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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刘跃新 曾翼辉

“办理好退出手续后，我顿时觉得轻松了许
多，做一名干净的党员干部感觉真好！ ”

近日， 在新化县清理国家公职人员违规参
与涉矿等经营性活动专项整治中， 一名主动申
报并自行办理退出手续的公职人员如释重负地
说。

今年5月，央视七套《聚焦三农》节目，曝光
了新化县石冲口镇某煤矿违法排污问题。 在调
查上述违法排污问题的过程中， 发现了党员干
部在该镇煤矿入股的违纪线索。

经过娄底市、新化县纪委为期2个多月的深
入调查，基本查清了该县环保局原党组书记、局
长吴某某违规在该镇煤矿入股及伙同煤矿大股
东谭某某设置空股分红、 私分股金等严重违纪

问题。
随着新化县石冲口镇胜利煤矿非法排污系

列案的严肃查处，以此为契机，新化县开始强力
清理国家公职人员涉矿等经营性活动。

8月15日, 新化县委书记朱前明在该煤矿非
法排污系列案情况通报会上， 对开展涉矿等经
营性活动专项整治工作作了动员讲话， 并迅速
成立由县委常委、 县纪委书记曾小坤任组长的
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
出台了实施方案。

各乡镇场区办、各县直单位高度重视，扎实
推动此项工作，进行“零死角”自查自纠，并将
《新化县国家公职人员参与涉矿等经营性活动
个人情况报告表》主动上交县专项整治办。

9月1日， 该县召开国家公职人员违规参与
涉矿经营性活动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 对整治
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安排、再升温,� 明确清理对

象、清理内容、清理要求、工作任务、工作步骤和
保障措施。 并通过各种新闻媒体进行广泛宣传，
设立专项举报箱，实行有奖举报，将专项整治工
作的开展全方位、 全过程置于广大干部群众的
监督之下。

为确保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领导小组精心
组织，县整治办统一印制个人情况报告表，分发
各单位填报。 同时，明确职责，要求各单位自查
自纠，各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并建立专项整
治微信群实时指导，对难于答复的政策性问题，
汇总请示市整治办。 此外，还将不符合填报要求
的21个单位162份个人情况报告表予以退回，责
成其重新填报。

截至9月27日，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共收到个人情况报告表21458份。 统计数据显
示， 该县共有82人主动申报违规参与了涉矿等
经营性活动,涉及金额1361.01万元。

“新农村，智社区”
共享平台发布

两年内在长沙市建设1000个便民驿站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周月桂）“新

农村，智社区”共享平台今天在长沙发布，该共
享平台以社区为主要入口， 通过协助各地实施

“一县一品”战略，支持农产品顺利进城，形成线
上平台、 线下连锁形式。 在今天举行的搜农坊

“新农村，智社区”新模式发布会上，搜农坊与湖
南智惠三湘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了战略投资
签约。

据介绍，发布会后，“新农村，智社区”共享
平台新模式将正式向长沙市各居民小区推广，
计划两年内在长沙市区建设1000个搜农便民
驿站， 在全省建设200个农产品县域站点，到
2020年年底将覆盖省内各市所有小区，同时辐
射周边省市，预计年销售额将超过20亿元。

搜农坊是我省近年来崛起较快的农村电
商，打造了炎陵黄桃、大通湖大闸蟹、崀山脐橙
等多个农产品销售爆款。发布会上，搜农坊与湖
南电信、长沙交通集团签约，建设多种便民服务
业态，方便市民在线缴费、预约服务、上门配送
等，搜农坊还与新疆吐鲁番火洲果业、湖南石门
等签署合作协议，助销农产品。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通讯员 廖文 记者
龚柏威）10月30日， 沅江市南洞庭芦苇场摞刀
口站石灰山洲子上，刘落满对自己家近1000亩
欧美黑杨进行砍伐。 他组织了足够的人员与设
备，预计在30个工作日内将把2.3万多株欧美黑
杨全部砍倒运走。

今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欧美黑杨大面
积种植有损洞庭湖自然生态， 要求全面整改。

沅江市积极响应，确保在12月31日前，清除南
洞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欧美黑杨。 据统
计，核心区种植欧美黑杨2.18万亩，涉及5个镇
（场、街道）、27名造林业主。 专家介绍，欧美黑
杨是一种外来植物， 入侵洞庭湖已20多年，严
重破坏鱼类肥育场和鸟类栖息地，成为洞庭湖
湿地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环境退化的重要原
因之一。

�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通讯员 杨志龙
何云雄）“这里的橘子口感好、品质高。 ”10月29
日，永州市（回龙圩）首届柑橘文化旅游节暨柑
橘产业高峰论坛上，永州回龙圩管理区的柑橘
备受称赞。

回龙圩管理区位于湘桂边界，为国家农业部
现代农业（柑橘）示范区、全国农垦系统中最大的
柑橘无公害示范基地农场、湖南省绿色食品示范
基地。 近年来，该区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改良品种，优化柑橘产业布局，淘汰传统的

低产低效柑橘品种，推广默科特、脐橙、沃柑、沙糖
橘、蜜柑五大柑橘品种。 同时与高校合作，实施病
虫害统防统治、标准化生产，提高柑橘品质。 将生
态农业和休闲观光有机结合，走“农业+旅游”“生
态+农业”之路，推动农业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目前，该区现有柑橘园10万亩，年产柑橘
25万吨， 年产值达13亿元， 柑橘热销重庆、成
都、北京、上海、长沙、广州等地，远销俄罗斯、东
盟等13个国家和地区， 助推果农年人均增收
6000多元。

�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通讯员
曾晓风 记者 蒋剑平）近日，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10兆瓦级液流电池储能
技术项目在邵东县启动。这标志着全钒
液流电池储能在解决电能大规模高效
存储难、 突破新能源调峰难并网难方
面，迈出了坚实一步。 国家工信部相关
负责人到场指导。

10兆瓦级液流电池储能技术项目
团队由设在邵东县生态产业园的湖南
德沃普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南大学、

中科院、中国电力科学院、湖南大学和
国家电网等15家储能知名高校、科研机
构、企业单位共同组成。 该项目旨在研
究10兆瓦级大规模液流电池储能系统
的材料及其制备、 元件及系统集成、工
程应用等核心关键技术，实现全钒液流
电池核心、关键材料低成本制造，提高
大容量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系统效率，在
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智能电网、交通和
军事等领域有着良好应用前景，是我国
目前重点支持发展的新能源高新技术。

10兆瓦级液流电池储能技术项目
在邵东启动
可解决电能大规模高效存储等难题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张军）“我们这里的人， 都喜欢
喝安化黑茶。 ”10月30日，河南省平顶
山市王勇在电话里告诉记者。王勇来过
安化县一个茶叶基地，眼见为实，他说
安化黑茶质量过硬， 品牌宣传也做得
好。

据了解， 安化县以商标做响品牌，
以品牌促进茶产业发展。 目前，该县注
册茶叶类商标2150个， 占全县注册商
标总数的80%。 茶叶类商标中，有中国
驰名商标4个、省著名商标17个、湖南
名牌8个、中华老字号1家、湖南老字号
2家。前不久，全省地理标志商标工作经
验交流会在该县召开， 其做法获得好
评。

为全力打造“安化黑茶”品牌，安化

县先后注册了安化黑茶、 安化千两茶、
安化茶等证明（集体）商标，以及天尖、
贡尖、生尖、黑砖、花砖、花卷等保护性
商标。 “安化黑茶”成功注册地理标志
商标后， 该县统一打造“安化黑茶”品
牌，改变了县内茶叶品牌多、杂、小的局
面。 同时，由县市场监督局牵头，联合相
关部门，开展大规模茶叶生产经营市场
秩序专项整治。 去年6月以来，先后取缔
无证照生产企业7家， 责令停产停业8
家、整改25家。

服务引导和严格监管双管齐下，安
化茶产业快速发展，去年实现综合产值
125亿元。 目前， 安化茶叶三大公共品
牌“安化黑茶”“安化千两茶”“安化茶”
估价达28.8亿元，在全国综合排名第19
位。

安化以小商标带动茶产业大发展
拥有茶叶类中国驰名商标4个、 省著名商标17个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周月桂）
百度百家号首家线下服务平台———百家
号（长沙）内容创业中心27日正式落户
长沙高新区， 将成为服务本地内容创
业者的窗口和平台。 由百家号（长沙）
内容创业中心联合长沙市旅游局、手
机百度旅游频道共同发起的“乐在长
沙”城市推广征文活动也同步启动，面
向百家号全平台作者征集长沙旅游优
秀文章。

据了解，百家号内容创业中心将针对
内容创业痛点推出扶持措施，竞网集团总
经理、百家号（长沙）内容创业中心运营总

经理黄韬介绍，长沙内容创业中心为内容
创业团队配备了法务、财务、人力服务等
专业支持，提供办公空间、创企服务、文创
指导、大咖引领、品牌包装、流量扶持、专
属经纪、融资服务8大扶持措施，帮助优质
内容项目快速踏上创业轨道。

百家号是全球最大中文搜索引擎
百度为内容创作者提供的内容发布、内
容变现和粉丝管理平台。 此次内容创
业中心在长沙的落地，是百家号从线上
走向线下的第一步，未来百家号还将进
一步拓展各地城市内容创业中心，建成
服务各地内容创业者的生态网络。

百度百家号首站落地长沙
为内容创业者提供8大扶持措施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郴纪轩）10月27日，郴州市纪委
发文， 对最近查处的1起领导干部在金
融活动中谋取私利的典型案件进行通
报。

经查， 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主任彭中华在明知其儿媳邓某（在
某银行郴州分行工作） 利用其职务影
响， 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该银
行郴州分行的存款作为自己的揽储任

务， 并从中获取创利费用的情况下，仍
予以默许，并在班子会议上讨论资金存
储时，考虑其儿媳工作的因素，同意增
加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存储在该银
行郴州分行的资金。 2013年9月至2017
年3月期间，邓某通过承揽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存款， 共获取创利费用39
万余元。 此外，彭中华还存在其他违纪
问题。 今年10月，彭中华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并被调整职务。

在金融活动中谋私利
郴州一领导干部被通报

从严治党在路上

新化县82名公职人员主动退出涉矿等经营性活动， 涉及金额1361.01万元———

“做干净的党员干部感觉真好”

沅江清除南洞庭湖核心区欧美黑杨

回龙圩柑橘年产值突破13亿元
默科特、脐橙、沃柑、沙糖橘、蜜柑五大品种获丰收

易地搬迁
喜进新家

10月30日，花垣县民
乐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区，村民高高兴兴搬进新
家。当天，响水村34户123
位村民喜迁新居。该镇的
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共计
划安置710户3220人，其
中建档立卡户468户2044
人， 主要涉及响水村、麻
拉村、 两河村等8个行政
村，总投资1亿余元，计划
年内完成建设并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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