记者 张斌）记者
今天从省纪委三湘风纪网获悉， 湘乡市人
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王建湘涉
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王建湘，男，汉族，1966年2月出生，湖
南省湘乡市人，大学本科学
历，1984年12月参加工作，
199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1995年4月任湘乡市反
贪污贿赂局副局长；1996年
3月任湘乡市反贪污贿赂局
局长；1996年12月任湘乡市
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
察长(1998年10月任正科级
干部 )；2001年12月任湘乡
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
副检察长;2002年10月任韶
山市检察院党组书记、副检

察长、代理检察长;2002年12月任韶山市人
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2012年12月
任湘乡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2016年11月起任湘乡市人大常委会副县
级干部。

湘乡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王建湘接受组织审查

� � �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黎罗清 艾杰 舒向峰）“临湘市桃林镇月山村
原村干部欧湘平侵吞孤儿基本生活补助等资
金， 平江县余坪镇谢坪村党支部原书记胡倘
清贪污危房改造资金、低保款……”8月初，岳
阳市再次向社会公开通报5起扶贫领域违纪
违法典型案件，持续释放“谁动扶贫的奶酪、
谁就要付出代价”的强烈信号。

岳阳市既有国家级贫困县平江县的扶贫攻

坚主战场，又有其他地域性扶贫攻坚分战场，扶
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精准扶贫需要精准监
督，才能有效确保扶贫政策惠及到全市412个贫
困村、35.2万贫困人口。 ”岳阳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李挚表示。 为进一步加强扶贫领域执纪监
督工作，8月2日，该市启动扶贫领域专项巡察工
作，重点对扶贫办、财政、发改、民政等涉及扶贫
领域政策落实、 资金到位以及违纪违法情况进
行靶向巡察，发现问题，形成震慑。

在该市平江县，今年4月就探索开展扶贫领
域专项巡察， 对县扶贫办开展了为期20天的专
项巡察，对脱贫任务较重的4个乡镇开展了专项
检查,掌握问题线索30余条，立案11件，结案10
件，处分12人，还对履行监督责任不力的干部进
行问责，今年来已问责16人。 此外，该县还把加
强扶贫领域执纪监督与“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
专项整治结合，集中开展扶贫项目申报审批、建
设管理、工程招投标等方面的问题整治。

“精准监督”有效护航精准扶贫。 据统计，
今年来，岳阳市共发现“雁过拔毛”式腐败问
题线索120件，受理信访举报85件，立案69起，
处理94人，追缴资金500多万元。

岳阳“精准监督”护航精准扶贫
今年来查处94人追缴资金500余万元

广铁迎暑运
客流高峰
8月8日， 长沙火车

南站， 进站的旅客排起
了长龙。 近期， 旅游流、
探亲流、 学生流等客流
叠加， 广铁集团迎来暑
运客流高峰。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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