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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彭苗 黄首记 龙源

“凛然正气横刀向贪腐；赤胆忠心柔肩担
道义。”

在反腐肃贪一线，她是锋利的“尖刀”；在
老百姓心中，她是无畏的“斗士”。

她就是娄底市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
曾月娥。今年7月，曾月娥荣获中央纪委嘉奖。

11月上旬，当记者奔赴娄底采访的时候，
她正在赶往长沙向省纪委汇报对接工作的路
上。在她身上，记者看到的不仅是繁忙，更多
是的一份责任与担当。

“这个女人，不怕事儿”

“这个女人，不怕事儿！”提起曾月娥，娄
底市纪委的纪检干部纷纷点赞。大家都说，看
到曾主任的时候，她在办案点上；看不到曾主
任的时候，她在办案的路上。

在纪检岗位28年， 曾月娥始终笃信一
条：“不能怕啃‘硬骨头’。”

10年前，这句话就被生动地在娄底市政
府搬迁案的查办中得到印证。2007年7月，她
负责查处该搬迁案。当时有个别违纪者认为，
公家的钱吃了送了是项目需要，不算什么，而
曾月娥则会反问：“谁给你的权力？”

该案件线索少、背景复杂、涉案人多，压
力极大，曾月娥带领专案组日夜奋战、调查取
证。办案点地处偏僻，蚊子、苍蝇多，条件极其
艰苦，她一待两个多月。最终，案件成功告破，
查处涉案人员27人，其中处级干部5人，涉案
金额达3000万元，被评为全省的精品案件。

除了“胆大”，更有“心细”，她心有猛虎，
细嗅蔷薇，攻心为上，刚柔并济的办案战术更
为人称道。

2015年5月的一个周五， 曾月娥临时接
到一个省委巡视组交办的问题线索， 娄底市
救助站专项资金使用存在严重违纪问题，需
马上调查取证、固定证据，以防止相关人员订
立攻守同盟。

专案组立即向领导汇报这个情况， 经领
导同意后，马上赶往救助站财务室调账。细心
的曾月娥发现，要求财务人员打开保险柜时，

女财务人员并不在意， 反而不经意间瞄向办
公桌。 她敏锐地意识到问题：“把抽屉打开！”
那人闻言脸色大变， 隐藏在抽屉卫生巾下面
的套取资金“小金库”秘密账本随之曝光。

带走账本和相关财务人员， 专案组连夜
开始查账， 迅速将救助站负责人陈某涉嫌违
纪违法的证据基本锁定。 准备控制陈某进行
审查时，正逢双休日，电话联系时他说还在老
家看望父母，为防止他借机逃跑，曾月娥细细
思量、心生一计，她称只是例行查账，“没蛮大
问题，周日晚上你回来，周一我们把账退还给
你单位”，让其放松警惕。周一清早，她带领调
查组顺利在办公室找到陈某， 与其“正面交
锋”。

3天内火速取证到位，一周内控制主要违
纪违法人员， 一月内查清违纪违法问题并移
送司法，大伙纷纷赞她是“快刀”斩“毒瘤”。这
样的风格，曾月娥保持了20余年，她参与查
办违纪等案件112起， 给予党政纪处分112
人，其中55人移交司法机关，为国家挽回经
济损失 1.38亿元。 所办案件无一起差错，无
一起安全事故。

“这名纪检，不留‘私面’”

“小曾，下班了有空吗？”一次，曾月娥刚
下班，就接到曾经的老领导兼老乡的电话，邀
请她去茶楼叙旧，想打听案情。

面对老领导的要求， 她婉言拒绝。“这个
部下，这名纪检，不留‘私面’！”老领导事后
说。

事实上，对案件信息严格保密，既是保护
老领导，也是对组织负责。办案工作中，讲情
求情的不在少数， 更多的是金钱利诱甚至是
电话威胁的人。

2013年5月的一起案件， 至今让曾月娥
记忆犹新。当时，她负责查处一征地拆迁系列
案，这是一起典型的职能部门滥用职权、收受
贿赂的违纪违法案件，关系错综复杂。接案不
久，一名老同学找上门，带来一袋茶叶。

曾月娥初时未留意，待其走后一看，一沓
沓崭新的人民币，足有20万元。次日，她立即
将钱款带到单位，交给同事存入银行，案子查
完后，她当着该同事的面，将存单退还给当事
人。

这起案件的办理历时4个多月， 共立案
14人，移送司法机关2人，党政纪处分14人，
追缴违纪违法资金1800余万元。

选择纪检， 就选择孤独。“执纪者更应是
守纪的标杆， 否则就会失去执纪问责的底
气。”曾月娥说。

“这把快‘刀’，为民除害”

2015年， 一篇网帖引起曾月娥的注意，
有人称新化县住保中心违法乱纪、 贪污侵吞
廉租房专项资金。

民生资金，也有人敢下黑手？曾月娥接到
批办件后， 初步调查发现该中心专项资金量
较大、招投标不规范、群众反映问题较多。项
目资金不按“套路”来，必有重大隐情，曾月娥
判断。

她迅速带头开展组织调查， 前后与几十
名涉案人员周旋谈话，反复调查取证，最终查
处涉案人员20余人， 给予党纪处分10余人，
移动司法机关7人。

一窝“硕鼠”连窝端，老百姓拍手称快，逢
人就夸：“纪委是真正帮老百姓办事！ 曾主任
这把‘快刀’，为民除害了！”

对待腐败分子，曾月娥无惧无畏，横“刀”
相向。然而，面对淳朴的老百姓，她却经常侠
骨柔情、拔“刀”相助。

在曾月娥家中，有两本厚厚的纪念册，
是她对口支援的扶贫点乡亲们为她整理
的，记录了她扶贫工作的点点滴滴。对老百
姓的诉求和困难，她总是能帮则帮、热情如
火、无私奉献。可对家人，她却始终充满自
责与愧疚。

2015年，曾月娥两次收到医院的病危通
知书。一次是丈夫因肺气肿病倒住院，一次是
丈夫交叉感染，引起病情复发。两次丈夫危在
旦夕，她都不在身边，而在办案现场。多年的
忙碌艰辛， 让曾月娥自己也大小毛病不断。
2006年底， 她做完手术不到1个月就重回一
线。办案中，她出现术后并发症，腹痛难忍，为
了不影响案情进展， 她跟医生约好， 白天工
作，晚上打针，直至案件查结。

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 或许有险滩、急
流，曾月娥却没有半点退缩的念头。

最美纪检人 心有猛虎 细嗅蔷薇
———记中央纪委嘉奖获得者、娄底市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曾月娥

曾月娥 通讯员 摄

拥抱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春天
湘产新能源汽车发力， 战略

投资者纷至沓来

深秋， 美丽的梅溪湖畔薄雾笼罩，3000平
方米的室外展示区，19辆新能源汽车一字排
开， 一批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琳琅满目陈列，其
共同的标签是：湖南制造。

记者现场看到， 这些新能源汽车种类各异，
有乘用车，如广汽三菱、猎豹汽车、北汽、比亚迪、
吉利、众泰等带来了纯电动或油电混合的新能源
车型；有客车，如中车电动、比亚迪生产的纯电动
大巴； 还有梅花汽车生产的纯电动厢式运输车、
中联重科生产的纯电动扫路车等。

峰会聚焦“创新、绿色、开放、合作”主题，充
分展示了湖南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积极探索。

中车株洲所旗下中车电动10米纯电动客
车和8米纯电动客车亮相展示现场， 吸引了客
商关注的目光。“相关研究证明，1辆12米纯电
动公交年运行7万公里， 每年能够减少1000kg
的雾霾量。”中车电动总经理刘凌表示，如今，
有1万余台中车新能源客车穿梭于湖南的大街
小巷，为湖南人的便利出行和蓝天白云，跑出
新能源汽车产业“加速度”。

这次峰会高朋满座， 参会的147家企业有世
界500强27家、中国500强5家、行业领军企业54
家，其中有大中华区副总裁以上级别20人。“宾客
比预想的多，原本订的2个大厅扩展到3个大厅。”
省商务厅投资促进局局长王庭恺透露。

通过前期3个月的充分对接， 一批战略投
资者相中湖南，峰会现场签约的17个项目既有
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也有电池、充电桩、零部
件、物流配送等配套产业。如北京弘卓资本在
长沙经开区投资50亿元的新能源汽车锂离子
电池隔膜项目，中信戴卡在望城经开区投资15
亿元的南方智能制造产业园二期项目，金杯电
工在长沙经开区投资10亿元的金杯新能源汽
车核心部件产业园项目，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在湘潭经开区投资10亿元的2.2万吨正级
材料生产基地等。

总投资10亿元的步步高长沙梅溪新能源
汽车交易展示中心项目，则从侧面反映出新能
源汽车市场的热度。 步步高集团党委书记、总
裁陈志强表示， 新能源汽车是未来发展趋势，
步步高此举意在抢占先机。结合步步高梅溪新
天地大型的商业场景、充足的客流量，打造新
能源汽车展示、销售、发布、试乘试驾、品牌公
关等于一体的发展供应链。

11月14日， 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整车生产车间，从冲压、焊接、涂装到总装，一
辆辆“元”从生产线上开出。“元”是比亚迪第
一款小型精品电动SUV，有电动、混合动力和
燃油多个系列，自去年上市以来就一直热销。
而另一条生产线上的“宋max”，自今年9月上
市以来累计订销已突破2万辆。

在比亚迪电动客车基地， 正在紧张生产
的是K9纯电动公交。“这是深圳的一个300辆
的订单，马上就要交付。”比亚迪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华东区行政总监周晓州介绍，长沙制
造的比亚迪电动公交K9是全球第一款纯电动
大巴，各项技术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先后进入
英国、日本、韩国、美国、荷兰等国，目前已在
国内和国外多座城市运行。

湖南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版图正在不断扩
张———

广汽三菱将“SUV+新能源战略”作为未
来5年发展的重要战略， 此次展出了3款新能
源 SUV， 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祺智
PHEV、 欧蓝德PHEV以及纯电动的传祺
GE3；

广汽菲克表示， 将顺应市场潮流及政策
导向，积极布局新能源汽车市场，目前正在从
股东方导入2款新能源车型，同时计划未来几
年内导入数款新能源车型满足市场需要；

中车电动日前推出“ACE”计划，通过整
合自动驾驶、智能互联及电动化技术，形成新
能源汽车的全面解决方案，规划到“十三五”
末产业规模将超100亿元， 成为国内领先品
牌、国际知名品牌……

“我省已形成新能源汽车整车、 电机电

控、 动力电池和
电池材料、 回收
电池循环利用的
较为完整的产业
链。”省经信委副巡视员刘辉介绍，我省新能
源汽车产业起步较早。早在2002年，中车株洲
电力机车研究所就启动电动汽车关键零部件
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 全程参加多轮国家
“863”电动汽车整车和关键零部件研发项目。

目前， 我省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已有10
余家， 去年全省共生产新能源汽车42464辆，
约占同期全国新能源汽车产量的8.2%。 今年
势头不减，1至9月，全省新能源汽车重点企业
累计生产新能源汽车36649辆， 同比增长
23%。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配套领域， 我省拥有
中车电机、中车时代电气、莱特电机、妙盛动
力、桑顿新能源、长沙科霸、湘潭银河、湖南金
杯等一批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企业， 湖南
杉杉、丰源业翔晶科、湖南邦普等一批电池材
料及回收利用企业。

“湖南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锂电池材
料生产聚集区之一， 电池产业已成为湖南新
能源产业的一张‘名片’，电机电控领域龙头
企业也已初显。”本次峰会协办方之一，全球
知名的专业咨询、审计、财税机构普华永道，
在会上发布了《湖南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环
境分析报告》。

在新能源汽车相关核心技术研究方面，
湖南同样优势明显。 中车株洲所拥有世界领
先的轨道交通电传动、安全监控等技术，中南
大学的材料科学与工程是国家重点学科，湖
南大学机械工程与车身工程在全国名列前
茅。

“中国汽车产业电动化的方向不可
阻挡，未来燃油车必然会逐步退出市场，
新能源汽车将重塑全球汽车产业生态。”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华东区行政
总监周晓州认为，日前落地的“双积分”
政策， 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是一项重大利
好。所谓“双积分”，一个是燃料消耗积分
管理办法， 另一个是新能源汽车积分管
理办法。简单来说，就是未来传统汽车企
业在中国每生产一辆燃油车， 就必须拿
出一定比例的钱用于购买新能源积分，
比例将越来越高。

今年来，国家层面已出台30余项新
能源汽车相关政策，“双积分” 政策发
布、“传统燃油汽车禁售时间表” 敲定、
自用新能源汽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提
升至85%、试点放开新能源汽车外资股
比限制等一系列政策， 让产业如沐春
风。

根据国家《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
划》，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年产销达到
200万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世界前十
的新能源汽车企业。

新能源汽车的产业蛋糕很大， 湖南
的机会有多大？

“目前来讲，新能源汽车产业面临国
际竞争日趋激烈、 国内产业结构性过剩
等问题， 尤其是充电设施建设不足等问
题虽有很大改善， 但仍未根本解决。”周
晓州表示， 推广新能源车， 充电桩要先
行。

据不完全统计， 我省已累计建成充
电站70余座，公共领域交、直流充电桩1

万余个， 在G4高速公路湖南段已建成18
座充电站。 目前全省推广应用的各类新
能源汽车已超过4万辆。

省经信委副巡视员刘辉介绍 ，到
2020年，我省将建成459座充（换）电站，
超过20万个专用和分散公共充电桩，形
成省内各城市的城市充电服务网络和城
际的沿线快充服务网络， 为满足新能源
汽车的便捷充电和放心出行提供基础保
障。

普华永道战略合伙人金军建议，一
企之力难以探索出完整的技术路线，企
业应以竞合的心态， 共同探索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的新模式， 比如可以统一做
电池的租赁管理、回收，充电桩的标准设
计、基础建设等。

“政府推动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的重要动力。”IHS亚太区研究总监黄方
庆认为， 补贴和交通优先可以推动消费
者购买新能源汽车， 完善的基础设施可
以解决消费者的后顾之忧， 产业规划和
政策支持则可以促进产业集中并避免产
能过剩和不良竞争。

刘辉介绍， 湖南已经建立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省级联席会议制度， 相关市
级政府也建立了本级联席会议制度，并
制定省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和产业发
展的财政支持政策，统筹产业布局，推动
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互联互动， 实现协
同发展。按照《湖南省汽车产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到2020年，湖南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生产能力将达到250万辆，其中新
能源汽车50万辆。

� � � � 11月14日至15日，湖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与发展峰会在长沙举行，吸
引了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147家全球500强、 知名跨国公司和行业领军企
业，现场签约项目17个，总投资额达134.5亿元———

1 占全国总量近1/10，湖南新能源汽车产业版图不断扩张2

政策红利释放，湖南新能源汽车产业抓住机遇大干快上3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周月桂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李传新）
记者昨天从省食药监局获悉， 为加强网络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规范网络餐
饮服务经营行为，保证餐饮食品安全，国家
食药监总局日前发布《网络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据省食药监局负责人介绍，该《办法》
共46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明确“线上线下一致” 原则。《办
法》规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具有实
体经营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并按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
经营项目从事经营活动，不得超范围经营。
网络销售的餐饮食品应当与实体店销售的
餐饮食品质量安全保持一致。 县级以上地
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查处有严重违法
行为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 应当通知网
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立即停止
对违法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提供网络交易
平台服务。

二是明确平台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
者义务。《办法》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第三
方平台提供者需要履行建立食品安全相
关制度、设置专门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
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审查登记
并公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许可信
息、如实记录网络订餐的订单信息、对入
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经营行为进行抽查
和监测等义务；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需
要履行公示信息、制定和实施原料控制、
严格加工过程控制、 定期维护设施设备
等义务。

三是明确送餐人员和送餐过程要
求。《办法》规定，送餐人员应当保持个人
卫生，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保证
配送过程食品不受污染。 送餐单位要加
强对送餐人员的培训和管理。 配送有保
鲜、 保温、 冷藏或冷冻等特殊要求食品
的，要采取能保证食品安全的保存、配送
措施。《办法》 还明确了网络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监测以及与地方性法规和其他规
章的衔接。

《网络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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