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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记者 彭雅惠）今
天，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数据：7月
份，湖南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1.5%，
环比上涨0.3%。 同比、环比涨幅均达到今年自
2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纳入统计的“八大类”价格中，除了食品

烟酒价格同比略降0.2%， 其余全部上涨。 其
中，医疗保健、居住、教育文化和娱乐是推高
我省CPI的重要“推手”。

从具体消费品和服务项目看， 持续高温下，
蔬菜粮食出现普遍涨价，7月份，我省鲜菜、鲜瓜
果、 粮食、 酒类价格分别同比上涨8.6%、6.2%、

2.0%、3.5%，多月连续降价的蛋类也由降转升，但
猪肉价格同比下跌14.4%， 影响全省CPI下降约
0.54个百分点，大大减轻了居民“菜篮子”负担。

此外， 毕业季的到来令租房市场需求旺盛，
暑期旅游也进入高峰，因此，7月份全省房租价格、
旅游价格涨幅突出，同比分别上涨4.5%、5.9%。

� � � �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记者 周月桂）受持
续高温天气影响， 我省蔬菜市场处于“伏缺
期”，目前蔬菜市场上基本难见售价每500克2
元以下的蔬菜。 省商务厅市场运行监测显示，
2017年第32周（8月2日至8日），我省蔬菜零售
均价6.3元/公斤，比上周上涨1.29%。

记者今天走访了长沙市开福区福城路农
贸市场， 发现每500克1元左右的“1元菜”
已不见踪影， “2元菜” 也相对较少， 大部
分蔬菜售价每500克都在3元以上， 青椒、 丝
瓜、 苦瓜、 茄子、 藕、 西红柿等每500克都
在4元左右。 据省商务厅监测， 8月2日至8

日， 重点监测的30个蔬菜品种， 23涨6降1持
平， 其中黄瓜和芹菜零售均价分别上涨
5.95%和4.25%， 其他品种蔬菜价格波动幅度
均在4%以内。

省商务厅分析， 近期天气炎热， 蔬菜储
存期短， 运输与销售期间腐烂浪费极大， 蔬
菜流通成本增加， 市场蔬菜零售价格因此有
所上涨。 目前蔬菜仍处于“伏缺期”， 蔬菜
生产量下降， 而市场消费需求量并未减少，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仍将呈季节性小涨态势。

� � �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记者 周月桂） 立秋
“贴秋膘”，8月以来，猪肉需求有被拉动起来的倾
向， 肉类零售均价略涨。 省商务厅监测显示，
2017年第32周（8月2日至8日），我省市场鲜猪肉
零售均价24.2元/公斤，上涨（环比）0.08%。

记者走访农贸市场发现， 目前市场带皮
猪肉每500克售价多在12元至13元左右， 与
上周差别不大； 精瘦肉每500克15元左右，
比上周涨了2元。 省商务厅分析， 经过前段
时间猪价的下跌， 市场前期压栏的猪源逐步

被消耗， 市场的生猪供给有所减少， 8月以
来生猪价格保持小涨的态势， 受生猪价格上
涨的影响， 市场终端猪肉价格开始略有回
升。

当前正处于立秋时节， 立秋“贴秋膘”
的习俗以及食品加工厂提前备货， 使得猪肉
消费需求有所提振。 不过， 目前天气炎热，
猪肉消费仍处于淡季， 预计猪肉价格有上涨
的空间， 但波动幅度不会太大。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张俊青 贺文英

“感谢及时查处了村里的‘蛀虫’，有
了这次教训，相信他们再不敢乱来……”

近日， 面对县纪委工作人员回访，不
久前举报村干部套取五保资金的安化县
龙塘乡六和村村民激动地说。

今年来， 安化县纪委坚持问题导向，
以心换心，化堵为疏，有效化解了一批影
响群众利益与社会稳定的信访问题。 上半
年，全县共受理信访举报504件，办结468
件，办结率92.9%。

聚焦难点，快查快结
安化是山区大县，地域广、人口多，社

情民意较为复杂。
今年来， 安化县纪委聚焦重点难点，

将违反换届纪律、涉及扶贫领域和农村纪
检监督信访举报集中办理专项行动等三
方面信访举报， 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
凡是这方面的信访举报，在违纪事实确凿
的情况下，一律严格问责，绝不“捂盖子”、

“护犊子”。
4月5日，县纪委收到渠江镇大安村关

于违反换届纪律的举报后， 立即进行初
核，第二天就对参与违规饮酒、发烟的3名
村干部立案调查，村民们纷纷点赞。

“对于每一位上访群众，我们都认真
对待。 他们提供的信息，有可能就是查处
腐败的关键线索。 ”安化县纪委常委、协管
信访工作的夏新建表示，自己每天都会安
排时间接访，这是了解基层社情民意的最
直观方式。

为了不放过每一个问题线索，县纪委
提前预判信访举报趋势，对各乡镇信访问
题进行摸排，按“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
个班子、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要求，把
问题解决在村社区“两委”换届之前。

案件一经受理，实行快查快处。 对一
般信访举报件的办结时间，从过去的15天
缩短为7天； 对涉及违反换届纪律的举报
件，办结时间为1至3天；对涉及扶贫领域
内的案件，由县纪委提级办理。 今年上半
年，全县越级信访下转件同比大幅下降。

挂牌督办，压实责任
“乡镇党委书记对主体责任认识不到

位……”
“越级信访、重信重访一直居高不下，

没有主动采取有效措施，再不整改将严肃
追责！ ”

4月13日，在安化县纪委会议室，县委
常委、县纪委书记邓友良正对信访居高不
下的两个乡镇的党委书记、纪委书记进行
约谈。

向基层传导压力，县纪委对有关乡镇
“亮黄牌”实行挂牌督办，对疑难信访案件
实行包案制，由所在乡镇的党委书记和纪
委书记包案， 县纪委进行指导与业务把
关，形成合力，共同解决。 2016年来，县纪
委挂牌督办的案件有28件，目前已息访17
件； 对20件疑难信访案件实行领导包案，
目前已息访13件。

同时，对乡镇、县直各单位的信访举
报处置工作进行排名，对越级信访举报和
重信重访等三项指标实行每季度一通报，
尤其是在换届选举期间，对涉纪村级信访
举报情况实行一周一通报。 2016年来，县
纪委共问责处置信访不力人员9人，约谈7
个乡镇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促进各级采
取积极措施，以心换心化解矛盾。

信访听证，释惑解疑
“你反映的这些问题，我们会用最快

的速度办理。 ”
在东坪镇，镇党委书记廖小寒接待群

众来访后，立即找到镇纪委书记彭富安商
量处理方法。

“开门接访，定期下访。 ”廖小寒介绍，
党委书记接访，变“坐”为“行”，将办案阵
地前移，是东坪镇贯彻落实安化县纪委要
求“将信访解决在一线”的举措。

今年来，安化县纪委开展农村基层信访
专项行动，督促乡镇纪委开门接访，乡镇本
级受理信访举报287件， 较去年同期增加
65%，占全县信访总量的56.9%。 针对案件已
办结，但信访人对调查过程不了解、对处理
结果不满意仍上访缠访不止的情况，县纪委
导入信访听证机制，大家齐聚一堂“面对面”
沟通，疏通矛盾、消除疑惑、息诉罢访。 东坪
镇颜家村、 田庄乡竹坪村等2起多年信访问
题，就通过公开听证息了访。

“大禹治水变堵为疏，信访举报工作
也是如此。 只要积极认真对待、化解矛盾，
也将呈现良性循环。 ”邓友良表示，未来安
化县将通过“互联网+监督”对涉腐涉纪案
件“大扫描”，同时积极回应群众诉求，提
高办案质量，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真正为
群众架起“连心桥”。

� � �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记者 李治 通
讯员 鞠文霞 熊毅 ）今年以来，长沙县财
政税收增势强劲， 工业经济持续回升，服
务业发展态势良好， 农村经济平稳运行，
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稳定性不断增强。 记
者今天获悉，该县上半年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613.1亿元，同比增长11.2%；完成工业总
产值1453.4亿元，增长11.6%；完成财政总
收入140.6亿元，增长20%。

上半年， 长沙县工业经济强势复苏，
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不含上汽大众)279.9
亿元，增长达12.8%，超额完成市对县考核
任务（10%）。 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电
子信息三大支柱产业合计完成产值
1010.3亿元，同比增长11.6%，占规模工业
总产值的76.5%。 特别是汽车及零部件产
业强势增长，预计全年产值增幅可超30%。

该县正积极推进“二次创业”，全力打造

长沙东部开放型经济走廊。人民东路东延线
与黄金大道（S207）南延线“十字架”主干道
路网已经形成。 金阳大道、机场联络线南延
线（S210）、空港城片区道路等临空基础设施
建设快速推进。 临空产业招商成效明显，上
海百联奥特莱斯、 普洛斯长沙空港物流中
心、顺丰物流园等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黄花
综保区正式封关运行，以最快的速度取得了
海关监管代码和统计代码，平台功能逐步完
善。综保区内在谈项目近100个，已签约项目
27个,�近100家公司在园区办理工商注册，
雅娜购、麓客物流、伟尔达、中国银行等15个
项目已投入运行。

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长沙县委书
记曾超群表示，下半年将牢牢坚持“县区
一体、服务至上、领导联点、项目为王”的
原则，立足长远推动县区一体、融合发展，
力争保持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全面飘红。

� � �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石磊 林波） 今天12时45分， 编组40
辆、 满载2400吨柴油的救灾专列86805次从
岳阳路口铺站驶出， 将在20小时后抵达四
川皂角铺车站， 并将及时转运至地震灾区。

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地震后，
抗震救灾车用柴油紧缺。 为满足灾区用油
需求， 广铁集团迅速联系中石化公司， 在

湖南地区最大的油品发运站———岳阳路口
铺车站组织紧急装运车用柴油。

为加快装车速度、 确保专列及时开出，
铁路部门采取优先提报计划、 优先安排车
辆、 优先挂运上线等多种措施， 压缩其他
汽油和煤油装车， 优先柴油装车， 确保最
短时间内装运、 编组完毕。 广铁集团还将
视灾情需求， 继续组织开行救灾专列。

� � � �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勇） 8月9日， 长岭炼化调拨内部
油品资源， 运销、 储运、 生产部门紧密配
合油品销售华中分公司， 将第一批40车共
2400吨柴油紧急发往四川绵阳市皂角油
库， 为九寨沟7级地震救灾供油。

接到紧急抢运装车任务后， 长炼生产、
计划、 储运、 销售等部门按专业职能落实
相应责任， 加班进行有关数据对接， 用最

短时间完成油品装车、 发运票据办理， 储
运、 装油单位对发往四川灾区用油优先洗
车装车， 确保第一时间将油品正点发往灾
区。

目前， 长炼炼油加工量已达每天2.26
万吨， 加大马力优化生产各类油品， 并与
油品销售华中分公司、 铁路部门进行实时
沟通联系， 备足油品及运输资源， 随时为
地震灾区发送后续批次油品。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张吟丰 王果

检察官在审查一起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
案时， 发现还有7名漏网犯罪嫌疑人， 涉案
金额高达1.1亿元， 遂立案监督。 近日， 该案
7名被告人因犯销售假药罪、 销售伪劣产品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其中， 主犯
崔素峰、 张科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十年， 并处罚金。

2015年7月25日， 公安部门在湖南省湘
乡市、 邵东县两地一举抓获销售“伟哥” 类

保健品的犯罪嫌疑人13人。 2015年8月31日，
湘乡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
依法将朱望初等13人批准逮捕。 湘乡市检察
院检察官仔细审查卷宗材料， 对案情进行进
一步梳理和分析， 发现案卷中朱望初的银行
账户、 手机信息、 QQ聊天记录等证据显示，
其与贵阳崔素峰联系密切， 仓库内的部分假
保健品都是从崔素峰处购进， 崔素峰等7人
也涉嫌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犯罪。

2015年11月16日， 湘乡市检察院向公安
机关发出 《通知立案决定书》， 监督公安机关
立案， 并通过召开联席会等方式引导公安机关

侦查取证。 2015年12月， 公安机关在贵阳抓获
以崔素峰、 张科为首的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的
生产商7人， 当场缴获假保健品40余种。

经查， 2014年， 崔素峰、 张科在未取得
药品经营资质的情况下， 先后雇用宋某、 赵
某等5人在贵阳一小区从事所谓药品的销售
工作。 后经检验， 2种药系假药， 27种性保
健品属劣质性保健品。 据承办人介绍， 崔素
峰等人销售的各类假药和性保健品等涉案物
品金额已高达1.1亿元。

记者了解到， 朱望初等13名被告人全部
获刑， 并处罚金。 2016年12月13日， 湘乡市
检察院对崔素峰、 张科等7名被告人依法向
法院提起公诉。 近日， 湘乡市法院依法作出
一审判决， 7名被告人全部被判处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怀化市纪委25家
派驻纪检组授牌成立

实现对70家市一级
党和国家机关的派驻全覆盖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记者 雷鸿涛）8月
10日，怀化市纪委派驻机构全覆盖工作会议在
怀化市召开，25家市纪委派驻纪检组正式授牌
成立，实现对70家市一级党和国家机关的派驻
全覆盖，授权监督102家市直副处级以上单位。

派驻机构全覆盖，就是要把监督的触角延
伸到各个地方、部门和单位，使所有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受到应有的监督。

今年以来，怀化市积极推进派驻机构全覆
盖改革，市委先后4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 7月
12日，怀化市委印发《关于加强市纪委派驻机
构改革的实施意见》， 明确市纪委派驻机构由
市纪委直接领导、统一管理，向市纪委负责并
请示报告工作，并对派驻机构职责权限、工作
关系、管理保障等进行了规范。

记者在会上获悉，突出抓好扶贫领域监督
执纪问责工作，围绕扶贫资金、项目等重点环
节加强监管， 是派驻纪检组当前重点工作之
一。此外，涉矿领域腐败问题、高档接待用酒背
后的腐败问题、公职人员欠贷等问题，也是派
驻纪检组当前监督问责的重点。

� � � �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刘微）“在新的时代， 企业信息化
也在发生重大升级，可以简单概括为‘上
云’。 ”今天下午，主题为“企业上云行动大
会暨用友云百城巡展” 系列活动来到长
沙，来自不同规模企业的企业家及业务部
门负责人上百人一起探讨如何迈上“云
端”，创变未来。

据了解， 企业上云已经成为一个趋
势。 今年4月，工信部出台了《云计算三年
发展行动计划（2017-2019）》，目前，全国
多个重要城市陆续出台了企业上云计划。

云计算将加速企业变革，推动企业业务创
新、管理变革和IT简化，帮助企业实现增
长收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控制风险。

用友云是中国最大的企业服务产业
共享平台， 致力于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
推动企业互联网化、金融化。 为了更好推
动企业上云，用友公司活动现场推出百万
元现金优惠补贴。 同时，用友云也联合华
为云、三一根云以及百度云等生态链的合
作伙伴一起， 发起企业上云生态联盟，以
整合资源，提供企业上云过程中所需的一
切服务。

� � �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金慧 姜珺）今
天，省民政厅庆祝建军90周年军休干部演
讲朗诵比赛暨“百校百讲坛”启动仪式在
长沙举行。

本次选拔赛以“军魂永驻”为主题，分为
演讲、朗诵两个部分，来自全省各市州的22名
军休干部参加。两个多小时激烈的角逐中，气
氛紧张而热烈，老同志们英姿飒爽的台风、激
昂豪迈的表达，收获了一阵阵的掌声。

“百校百讲坛”最早由长沙市雨花军

休所发起，今年，省民政厅决定加强推广，
以“传承红色情·弘扬正能量”为主题，成立
宣讲团，深入全省各地，宣讲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军队的光荣传统等。

文化军休是湖南军休的一个特色品
牌，近年来，全省军休通过不断创新文化
载体，整合文化资源，探索了“以文促建、以
文促养、以文促为”的新路子，充分发挥了
军休干部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
势，为社会传播正能量。

7月湖南CPI同比上涨1.5%
买菜、租房、旅游都贵了

农贸市场不见“1元菜”
“伏缺期”致菜价上涨，后期蔬菜价格仍呈季节性小涨态势

立秋“贴秋膘”，肉价微微涨
预计猪肉价格仍有上涨空间，但波动幅度不大

从严治党在路上

以心换心 化堵为疏
———安化县纪委架起群众信访举报“连心桥”

打造长沙东部开放型经济走廊

长沙县上半年GDP突破600亿元

迈向“云端” 创变未来
用友云百城巡展活动来到长沙

全省军休干部演讲朗诵比赛在长举行

销售假药和劣质保健品1.1亿元

7名“漏网之鱼”被检察机关追诉

长炼2400吨柴油紧急发往四川灾区

铁路部门紧急抢运
开出专列驰援九寨沟灾区

� � � � 8月10日，小学生在通过电子监控屏了解交通管理及安全出行知识。 当天，通道侗族
自治县交警大队开展“展交警风采，保学生平安”警营开放日活动，为学生及家长讲解交
通手势、交通标志等知识，增强他们的安全意识。 杨祖广 摄

进警营 学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