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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周建梅）4月5日是清明节。今天，省
森林防火指挥部、省林业厅发布《文明祭
祀倡议书》，呼吁全社会文明祭祀、绿色
祭祀、安全祭祀，防止因祭祀活动引发森
林火灾。

文明祭祀。 自觉摒弃烧纸钱、 燃香

烛、放鞭炮等祭祀用火陋俗，大力提倡鲜
花祭奠、植树祭奠、公祭悼念、网上留言
等无烟无火祭祀活动。 积极倡导以献一
束鲜花、敬一杯酒、植一棵树、清扫一次
墓碑以及网上祭英烈等祭扫方式， 把祭
奠先人的传统习俗和良好愿望， 用更加
环保、健康、安全的方式进行表达，弘扬

社会主义新风尚。
绿色祭祀。 本着低碳环保的原则参

加清明祭扫活动， 不在城乡大街小巷等
公共场所和小区、树林、草坪烧纸钱、撒
冥币、燃放鞭炮、泼洒酒水、供奉食品，不
损坏草地树木，不污染空气水质，自觉维
护环境优美整洁。

安全祭祀。 严格遵守森林防火有关
法规， 自觉接受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
查和劝导，不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严防森
林火灾。如因祭祀引发森林火灾，将被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广大党员干部、公职人
员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并积极主动说
服劝阻违反森林防火相关法规的行为。

从近10年我省已查明原因的森林火
灾来看，65%是春节、清明节祭祖燃放烟花
鞭炮和扫墓点烛烧纸引发。省森林防火指
挥部、省林业厅呼吁，把清明节祭祀活动转
化为怀念先辈亲人、传承历史文化、塑造时
代精神的文明行为，为建设生态强省和富
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添砖加瓦。

� � � �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阳仑 ）4月5日零时至4月9日20
时， 国网湖南电力有限公司对全省发布
电网山火黄色预警， 要求各相关单位根
据辖区内线路具体情况制定针对性对
策，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处置，确保清
明节期间电网和设备设施安全。

国网湖南电力分析，4月5日，湘南
地区白天基本无降水， 且处于清明祭
祀山火高发期， 输电线路附近容易发
生较大面积山火； 湘中及以北地区有
降水过程， 空气湿度和植被含水量较
大，但处于清明祭祀山火高发期，输电
线路附近在降水间歇期仍可能发生山

火。4月6日至9日， 天气持续晴好，仍
处于清明祭祀山火高发期， 发生山火
风险较大。

为提高清明防山火工作效率， 国网
湖南电力已于近期对山火隐患区段开展
特巡， 并在易发山火区域提前设置警示
牌；对山火风险较高区段安排专人蹲守，

提前砍伐防山火隔离带， 清理线路下方
及周边易燃灌木、茅草，防止山火向线路
蔓延。

目前，国网湖南防灾减灾中心还启动
了24小时防山火应急值班，通过卫星山火
监测系统和在线监测装置，密切监视湖南
全境山火情况，及时发布山火预警信息，并
根据天气及山火预警情况，部署移动灭火
平台， 确保相关人员按要求到岗到位，科
学指导山火防范和扑救工作。

� � � � 湖南日报4月4日讯（记者 曹娴）湖南省2018年利用综
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工作方案昨天发布。 至
今年底，以钢铁、煤炭、水泥、平板玻璃、有色、船舶、造纸、烟
花爆竹等行业为重点，通过完善综合标准体系，严格常态化
执法和强制性标准实施，促使一批能耗、环保、安全、质量、
技术达不到标准和生产不合格产品或淘汰类产能， 依法依
规关停退出。

根据该方案，今年4月底前，全面完成摸底排查；11月底
前，实施整顿、退出；12月，开展事后监督检查。如，严格执行
节约能源法，对达不到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要求的产能，限
期在6个月内整改；逾期未整改或经整改仍未达标的，依法
关停退出。严格执行产品质量法和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对
相关产品质量达不到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和不符合生产许可
条件的产能， 依法查处并责令停产整改；6个月内未整改或
经整改仍未达标的，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依法关停退
出。严格落实落后产能退出措施，督促有关企业拆除相应的
主体设备，做到应退尽退，应退真退。

对未按期完成落后产能退出的企业， 由相关部门将有
关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在“信用湖南”“信用
中国”网站等平台发布，在土地供应、资金支持、税收管理、生
产许可、安全许可、债券发行、融资授信、政府采购、公共工程
建设项目投标等方面，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和信用约束。

� � � � 湖南日报4月4日讯（通讯员 盛凯 记者 曹娴）昨天上
午，第七届湖南省护鸟营项目启动仪式暨第二届“圣辉·护
生功德奖” 颁奖典礼在益阳沅江举行，拉开今年全省“候鸟
守护者”为候鸟迁徙保驾护航的序幕。

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何建军介绍， 由护鸟营项
目延伸出来的湖南“候鸟守护者”行动网络，现已发展24个
在地护鸟营、10座候鸟守护站、9个村级护鸟队，注册的省级
“候鸟守护者”119名，各地候鸟守护者近3000人，成为湖南
鸟类保护的重要平台。

今年护鸟营的主题是“合力护鸟迁徙，守护绿色家园”，
“候鸟守护者”行动网络将进一步增加省内覆盖范围，并把
这一模式扩展到广西、江西、湖北等地，整合迁徙路上各方
护鸟资源。 现场发布的今年全国大学生护鸟营暑期社会实
践活动计划透露，将主要调研风力发电对候鸟迁徙的影响。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圣辉大和
尚现场为候鸟祈福，宣布活动启动。圣辉大和尚为临湘市森
林公安局颁发第二届“圣辉·护生功德奖”特别贡献奖。据了
解，2017年，临湘市森林公安局不畏艰苦、不惧黑恶势力，历
时半年，侦破了一伙在湖南、湖北交界处非法捕猎野生鸟类
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逮捕13人，让52万只天
空的精灵得以重回蓝天。

本次活动由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 湖南省佛慈
基金会联合主办。

铁路出行
最高峰到来

湖南日报4月4日讯（记者 邓晶琎）清
明小长假明日开启，铁路客流高峰今天下
午到来。 记者今日从广铁集团了解到，清
明小长假铁路运输期间（4日至7日），湖南
18个高铁站预计发送旅客86万人次，同比
增长3.4%。 预计5日将迎来铁路出行最高
峰。

清明期间（4日至7日），长沙南站预计
发送旅客46万人次，同比增长4.1%；长沙
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34万人次，同比增长
14.11%。

长沙两大车站介绍，4日下午开始铁
路客流激增，预计5日为铁路出行最高峰，
预计5日当天长沙南站客流量达14万人
次，长沙火车站客流量达11万人次。

铁路部门从今天起陆续新增临客。其
中，长沙南站增开临客22对，主要去往怀
化、邵阳、永州、广州等地。 长沙火车站加
开临客20.5对， 主要去往岳阳、 郴州、广
州、张家界、耒阳、怀化等地。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 列车最终开行情
况以车站广播、公告为准。 因节假日期间客
流明显增长，请网络订票的旅客，提前1小
时到车站（包括各城际站）或代售点换取纸
质车票。

� � � � 湖南日报4月4日讯（记者 周月桂）今天，来自张家界永
定区的菊花芯柚进驻长沙家润多实体店， 这也是菊花芯柚
首次进入长沙超市售卖。截至目前，已有家润多、友阿云商、
搜农坊等电商和商超与永定区签订采购协议， 线上线下共
同助力精准扶贫，推广张家界菊花芯柚特色农产品。

在长沙家润多朝阳店电商扶贫特产专区，记者看到，张
家界的菊花芯柚摆满了柜台，剥开的柚子散发浓郁的香味，
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选购。据介绍，作为2018湖南电商扶贫
专项行动之一，张家界菊花芯柚日前在长沙举行了推介会，
目前正在湖南电商公共平台、友阿云商、搜农坊等电商平台
火热售卖，价格与去年相比翻了一番。

张家界菊花芯柚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近年来，永定区将张家界菊花芯柚产业作为重点支持产业，
纳入了永定区产业精准扶贫发展规划。 湖南电商扶贫专项
行动积极挖掘地方特色产业，宣传推广“一县一品”品牌，带
动贫困户脱贫致富，主办方表示，张家界菊花芯柚基地总生
产面积达2万亩，年总产量3万吨，将力争在6月前将所有柚
子售罄。

●倡导以献一束鲜花、敬一杯酒、植一棵树、清扫一次墓碑以及网上祭英烈等方式祭奠先人
●广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以身作则，并积极主动说服劝阻违反森林防火相关法规的行为

湖南发布《文明祭祀倡议书》

国网湖南电力发布电网山火黄色预警

落后产能应退尽退
4月底前完成排查，11月底前组织

实施退出

第七届湖南省护鸟营
项目启动

已发展24个在地护鸟营、10座候鸟
守护站、省级“候鸟守护者”119名

“一县一品”助力精准扶贫
张家界菊花芯柚进入长沙超市

长沙开通扫墓公交专线
4月4日上午，长沙市开福区政府旁地铁口，市民登上一辆清明扫墓专线公交车。从当天至8日，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开通5条

扫墓公交专线，同时增加途经墓园的13条常规公交线路的运力和发车趟次，方便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扫墓。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通讯员 沈纪

近年来，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不
懈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纠正“四
风”，深化专项整治，加大查处力度，形成了有
效震慑。

4月4日，省纪委对查处的10起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进行了通报。

10起问题既涉及省管领导
干部，也涉及基层党员干部

通报指出，这10起问题，既涉及党政机
关，也涉及企事业单位，既涉及省管领导干
部，也涉及基层党员干部，既有发生在节假日
期间的，也有发生在平时的，绝大多数属于党
的十八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再次表
明“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反弹回潮
的隐患不容忽视。

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领导干部超
标准使用办公用房问题。 截至2017年12月改
制前，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层
正职干部的办公用房均存在超标问题， 其中，
领导班子成员办公用房面积约为56至60平方
米，超标准35至40平方米。省高速公路建设开
发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谢立新，原省高速
公路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国光和原省高速
公路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宋祖科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原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孟繁魁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长沙市委副秘书长、市接待办党组书记、
主任莫金文等人虚列接待费用等问题。2017
年7月， 莫金文授意长沙市接待办综合处处
长孙兴云，假造接待某单位事项，由市接待办
副处长刘志宏虚拟接待单作为凭据报销接待
费9500元，用于冲抵在接待场所的超标准接
待开支。2017年2月， 莫金文使用市接待办2
瓶30年茅台酒用于私人宴请。莫金文受到撤
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孙兴云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刘志宏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蒋祖烜超标准使
用办公用房等问题。2017年8月，蒋祖烜任省
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后，超标准使用内含一
间办公室、一间休息室、一间卫生间的办公用
房，该办公用房面积共37.2平方米，超标准7.2
平方米。2018年2月8日，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印
发通知要求省直单位全面清理办公用房。2月
13日，在整改未完成的情况下，蒋祖烜在省委
宣传部《省直机关人员办公室使用情况统计
表》中的“完成情况”栏中全部填写“达标”。拟

给予蒋祖烜党纪处分，按程序报批。
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副巡视员

胡军公款打高尔夫球问题。2003年至
2015年，胡军在担任湖南财信投资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和吉
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期间，持有、使用下属公司公款购
买的长沙青竹湖高尔夫球会会员卡，由
有关下属公司用公款支付该会员卡办
卡、升级、打球、年费等。其中，中央八项
规定出台后，胡军使用该会员卡打高尔
夫球29次，公款支付费用6.4万元。胡军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相关违纪款予
以收缴。

衡阳市政府副厅级干部胡水龙违
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等问题。胡水龙
在担任衡阳市珠晖区委书记期间于
2009年配备了一台排量2.0升、 价值
19.98万元的日产天籁轿车。2010年7
月，珠晖区委办又安排湘桂铁路指挥部
出资以工程指挥协调用车名义，为胡水
龙超标准购置一台排量3.8升、价值39.8
万元的越野车。2013年3月，胡水龙任衡
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后，仍在使用这两
台车。2013年12月， 衡阳市纪委开展超
标准配备公车及公车私用专项整治，胡
水龙未按要求将越野车退回。在省委第
三巡视组的督促下，2015年12月胡水龙
将越野车退回珠晖区，2016年3月将天
籁轿车退回珠晖区。胡水龙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

湖南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委员、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李传红违规
收送红包礼金问题。2013年至2015年春
节和中秋节期间，李传红收受下属单位
负责人礼金共计 8.8万元 。2013年至
2016年春节、端午节等节点，李传红向
湘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覃道雄（另
案处理） 及其家人赠送4.6万元礼金和
价值12万元的贵重物品，并虚开发票将
以上费用在湘煤集团工会予以报销。李
传红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免职处
理，其违规收受的礼金予以收缴，违规
报销的费用予以退赔。

邵阳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袁曦等
人借机公款出国旅游的问题。2017年8
月，袁曦率邵阳学院研修团一行16人在
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参加研修期
间，擅自变更报批行程安排，占用研修

授课、 访问交流等公务活动时间，组
织到牛津、切尔姆斯福德、绍森德、伦
敦等地参观游览， 用公款支付餐费、
租车费等2835.9英镑（折合人民币
24643元）。 袁曦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邵阳学院的其他责任人员受到
相应处分或者处理，研修团成员退赔
了相关费用。

株洲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原副书记、原董事长廖晖违
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2017年6月至
2018年2月，廖晖收受可能影响公正
执行公务的礼金2笔共8000元、购物
卡3次7张面值共7000元、 高档香烟
17条和高档女包1个。此外，廖晖还
存在收受75张面值共78000元的购
物卡，不能说明具体来源。廖晖受到
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违纪
款物予以收缴。

临武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统
战部部长邓超群等人参加超标准接
待问题。2016年3月1日晚，临武县广
播电视台在没有公函的情况下接待
汝城县广播电视台台长朱孝平一行
4人。邓超群和临武县广播电视台党
组书记、 台长刘先亮等11人参加了
此次公务接待，超过了规定的陪餐人
数； 接待菜肴和酒水费用共计5945
元，超过公务接待标准。邓超群、刘先
亮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临武县
广播电视台和汝城县广播电视台的
其他责任人员受到相应处分或者处
理，参加接待的人员退赔了超标准接
待费用。

娄底技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朱宁
超标准使用办公用房的问题。2017
年8月10日，娄底市纪委核查组到娄
底技校朱宁办公室进行实地检查，发
现朱宁在娄底技校3楼318办公室办
公，办公室面积24.18平方米，门口挂
有“副校长室”和“市人社局人事考试
技校考点办公室”两块牌子，实际由
朱宁一人使用， 超出规定使用面积
6.18平方米，属于超标准使用办公用
房。朱宁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常怀戒惧之心， 打赢
“四风”阻击战

“清明节将至，各级党委（党组）

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汲取深刻教训， 以坚决
的态度、果断的措施，打赢‘四风’阻击战。”
通报指出。

通报强调，要常怀戒惧之心。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对打好作风
建设持久战、 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成果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 习近平总
书记专门就纠正“四风” 问题作出重要指
示。全省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和广大党
员干部要按照省十一届纪委三次全会的
部署要求， 将对党忠诚落实在具体行动
上， 做到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四风”
问题绝不是小事，一旦成风，危害巨大。党
员干部要从小事小节上见政治、 见形象、
见人格，自觉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约束自
己，规范行为，任何时候都不能有见好就
收、松口气、歇歇脚的思想。要把自己摆进
去，把思想摆进去，切实把纠“四风”、改作
风作为锤炼党性、 涵养政德的必修课，作
为坚持令行禁止、 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
的试金石。

“要扛起政治责任。”通报要求全省各
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在抓作风建设中树牢
“四个意识”，提高政治站位，拿出恒心和韧
劲，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落
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管出习惯， 抓出成
效。 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组织主要负责
人要严格要求自己，发挥“头雁效应”，带头
落实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
施细则和省委的实施办法精神， 以上率下
带动其他党员干部抵制歪风陋习。 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要适应监察体制改革的新形势
新要求，充分履行执纪执法两项职能，将纠
正“四风”工作覆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
人员，密切关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隐形变
异的新动向新表现，在反对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上下真功夫。

通报还要求加强监督检查。 全省各级
各部门党委（党组）要组织明察暗访，开展
专项检查，发现“四风”苗头性问题及时处
置， 经常性地开展咬耳扯袖、 红脸出汗工
作， 在教育提醒上着力， 在制度预防上下功
夫。纪检监察机关要采取扎实措施，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 对节日期间易发多发的违规公款
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四风”问题，紧
盯不放、露头就打，越往后执纪越严，体现正
风肃纪的坚强决心和政治定力。 对管党治党
不严导致“四风”问题突出的，不仅要严肃处
理违纪者，还要坚决追究领导干部的责任。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省纪委通报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四风”问题无小事

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长沙警方捣毁两个涉黑涉黄犯罪团伙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刘彬 ）今
天， 长沙市公安局对外发布消息： 近期长沙警方经过深
入细致侦查， 先后打掉了一个涉黑犯罪团伙和一个涉黄
犯罪团伙。

3月22日，长沙警方经过10个多月的缜密侦查，成功
捣毁了一个以王某某、巴某某为首的涉黑团伙。 经查，该
团伙在长沙从事“发卡招嫖”组织卖淫活动，通过暴力或
以暴力相威胁等方式对其他“发卡招嫖”团伙进行打压，
实施了一系列故意伤害、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
等违法犯罪活动。 在省、市扫黑办的统一调度指挥下，长
沙警方专案组组织12个抓捕小组，在长沙、株洲、岳阳、
娄底等地同步展开收网行动，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97
人，缴获仿64手枪、长管猎枪、仿真手枪各1支，子弹10
发，砍刀、铁棍10余把，扣押涉案车辆3台，查控、冻结涉
案资金45万元，收缴招嫖卡片6万余张。 目前，该案正在
进一步审讯深挖中。

长沙警方在摸排调查时， 发现长沙市韶山路某酒店内
存在卖淫现象。 民警经过数日缜密侦查，确定该酒店8楼的
人体护理沙龙健康会馆涉嫌组织妇女卖淫， 并查明以杨某
某、王某某、胡某某等人为首的组织妇女卖淫犯罪团伙。 4月
3日晚，长沙市公安局调集警力在长沙、广东、河南、江苏等
地同步开展集中抓捕行动，一举捣毁了该卖淫团伙，抓获以
杨某某为首的涉案人员68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