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记者 李
秉钧 通讯员 李强辉 ）2月4日，立
春暖阳高照。资兴市东江湖在水一
方主题客栈工作人员忙着挂起喜
庆灯笼，迎接即将到来的春节旅游
小高峰。客栈老板何香介绍，他们
为游客准备了做套花、 写对联、猜
灯谜等当地春节民俗活动，让来东
江湖过年的游客感受资兴“年味”。

据了解， 东江湖民宿协
会组织40多家民宿在春节期
间开展“民宿过年俗”活动，各

家民宿根据自己的特色，举行各种
不同的年俗活动， 让游客参与，与
游客互动。活动包括抖糍粑、杀猪
饭、剪纸、套花、写对联、猜灯谜等。

近年来， 资兴市东江湖以成
功创建国家AAAAA级景区为契
机，大力发展旅游产业。2017年，
该市接待境内外游客1160.85万
人次， 旅游总收入72.26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20.02% 、22.83% ，再
创历史新高。

随着东江湖旅游的日益火爆，

景区周边原有的宾馆酒店等旅游
设施难以满足游客“吃、住、行、游、
购、娱”多元需求。2014年，该市首
家精品民宿应运而生，以其优雅的
环境、新奇个性化等特点，吸引了
大量游客。目前东江湖景区门楼周
边3公里区域以及湖区黄草、清江、
白廊等乡镇，已形成了多个精品民
宿群落，既增加了东江湖景区旺季
接待能力，也丰富了景区的旅游内
涵，成为推动资兴从景点旅游向全
域旅游转变的一支“生力军”。

资兴东江湖民宿端出“年味”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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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王天花

“坚决整治违规收送红包礼金
行为，对执纪审查中发现的红包礼
金问题逐一核查……”

“党员干部拒收不了的红包礼
金，要向组织报告说明，严防把上
交廉政账户作为违规收送红包礼
金的挡箭牌……”

2月5日， 记者从宁乡市纪委
监委获悉，春节临近，该市对狠刹
党员干部违规收送红包礼金歪风
进行重点部署，向红包礼金这一顽

疾发起歼灭战。
近年来， 宁乡紧盯红包礼金、

违规吃喝等问题，紧抓关键节点开
展常态监督检查。仅2017年，就对
全市121家机关单位违规消费烟
酒问题开展专项检查， 对8家问题
“零报告”单位进行点穴式检查，国
庆前夕对问题反映较集中的6家单
位进行红包礼金突击检查， 聘请
50名党风政风监督员加强社会监
督，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104起，党纪政纪处分96人。

据了解，除了常规的明察暗访
外， 该市对在巡察、 专项检查、审

计、信访和案件查办中涉及红包礼
金问题线索进行了全面起底，查处
10名党员领导干部涉嫌违规收受
辖区内基层干部和管理服务对象
礼品礼金，对6人进行立案调查，4
人进行诫勉谈话，当中涉及多个科
局和乡镇党政一把手。

“对违规送红包礼金的，一
并严肃处理。” 宁乡市建立健全
行贿黑名单制度，建立行贿受贿
一起查的工作机制。2017年，全
市查处了36起违规送红包礼金
的案件， 其中两起因数额巨大，
被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从该市出台的打好违规
收送红包礼金歼灭战行动方案看
到， 在这场歼灭战中， 宁乡明确
了五大措施。 其中重要一条，就
是开展专项整治单位列支“协调
费” 问题， 要求严禁以任何形式
违规列支“协调费”，加强财务检
查、专项审计，对违规列支“协调
费” 问题进行彻查。 同时， 开展
“点对点”明察暗访和突击检查，
对在巡察、专项检查、审计、信访
和案件查办中涉及红包礼金问
题线索进行全面起底， 对红包礼
金问题一个也不放过。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记者 于振
宇）记者今天从长沙市检察院获悉，日
前，最高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4起
检察机关办理的涉产权刑事申诉典型
案例， 其中包括由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知识产权检察局办理的“长康实业有
限公司申诉案”。

彭玉强非法制造“陶华碧老干妈”
牌风味豆豉油制辣椒和湖南长康实业
有限公司的“长康香芝麻调味油”两种
产品的注册商标标识的外包装约
16000余个， 非法经营数额达70000
多元。

2015年10月26日，宁乡县公安局
以彭玉强涉嫌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
罪移送起诉， 宁乡县人民检察院经退
回补充侦查后， 仍然认为该案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于2016年5月10日作出
不起诉决定。

申诉人长康实业有限公司不服不
起诉决定，提出申诉。长沙市人民检察
院经复查， 认定被告人彭玉强非法制
造、 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数
量约16350件， 非法经营额约70350
元，依法构成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

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经长沙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委员会审议， 于2017年3月
24日作出决定，撤销原办案单位对被
告人彭玉强作出的存疑不起诉决定，
指令岳麓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本案提
起公诉。2017年7月27日，长沙市岳麓
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以彭玉强犯非
法制造、 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
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新闻发布会指出， 本案虽然涉案
金额并不大， 但涉及注册商标标识达
上万件。 长沙市检察机关态度鲜明地
撤销下级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 并指
定异地起诉， 充分表明了严格依法保
护产权的坚决态度。

2017年3月， 在省检察院的支持
下，长沙市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局挂
牌成立，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首家知
识产权专门检察机构。截至今年1月，
知识产权检察局共受理知识产权类
案件102件，办结86件。打出知识产
权保护组合拳，撑起知识产权“保护
伞”，为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提供强有
力的司法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文小凤 邹鹏

1月25日傍晚5时许， 夜幕降
临，天空飘着雪。在桃江县大栗港
镇，村村寨寨腾起炊烟袅袅。

一次普通的公务用餐正在镇
食堂进行。“要不稍微喝点儿？暖暖
身子，这是我自己酿的。”食堂师傅
热情地问着。

“有热茶吗？”来下乡调研的
干部问到。很快，保温瓶上来，大
家相谈甚欢。约半小时后，各自告
别回家。

“八项规定精神再好不过了，
现在公务用餐都不喝酒， 完全没
有负担”“工作日不沾酒、不碰杯，

成了一种常态和共识”……席间，
看似不经意的几句， 简单表明了
立场。

“除外事活动和招商引资外，
所有公务活动一律严禁饮酒。严禁
工作日早午餐饮酒，严禁着工作制
服在社会公共场所饮酒，严禁酒后
执行公务……”一年来，益阳市委
出台的“禁酒令”，从文件通知走入
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成
为益阳市公务接待的常态。 教育、
监督、通报……相关纪律一次次重
申， 一种共识更加清晰：“禁酒令”
的“红线”决不能碰触！

2017年2月7日， 该市工商局
赫山分局3名工作人员在工作日中
餐饮酒被免职，这起令出枪“响”典

型案例的查处，拉开了该市各地以
“零容忍”态度严查违反“禁酒令”
问题的序幕。

在桃江，县纪委不仅组织开展
公款购买消费高档白酒问题排查
整治，还利用“大数据”平台，对全
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违规用公
款购买消费高档白酒问题线索进
行全面筛查。

资阳区通过短信平台、QQ群、
微信群、 微信公众号等媒体转发
“禁酒令”，并加强对“禁酒令”执行
情况的监督检查。其中，一起公职
人员工作日午餐饮酒、多人连环作
假对抗调查的典型案例，在《中国
纪检监察报》 等媒体通报曝光，形
成强烈震慑。

南县一名纪检监察干部谈
到，该县2017年共出动49个（次）
监督检查小组，开展近80轮次明
察暗访，有23人因违规饮酒行为
被处理。

据统计，一年来，益阳市因违
反“禁酒令”受到党纪政纪处分13
人，组织处理25人，其中11人被免
职，“禁酒令”禁出了威严，禁出了
成效。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
建设永远在路上。” 益阳市纪委负
责人李永军告诉记者，“除了重要
节点专项行动外，还要通过发票倒
查、 拓宽举报渠道等方式丰富手
段，对‘四风’问题露头就打，绝不
手软。”

“零容忍”让“禁酒令”生威

向违规红包礼金说“不”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记者 李国
斌 通讯员 颜英华 樊佩君）今天下午，
省公安厅举行的“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犯罪行为新闻发布会”透露，2017年
全省公安机关共侦办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刑事案件262起，为劳动者追回劳动
报酬1.6亿多元。

2017年初，省公安厅成立了打击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工作领导小组，各
市州公安局也成立了相应机构、 规范
了工作机制， 各级公安机关主动加强
与人社部门的协调联动， 组织精干力
量深入重点行业摸排线索， 认真研究
恶意欠薪案件规律特点， 实施精确打
击。

2017年1月5日，岳阳县公安局立
案侦办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案， 为农民工追回被拖欠

的工资1012万余元。2017年10月23
日， 株洲市攸县公安局立案侦办株洲
中京强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案， 为农民工追回被拖欠
的500万元工资。

据介绍， 全省公安机关将进一步
推进协作机制建设，对于职能部门移交
的案件，尽早介入，掌握第一手证据资
料。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将快
侦快破，既破大案，也破小案，坚持对
恶意欠薪犯罪“零容忍”。

公安部门提醒， 劳动者在维护自
身权益的同时， 要注意留下劳动合同
及相关工资发放记录， 要将工资与工
程款等经济往来进行区分。 对达到刑
事立案标准的恶意欠薪行为， 可拨打
省 公 安 厅 24 小 时 值 班 举 报 电 话
0731-84738200进行举报。

精准打击恶意欠薪犯罪
2017年公安机关追回劳动报酬1.6亿多元

严格依法保护产权

长沙一起检察监督案件
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记者 于振
宇） 今天记者从全省检察长会议上获
悉， 为全力支持配合监察体制改革试
点工作，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日前成立
了职务犯罪检察部。

作为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对
接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工作的专
门办案机构， 此次成立的职务犯罪检
察部试行集中统一行使检察环节职务
犯罪案件的刑事立案、 决定采取强制
措施、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等检察权，
以确保中央和省委对反腐败工作部署
的落实。

省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
职务犯罪检察部主任朱必达介绍，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大举措， 检察机关坚决拥护
并全力配合改革，在反贪、反渎、职
务犯罪预防机构、 职能划转和人员
转隶监察委员会之后， 人民检察院
仍然是党领导下执行反腐败执法办
案任务的重要机关， 检察工作仍然
是党领导下的反腐败执法办案链条
中的重要环节。

依据党中央《关于在全国各地

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和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全国各地推
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
定》， 借鉴先行开展监察体制改革试
点工作的北京、浙江、山西三地的成
功做法，结合省委及省委政法委关于
检察机关应明确专门机构对接监察
委员会的部署，以及湖南省检察环节
职务犯罪执法办案工作的实际情况，
在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成立职务犯罪
检察部，形成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相
互衔接的工作机制，实现监察调查与
司法程序有序对接。

“这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配套措
施的重要部分， 也是人民检察院配
合、参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的重要举措和做好改革后职务犯罪
执法办案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朱
必达表示，“全省检察机关将坚决贯
彻党中央、 省委和最高检的要求，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和使命担
当，全力支持配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试点工作，加强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衔接，完善制度建设，配强配齐办理
职务犯罪案件的专门办案力量，切实
履行法定职责，严格纪律约束，为夺
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贡献检察
力量。”

湖南省检察院
成立职务犯罪检察部

把健康
带回家！

2月7日， 长沙市开福区
月湖市场， 计生工作人员将
健康支持工具包送到外来务
工人员手中。当天，月湖街道
开展新年计生服务活动，将
外来务工人员育龄妇女最需
要的知识、 药具、 服务送上
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搬新家 笑开颜
2月7日， 长沙市岳麓区含浦街道含泰社区，68岁的五保户阎建国在新家

前露出幸福的笑脸。2017年夏天， 湖南省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 该街道
49户村民的房屋倒塌。经过区、街、村三级共同出资，目前，49户受灾群众全
部搬入了新房。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记者 曹
辉 通 讯 员 曾 佰 龙 ）2月 7日，主
桥工程全部完工的杭瑞洞庭大桥
如一条巨龙， 横卧在洞庭湖的碧
波之上， 蔚为壮观。 这一超级工
程被誉为桥梁界的又一个“世界

跨度”。大桥所需4.2万吨钢板，全
部由湘钢生产。

从世界第一条6线铁路大桥和
设计载荷最大的高速铁路桥南京大
胜关长江大桥， 到世界最长的跨海
大桥港珠澳大桥， 湘钢桥梁钢实现

一次次新跨越， 在建桥史上缔造出
一个个世界奇迹。

而在3年前，湘钢还是一个为
生存而战的企业。 在省、 市支持
下， 湘钢开展了企业办社会职能
分离、供给侧等系列改革，主动对

接“一带一路”闯市场，同时发挥
大国企的政治优势， 启动党建工
作“红色引擎”，逐步摆脱了困境，
实现盈利大幅增长。 湘钢党委书
记王树春说， 去年湘钢创造了历
史最高的产量记录，铁、钢、材产
量均突破1000万吨； 实现了历史
最好的效益水平， 利润排名跻身
行业前十。

“湘潭制造”架起“世界跨度”

� � � � �荨荨（上接1版）
除了水稻种植，赫山区在其他方

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在该区兰溪镇
金鸡山村益阳乡约农牧公司，记者就
看到了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画。

散养的鸡自由自在地在草地觅
食，不远处牛羊嬉戏打闹，大棚里
时令蔬菜绿油油的， 周围桂花、紫
薇等树木林立，远处屋舍俨然……
在益阳乡约农牧公司， 养殖区、蔬

菜种植区、水果种植区、生态休闲
体验区、 水稻种植区次第排开，公
司负责人曹颂斌说：“我们发展不
贪大不求全，而是小而精。”

蔬菜种植区前， 一块招牌吸引
了记者，上面写着“园区禁止使用任
何除草剂、农药、化肥”。曹颂斌介
绍， 他们严格按有机食品标准进行
生产， 每批农产品上市前都要自己
进行农残等检验， 确保消费者吃得

好、吃得放心。赫山区农业局农产品
质监站站长夏霞品说， 周末许多市
民到这里来休闲娱乐， 吃完农家饭
后再买一些农产品带回去。

在赫山区， 移动互联网等新技
术也开始广泛应用于农业领域，推
动着当地现代农业发展。

“你看， 这是一个公司在我们
‘护农商城’上销售土鸡蛋，一个鸡
蛋3元钱，这个月已销出8笔。”在赫
山区益阳农人公社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其负责人简丽蓉打开手机上的
APP，让记者看他们在2017年建的

“护农商城”。这个平台，可为农业生
产及农村生活提供各类服务。“用手
机就可下单， 足不出门就可以买回
自己喜欢的农产品。2017年，‘护农
商城’农产品交易额达到5900多万
元。”简丽蓉说，“护农商城”不仅可
以解决农产品的卖难问题， 也给市
民生活带来了便利。

春回大地。在赫山区走访，记者
感受到了现代农业的魅力， 在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次产业融合
发展推动下，农村、农业、农民正在
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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