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 （记者 孟姣燕）
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湖南省第八届农业机械、矿山机械、电
子陶瓷产品博览会（简称“湘博会”）将于
9月27日至29日在娄底市体育中心举行。

第八届“湘博会”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主
办，以“智能制造、湘品出湘”为主题，设农
业机械、矿山机械、电子陶瓷产品、新兴产
业、地方名优特产品等5个展区，展览面积3
万平方米，展位1500个，将邀请境内外嘉
宾、工商企业、投资商、采购商、供应商、国
内区域合作组织代表参会。

“湘博会”期间，除产品展销外，今年将增

加地域文化展演、农机购销对接会、电子陶瓷
高峰论坛、中国（湖南）—印度经贸合作论坛、
新产品推介展示等多项文化商贸交流活动。

据了解，为扩大产品现场销售，娄底
市政府决定依政策大幅提高对购买农机
者的补贴， 市级累加补贴总限额为700万
元，展会期间按“先购先补”的原则实施。

此前，“湘博会”已在娄底成功举办了
7届，累计签订招商引资项目226个，合同
总投资1126亿元，贸易合同958个，合同总
额188亿元， 已经成为推动湖南制造产业
发展，推进“湘品出湘”和对接“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平台。

智能制造 湘品出湘
第八届“湘博会”9月27日娄底开幕
设农业机械、矿山机械、电子陶瓷产品、新兴产业、
地方名优特产品5个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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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31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黄安怡）今天，长沙市望城区潇湘北路一
侧正在铺设大型管道，2根管径达2.2米的管
道由南往北延伸。 这里是岳麓污水处理厂尾
水排放工程的施工现场，该工程建成后，岳麓
污水处理厂的尾水排放口将从湘江长沙综合
枢纽的上游移至坝址下游， 保护湘江一江清
水。

望城区城投集团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总经理姚志远介绍，望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
视该项目建设， 原计划2018年12月完成，为
落实好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和市委、 市政府的

要求， 项目建设竣工时间提前至2017年底，
工期直接压缩12个月。目前，全线有8个施工
作业面同步推进，双线管道铺设已完成约6公
里。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建成蓄水后， 天然河
道变成水库，湘江长株潭段变成库区，水体流
速减缓，自净能力下降。岳麓污水处理厂排放
尾水水质虽然达标，但存在饮水安全问题。作
为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的重点问题， 岳麓污
水处理厂尾水排放工程可保护长沙市及望城
区的饮用水源安全， 同时也是湘江长沙综合
枢纽工程通过环保验收的前提条件。

据介绍， 岳麓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工程总
投资约9.9亿元，包括尾水提升泵站、尾水排放
管道两部分建设内容。 尾水排放管道工程以潇
湘北路为载体铺设，南起岳麓污水处理厂，北至
沩水河口，全长20.2公里。尾水提升泵站设计规
模近期为45万立方米/天，远期60万立方米/天。

据悉， 岳麓污水处理厂是长沙市最大的一
座城市污水处理厂， 日处理规模约35万立方
米。目前，岳麓污水处理厂正在进行扩容提质改
造工程，改造完成后，日处理污水量将达45万
立方米， 出水水质可由现在的一级B标准提高
至地表四类水标准。

环保督察整改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张辉华

这是一支有着“亮剑精神”的队伍，他们
敢于啃“硬骨头”，忠诚为民，不辱使命；这是
一支有着铮铮铁骨的队伍，他们高擎利剑，让
职务犯罪分子闻风丧胆； 这是一支身经百战
的队伍，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仅27岁，却都战功
赫赫，极富战斗力……他们，就是省检察院反
贪局侦查二室的反腐斗士！

如果涉案人员闭口不言，如何突破？面对
曾被认定为无罪的嫌疑人，如何调查？遇到有
反侦查能力的对手，如何应对？8月下旬，记者
走进省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室， 探寻反贪铁
军炼成背后的秘密。

专啃“硬骨头”
坚守法治办“铁案”

2017年4月28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中院公开宣判某副部级官员余某某受贿
案，余某某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这是10年来湖南检察机关办理的首起
省部级干部职务犯罪案件。 因余某某态度顽
固， 攻守同盟严密， 被称为近年来最难啃的

“硬骨头”。
省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室全体干警克服

涉案时间长、 涉及面广、 异地办案等重重困
难，经过大量艰苦的工作，在案件侦查终结移
送审查起诉前，形成审查讯问（询问）笔录近
500份，证据材料3000余份，证据审查意见近
10万字。案件在公诉机关移送审判后，审判
机关、 余某某及其辩护人均未就证据合法性
等提出任何质疑。

利剑锋自磨砺出。侦查二室，一向以能啃
“硬骨头”著称。近10年来，由侦查二室办理的
湖南中烟公司原总经理周昌贡受贿案、湖南高
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冯伟林受贿案、郴州市原
纪委书记曾锦春受贿案等一系列大案要案，或
因查证受贿金额巨大创历史新高、或因被告被
判处死刑，均在当时被称为“三湘第一案”。一
卷卷厚厚的案卷，一块块“硬骨头”被攻克，都
饱含着反贪干警们大量的心血，蕴含着反贪干
警用证据说话、坚守法治办铁案的坚定信念。

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 具有很强的
反侦查能力， 之前数次被调查都成功逃脱追

究，是名副其实的“硬骨头”。
曾锦春到案后， 该案的重要涉案人员曹

某某已逃到新疆。追逃中，侦查二室接近其正
在玩乐的歌舞厅时，发现其雇佣了8个保镖与
其形影不离。

强攻不行就智取。 办案人员在歌厅上演
了一曲打架斗殴的戏， 曹的保镖被吸引过去
看热闹，而曹本人带着女友乘车离开。办案人
员在半路上将曹抓获， 最终获取了其向曾锦
春行贿200余万元、 帮助曾锦春保管投资款
800万元的犯罪事实。

职业的敏感， 使侦查二室的办案人员总
能在丛生的杂草中发现蛛丝马迹。

2004年8月， 常德某国有企业职工集体
上访，举报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总经理陈某大
量侵吞国有资产，损害职工利益。当地纪委和
检察机关先后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调查， 最终
因证据不足撤案。

此后， 该公司职工依旧不断集体上访。
2008年， 省检察院重启对陈某立案侦查。而
要调查一个曾经被定为无罪的人， 难度可想
而知。

侦查二室的同志们对案卷材料进行了详
细审查， 在226本案卷中发现了一个看似不
起眼的线索：有人曾送给陈某两条狗。

狗去哪了？由此查出了一个狗场。经缜密
侦查发现，狗场是行贿人为投其所好送的，100
多条名犬，都是从各地物色来的。从两条狗入
手，最终撕开了一个重大受贿案件的突破口。

支部建在办案点
纪律严明造“铁军”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
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今年8月下
旬， 从省检察院会议室传出了铿锵有力的声
音， 这是省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室办案点临
时党支部组织50多名办案党员干警，重温入
党誓词，进行政治学习和纪律教育。

反腐败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从事这
项工作的干警，既要有办铁案的勇气和毅力，
又要经受情与法的考验。近年来，侦查二室针
对人员因办案高度分散容易产生“脱管”的情
况，把“支部建在办案点上”，在哪里办案就在
哪里成立临时党支部和党小组。

2015年10月，广西某高官受贿案交给湖南
省检察院承办后，由侦查二室为主体，组成了
70余人的专案组，设立了临时党支部，并根据
办案实际， 在三个办案点成立了临时党小组，
及时了解掌握办案干警的思想动态、开展政治
思想教育、关心和帮助干警成长。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
座堡垒。 临时党支部在抓好案件协调的同时，
把抓好侦查一线党员拒腐能力作为一项重要
任务，组织专门学习，加强办案人员工作和生
活的管理监督，严明工作纪律，建立工作之外
活动的报告制度，防止案外交易和泄密情况的
发生， 从而使整个办案点养成了纪律严明、雷
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
没发现一起办案干警违规行为。

“把支部建在点上，严守钢铁一般的办案
纪律，发扬了湖南检察机关能征、善战、必胜的
光荣传统。”侦查二室主任、党支部书记何再立
说，“很多同志克服困难、任劳任怨、无怨无悔，
体现了办案人员在临时党支部关怀关心下一
心办案的精神风貌。”

“除虫”又“护花”
服务发展勇担当

2015年下半年，省检察院出台《湖南省检
察机关查办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制度（试
行）》，开展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尽可能将
办案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产生的负面影响降
至最低。这项机制，创新了侦查二室办理涉企
案件的方式方法。

湖南中烟公司原总经理周昌贡系列案办
理中，侦查二室挖出了“蛀虫”，企业经济发展
不降反升。“案件查处后，湖南中烟公司堵塞了
管理漏洞，营收连续两年持续上升。”侦查二室
副主任谢业庄说。

侦查二室还以办案为基础，积极开展“一
案一建议，一案一帮扶”活动，对办理的每一起
职务犯罪案件，适时提出有效惩治和预防贪贿
犯罪的对策和建议， 帮助发案单位完善制度，
规范行业管理，有效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

“不能因为不合适的执法行为影响企业正
常的经营活动，检察机关既要铁腕‘除虫’、又
要柔情‘护花’，成为优化投资发展环境的‘啄
木鸟’。” 省检察院反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耕者当歌。自2006年以来，侦查二室共查
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00余件， 其中大要案占
到90%以上。多人获得全国反贪专家、全国检察
机关反贪侦查标兵、全国反贪优秀侦查员等称
号。

保护湘江一江清水

岳麓污水处理厂尾水下移工程年底完工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记者 曹娴 ）中央
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指出，永州市92家冶炼厂
设备属于落后产能且污染严重。对此，永州市
坚决整改， 要求各县区按照中央环保督察和
省有关部门督查的要求， 严格依照相关政策
执行， 确保在9月中旬前彻底拆除全市92家
落后产能冶炼厂。

永州市近日召开了全市淘汰冶炼厂落后

产能工作会议， 安排部署冶炼行业淘汰落后
产能工作，各县区递交了责任状。永州市工商
局和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注销92家能耗高、污
染严重的冶炼厂的营业执照。

目前， 东安县已对16家落后产能冶炼
企业开展了联合执法行动， 依法断电、断
水、停止违法用地、停办环保手续。祁阳县
制订了整改方案， 对8月25日前自动拆除

的补贴5000元； 对拒不拆除的实施强制拆
除，依法进行查处，确保9月15日前全部整改
到位。

为确保中央环保督察指出问题整改到位，
省经信委环保督察整改督办工作组近日赴永
州市进行现场督办，要求彻底拆除属于落后产
能且污染严重的冶炼设备，及时全面完成整改
任务。

永州9月中旬前拆除92家落后冶炼厂

忠诚为民铸铁军
———记省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室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通讯员 赵向新
记者 彭雅惠）今天，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
发布消息， 该公司与湖南大学联合组建成
立“智能电气量测与应用技术湖南省重点
实验室”，这是国家电网首个智能电气量测
方向省级重点实验室。

“智能电气量测与应用技术是实现‘互
联网+’智慧能源的关键技术支撑，其中，湖
南省重点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为智能电能
计量、智能检定检测、计量远程监测与智能
诊断、用电信息获取及互动。”国网湖南省

电力公司表示，新的研究成果可用于制造
新一代智能电表， 并进行用电大数据收
集、分析和互动化。

据了解，该重点实验室共有24个特色
实验室，拥有国际领先的全自动智能检定
与仓储一体化系统、国内首条通信模块检
测流水线、电网系统首个智能微型断路器
等， 由全国电工仪器仪表标委会主任、中
国电力行业标委会委员、中国电机工程学
会测试技术及仪表专委会委员等专家领
军开展研究工作。

国家电网首个智能电气量测
省级重点实验室在湘成立
主要研究方向为智能电能计量、智能检定检测、
计量远程监测与智能诊断、用电信息获取及互动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陈新)社会投资
建设项目从签订土地成交确认书到获取施
工许可证要多久？长沙市给出的答案是：一
次受理、一次告知、一次办理，审批时间最
短只需63个工作日。

今天上午， 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
会，公布了《关于实行项目“一次性”审批有
关事项的通知》， 推出了12条改革政策措
施，以及7个配套政策文件、5张项目审批流
程图，推动项目审批新一轮大提速，让企业
和办事群众“只跑一次”，着力营造“审批最
少、流程最优、效率最高”的发展环境。

这次推出的12条措施，从革新审批体
制、管控审批过程、规范审批中介、创新审
批方式、严格监督管理等方面动真刀子，包
括实行并联审批、园区“捆绑”审批、“零土
地”审批，打造项目审批服务“中介超市”
等。 并要求各项目审批部门内部设立行政

审批处，代表本部门集中办理行政审批事
项，部门在同一阶段的不同审批事项合并
办理，由行政审批处统筹受理，一次性出
具审批意见，最大限度避免部门内部多头
受理。审批部门之间同一阶段审批事项由
串联改为并联审查，减少部门之间重复审
查，从而有效缩短审批时间。

同时，实行园区“捆绑”审批。园区管
委会提前做好园区内同一片区同一类产
业的控规编制、环评、水保、防震、文物勘
察等有关审批手续，为企业“扫地铺路”。
并探索“零土地”审批。对工业企业不涉
及新增建设用地且建筑规模不超过现有
建筑规模20%的技改项目， 实行审批负
面清单管理。 负面清单以内项目实行审
批制，负面清单以外项目实行承诺制，由
建设单位向审批部门出具书面承诺即可
开展项目建设。

让企业和办事群众“只跑一次”
长沙出台“项目审批改革12条”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黄卫红） 8月30日，永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湖南广播电视
台原党委委员、 副台长兼经营与产业管理
委员会主任罗毅（副厅级）涉嫌贪污罪、受
贿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一案。

被告人罗毅， 湖南广播电视台原党委
委员、 副台长兼经营与产业管理委员会主
任，曾任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频道总监、
副台长、台长、党委书记，湖南广播电视台

党委委员、副台长兼广播传媒中心党委书
记、主任。因涉嫌贪污罪、受贿罪、非法经营
同类营业罪， 经郴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
于2016年9月27日被刑事拘留； 经湖南省
人民检察院决定，同年10月10日被逮捕。

永州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被
告人罗毅涉嫌贪污罪、受贿罪、非法经营
同类营业罪，于2017年7月7日向永州中院
提起公诉。

本案将择日进行公开宣判。

涉嫌贪污、受贿、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湖南广播电视台
原党委委员、副台长罗毅受审

灰鹅养殖
助农增收

8月31日，道县蚣坝镇
豹岩村， 贫困户在给灰鹅
喂食。近年，该镇采取“党
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
扶贫模式， 发展灰鹅生态
养殖，利用网络平台销售，
帮助贫困户增收。2017年
初， 该镇为每个贫困村民
免费发放20羽鹅苗， 共发
放鹅苗20000多羽。
何红福 陈洪江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记者 黄利飞）记
者今天在首届“邮政919扶贫助农电商节”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9月1日至19日，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将借助“邮乐919
购物狂欢节”全国性活动，在邮乐网开设湖
南“邮政919扶贫助农电商节”主题会场。湖
南邮政通过发放优惠券、秒杀、团购等线上
促销活动，以及预订会、品鉴会、产品推介
会等线下活动， 力促湖南扶贫助农会场商
品的销售， 帮助湖南一批有特色的农产品
销往全国。

“邮政919扶贫助农电商节”以“扶贫助
农，大爱湖南”为主题，兼顾农村和城市两
个市场。农村以批销和代购为主，为广大农
村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 充分挖掘
农村市场的网购潜力；城市以零售为主，为
城市消费者提供原汁原味的优质农产品，
传递“家乡的味道”。

广大网友可通过“邮乐网”PC端、“邮
乐”APP、“邮乐小店”APP， 以及“邮储银
行”APP，参与“邮政919扶贫助农电商节”
的嗨购活动。活动期间，还将开展“最美家
乡味道”和“扶贫大使”评选活动。

此次电商节由省网信办、省农委、省商

务厅、省扶贫办、团省委、省邮政管理局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南省分公司联合主
办， 活动预计将吸引消费者超千万人次、
销售额超4亿元。

邮乐小店APP

关注公众号更多活动

首届“邮政919扶贫助农电商节”开启
助力湖南农特产品走向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