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刘银
艳 通讯员 孙晨晖 ）“黑森州-湖南省
2018经济投资论坛”于4月16日在长沙
举行。

本次活动由省贸促会与德国黑森
州经济部共同举办，旨在增进湖南企业
对黑森州的了解，为湖南企业走进黑森
州投资兴业提供信息支撑和交流平台。
省贸促会和湖南国际商会组织了远大
空调、 湖南磁浮交通发展服务有限公
司、湖南中德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等近
40余家企业和机构70余人参加本次活
动。

湖南与黑森州经济互补性强，合
作潜力大。1985年起，黑森州与湖南建
立友好省州关系，双方在环保、制药、
信息技术和汽车制造等领域合作空间
广阔， 在湖南的梅塞尔集团就是非常
成功的案例。 长沙-法兰克福直航、湘
欧快线开辟， 更为湘企投资德国打开
了通道。近年来，黑森州经济部与我省
贸促会展开了务实合作， 促成了一批
企业走进德国， 也有不少德企来湘安
家落户。

黑森州贸易与投资署高级投资经理
达姆豪用详尽的数据资料， 介绍了黑森
州政治、经济、文化、投资等方面信息。法
兰克福莱美两河地区国际投资促进会中
国地区事务主任傅汉黎介绍了莱茵河-
美因河地区投资环境和产业优势。 德国
Taylor� Wessing律所， 德国威韬税务、
财务、 律师集团和金杜律师事务所就英
国脱欧对投资欧洲产生的法律方面的影
响以及外资入德将遇到的融资、注册、税
负等问题作了推介。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刘永涛）融360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 上个月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出现近1年以来的首次环比
下降，尤其在月中平均预期收益率低至4.85%。根据分析，3月份市
场流动性整体偏松，短期利率下降，股市走低，导致银行理财收益
率略有下降。

统计显示，3月份银行理财产品共发行13632款，环比增加2546
款，同比增加321款。但预期收益率环比下跌，3月银行理财产品平均
预期收益率为4.88%，环比下降0.03个百分点。

记者走访中信、光大、平安等长沙多家银行网点发现，进入4
月， 3—12个月期限的在售理财产品， 年化收益率不少已经超过
5%，12个月以上期限的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在5.4%左右， 较3月
有明显回升。

业内人士预计，4月份资金面将以平稳偏松为
主。月中税款征收入库对流动性会造成一定影响，此
外二季度地方债供给节奏可能加快， 进一
步加快财政存款增长。 因此，4月份
银行理财预期收益率会先抑后扬，
环比将有较大幅度提高。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
讯员 何云雄 龙小莉）4月8日， 一对夫妇带着
两个小孩气冲冲来到江永县婚姻登记处的家
事巡回法庭理论，原来，他们在县城刚买的一
套房子装修需要资金， 资金正紧张的时候，女
方却买了一部新手机，于是引发争吵、赌气离
婚。经过法官一番劝说，两口子气消和解回家。
截至目前，江永县家事巡回法庭已调解100起
家庭纠纷。

近年来，江永县离婚数一直攀升。婚姻登
记工作人员尽管都反复调解，但还是因缺乏专
业法律知识，无法答复双方的权责问题。

去年5月， 江永县人民法院延长了手臂，在
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常设家事巡回法庭，安排2
名法官坐班，为离婚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调解抚养赡养纠纷，指导签订合法、公平的离婚
协议，为群众送去了及时的公共法律服务。

4月12日， 一对夫妻来到婚姻登记处离
婚，男方要求女方承担一半赌债，男方声称这
是婚姻期间的共同债务，否则不离。巡回法庭
的周晓芳法官严肃指出，参加赌博属于违法行
为，因赌博欠的债务属于个人债务，由个人承
担，而且不受法律保护。随后，在周晓芳的指导
下，双方签订离婚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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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刘奕芸)近日，桃江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成功打
掉一个涉枪恶势力团伙， 抓获团伙成员3人，
破获刑事案件3起，收缴仿“六四式”手枪1支、
弹匣1个、子弹2发。这是益阳市重拳摧“网”毁
“伞”， 保持对黑恶势力犯罪高压态势的一个
缩影。

中央、省委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

来，益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各级各相关部
门狠抓落实，切实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
开展。市委设立了扫黑除恶办公室，各区（县、
市)也都设立了专门机构，并将此项斗争纳入全
年工作重点和党委、政府重点督查内容。市扫黑
除恶办抽调精干力量集中办公，实行“一天一调
度、一周一通报、一旬一督导、一月一研判”，并
采取多种宣传形式，广泛发动群众。

近两个月来， 益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捷报频传。 安化打掉了一个涉百人赌博恶势
力团伙，桃江破获了一系列寻衅滋事、故意伤
害案件，赫山区刑事拘留涉嫌暴力讨债、寻衅
滋事等嫌疑人9人，南县抓获涉嫌强迫交易嫌
疑人5人等。至4月17日，益阳市还收集涉黑涉
恶犯罪线索近200条，并有26名涉黑涉恶犯罪
嫌疑人投案自首。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卓湘伊

4月4日，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敬老
院里，51位农民脸上绽放着久违的笑颜。与
笑颜一同久违的，是他们在2014年就应该
拿到的工资款。

慈利县公安局与县人社局、 县检察院
等协作，破获了一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杜某，为51位农民追回了
拖欠4年之久的工资。

【接警】老板欠薪20万元后
下落不明

2017年6月， 慈利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接到县检察院移送的《劳动保障涉嫌犯罪
案件函》、县人社局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
书》： 杜某拒绝支付唐西军等51人在2014
年帮其熏制烤烟的工资，涉案金额207793
元。

该案件受害人是人均年龄在65岁以
上的农民，受害个体普遍家境艰难。同时，
案发时间久， 嫌疑人杜某更改联系方式后
下落不明，社会影响恶劣。

办案民警对相关证据资料进行审查
后，确认2014年2月至9月间，杜某在三官
寺承包土地180余亩， 雇请当地农民唐西
军等51人从事烤烟种植和熏制工作，杜某
在烤烟熏制完成后，以“烟草已送烟草站，
还没结账”等各种借口不结清工资。后来干
脆玩起了“失踪”。

为了寻找杜某行踪， 办案民警多次走
访了杜某家， 提起杜某， 其家人均三缄其
口。民警经过大量调查走访，最终确定杜某

藏身在长沙市某处。今年1月27日，在长沙
警方配合下，杜某落网。

【解难 】迟到4年的工资款
终于到受害人手中

抓获杜某后， 办案民警迅速对其进行
审查，在大量事实证据面前，嫌疑人杜某供
述了因生意亏损拒不支付农民工资的犯罪
事实。杜某同时提出：不认可慈利县人社局
提供的涉案20余万元的“工资表”。至于具
体数目， 他表示“记不清楚， 没有原始凭
据”。

为了找到杜某的原始记工凭据， 办案
民警开始了走访调查和查找。 在杜某原租
住房间内， 找到了有杜某亲笔签名的完整
记工簿。民警反复多次找嫌疑人、当事人、
经手人核实工资款的具体金额， 最终根据
农民工记工单的工日、 工资标准扣除已付
工资、借支，确定了杜某实际所欠的工资款
具体数额为194569.8元。 这一数据也得到
了嫌疑人杜某的认可。

嫌疑人已经到案， 可是老百姓没有拿
到钱。面对51双殷切的眼睛，办案民警决
定为农民要回劳动所得。

因嫌疑人生意亏损，又抱着一种“死猪
不怕开水烫” 的心态， 不愿想办法解决欠
薪。民警三番五次劝说杜某，并走访联系杜
某家人一起想办法，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通过民警耐心劝解，杜某最终同意与
家属多方想办法， 并筹措到158440元，为
51位农民工发放了80%的工资款。4月4日，
迟到了4年的工资款， 终于到达受害人手
中。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黄
婷婷 通讯员 谭伟明 ）今日，2018年“节
能服务进企业” 活动在湖南华菱湘潭钢
铁有限公司启动。 省工业通信业节能监
察中心主任刘永忠表示，将用近1个月时
间，委托专业节能服务机构和节能专家，
对我省10家企业“把脉问诊”，为其提供
节能服务。

据了解，该活动由省经信委主办、省工
业通信业节能监察中心承办，从全省钢铁、
有色、化工、水泥、造纸、热电等重点行业
中，选择了10家具有行业代表性和节能潜
力的重点用能企业：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
限公司、郴州丰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乡
晋煤金牛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恒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安仁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康达（湖南）水泥有限公司、双峰海螺水泥
有限公司、台泥（怀化）水泥有限公司、长沙
天宁热电有限公司和湖南骏泰新材料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中冶长天宏达公司是9家第三方节
能服务机构之一，总经理肖广道表示，第
三方节能服务机构会选派专业技术能
手， 同节能专家一起， 对企业的能源消
耗、管理水平、能效指标、综合利用等方
面进行全面的核查、测试、诊断、咨询、对
标和评估，了解企业的用能现状，查找企
业的节能潜力。同时，运用物联网、移动
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新工具，为企
业提供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开出良方，
促进企业节能降耗， 实现经济效益和环
境效益的双赢。

扫黑除恶进行时

益阳重拳摧“网”毁“伞”
26名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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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困难，为51位农民讨回工资———
拖欠4年的血汗钱要回来了

“节能服务进企业”活动启动
为企业绿色发展“把脉问诊”

“黑森州-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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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举行

4月银行理财预期收益率回升明显
3月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环比下降

在婚姻登记处设家事巡回法庭
江永延伸公共法律服务解纠纷

4月17日，景
色优美的长沙雷
锋文化主题公园
已基本建成，整体
工程预计 5月竣
工。该主题公园位
于湖南雷锋纪念
馆前，总用地面积
73139平方米，分
为南北两个广场，
建设包括园林景
观、 休憩亭廊、雷
锋主题文化广场
等工程。 建成后，
不仅大大提升雷
锋家乡的整体品
位和城市形象，还
为市民提供了一
个休闲娱乐、健身
观光的好场所。

湖南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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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接待日”开展16年来，学生共
向学校提出意见建议43121条，其中17900
多条得到有效解决， 有待解决或短期内不
能解决的问题也给出了解释。“‘校领导接
待日’架起了学校和学生的桥梁，激发了学
生参与学校改革建设的热情。”学校有关负
责人介绍， 学生的意见建议有力推动了学
校在学科建设、师资培养、教育教学、校园
文化等方面的30多项改革。

教师成引领校园文明的
“风尚标”

每到葡萄挂果的季节， 澧县葡萄基地
硕果累累。 这个以前没有种植葡萄历史的
江南水乡，近几年已成为“南方的吐鲁番”。
创造这一奇迹的， 是湖南农业大学石雪晖
教授科研团队。

怀着“成果不能只写在论文里，要装进
农民的口袋里”的坚定信念，石雪晖教授在
34年里走了全省50多个县市，指导农民新
建葡萄园3万余亩， 指导葡萄果实套袋近

5000亩，指导桃源县桃树生产1万余亩，为
农民脱贫致富解决了数以百计的生产技术
难题。

在湖南农业大学，像石雪晖团队这样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专家团队，有10
多个，每年有200多名专家教授长期活跃
在田间地头。 教师们率先垂范、 言传身
教，先后涌现出全国教学名师官春云，全
国“十大教书育人楷模”石雪晖，全国模
范教师、感动湖南年度人物陈立云，省模
范教师肖浪涛， 茶叶专家刘仲华等一大
批先进教师典型， 成为引领校园文明的

“风尚标”。
在模范教师带动下， 学校师生踊跃参

与“三下乡”“双百”科技富民工程，为大量
涉农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惠及全省几十万
农民。12年来，有282位毕业生走向西部地
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校园文明建设，推动了学校各项工作
发展和青年学生成长， 学校在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校党委宣传
部部长刘启定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