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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李秉
钧 ）今天，郴州市统计局负责人介绍，
去年该市外贸进出口总额比上一年增
长30.2%； 今年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
头，一季度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10.9亿
美元，同比增长73.7%。其中，出口6.2亿
美元， 进口4.7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

68.1%、81.7%。
今年，围绕“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 郴州市大力推进外向型经济发
展，开展“对接500强、提升产业链”“对
接郴商会、建设新家乡”等5大专项行
动，吸引产业项目落户园区。 同时，根
据“湘品出境”行动计划，实施精准政

策支持， 通过出台进一步加大力度发
展开放型经济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缩
短财政补贴由结算周期， 快速兑现贸
易业绩回流奖励资金、贸易补贴、加工
贸易物流补贴等， 调动外贸企业积极
性。

该市还为外贸企业提供进出口物

流、通关、信保、融资、收汇、退税等外贸
综合服务。 如与银行、信保等金融机构
合作， 使一批外贸企业获得了出口融
资无抵押贷款资格。 据了解，在外贸进
出口的拉动下，今年一季度，郴州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超500亿元， 同比增长
8.4%，实现经济发展“开门红”。

� � � �湖南日报5月2日讯（记者 王晗）4
月28日， 湖南湘江新区召开一季度经
济形势分析会。 面对复杂环境，新区1
至3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41.51亿元，
同比增长10.2%，增幅较去年同期提高
0.6个百分点， 比全省高出2.2个百分

点，主要经济指标跑出了“加速度”。
今年来，产业项目建设成为湘江

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产业项
目建设年”项目启航周、集中开工月
活动成效明显，累计完成投资293.33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31%。 与此同时，

招商引资增强新动能，一季度新区共
签约项目111个，总投资511.18亿元；
基础设施建设彰显新格局， 综合路
网、基础设施以及民生工程建设不断
加快。

据了解，下阶段，湘江新区将突出

抓产业发展，着力壮大实体经济，聚焦
重点产业链招大育强，积极推进“产业
项目建设年”。 同时，在加强创新体系
建设、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抓好片区建
设与环境治理、深化“放管服”改革等
方面持续发力。

� � � �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肖彬华）4月27
日，记者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纪委、监委了解到，自4月1日
起，自治州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和
农村危房改造专项巡察整治的
“居安行动”以来，截至4月26日，
自治州已有119人主动到8个县
市及州纪委、 监委交代问题，退
交违纪违法资金1117万余元。

4月20日，保靖县某工程老
板滕某带着50多万元现金，主
动来到该县专项巡察整治办，说
明违纪的相关问题。“每天打开
电视，专项巡察整治公告不停地
播，村务公示栏也贴着巡察整治
的公告通知。 看到这些，内心很
恐慌，吃不好，也睡不好。 ”滕某
通过各种手段，承揽易地扶贫搬
迁和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获取不
正当利益50多万元。

4月25日晚上，古丈县某局干
部梁某，来到县纪委、监委，主动

交代自己在易地扶贫搬迁和农村
危房改造项目中存在的问题：“之
前，心情特别沉重，彻夜难眠。 现
在主动交代问题后， 心情彻底释
放了。 ”

4月26日晚上8时， 永顺县
纪委、监委谈话室内依旧灯火通
明。 原来，某村干部张某正在主
动交代自己在易地扶贫搬迁项
目建设中的违纪违法问题。

自治州成立了以州委常委、
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为组长
的专项巡察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抽调72人组建8个执纪问责调
查组， 分赴8县市全面开展执纪
问责调查工作。4月3日，州纪委、
监委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关于
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和农村危房
改造专项巡察整治工作的通
告》，并印发了3000余份《通告》
张贴到各乡镇、村组，形成强大
的舆论攻势，推动“居安行动”深
入开展。

� � � �湖南日报5月2日讯(记者 邢
玲 通讯员 文小凤)“发现危房改
造问题线索10条， 发现产业扶贫
专项资金使用违纪线索3条、财政
扶贫资金变更用途问题3起……”
日前，益阳市纪委、市监委就近期
开展的扶贫重点领域专项监督发
现的问题，逐一发出整改通知书。

4月上中旬，益阳市纪委、市
监委对易地扶贫搬迁、 危房改
造、 产业扶贫3个重点领域和扶
贫资金滞留情况开展2018年第
一轮专项监督检查。 督查中，益
阳市纪委、市监委各派驻组分别
针对市财政局扶贫资金的安排、
下达、拨付、使用、管理和监管全
流程，深入村、社区、敬老院等地

上门走访核实；对市住建局近年
来农村危房改造的“突出问题整
改、存量危房核查、审批审核程
序” 等方面开展针对性检查；对
市发改委易地扶贫搬迁帮扶的
组织领导、资金拨付、建档立卡
等10个方面情况精准监督；对
市农委2016年至2017年度下拨
7个村的955万元产业扶贫专项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实地核查。

目前，益阳市纪委、市监委根
据问题清单向市住建局、 市农委、
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扶贫办等5
家市直部门发出整改通知书，要求
逐一限期整改销号；向5个县(市、
区)发出问题线索交办函19件，限4
月底办结，并通报查办结果。

� � � �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王茜 通讯员 袁路华 李立婷 ）
5月1日是国务院常务会议确立
深化增值税改革措施三项措施
实施的首日。 今天上午，湖南省
国税部门省、市、区局三级联动，
业务处室相关负责人来到位于
长沙高新区的中联重科股份有
限公司，辅导企业开出全省第一
张制造业新税率发票，让“减税
红包”真正落地。

本次深化增值税改革是继
营改增之后的又一项减税降负

重要举措，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
税率从17%降至16%， 交通运
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
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
从11%降至10%。

改革后， 现行17%、11%、6%
三档税率调整为16%、10%、6%。
此次增值税改革有利于促进税收
公平、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红利的
逐渐释放将对改革激发新活力、
市场涵养新税源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预计三项措施将为我省一
般纳税人减税超过100亿元。

� � �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通讯员
欧阳君亮 记者 彭雅惠）今天，国
家统计局衡阳调查队发布消息，
2017年衡阳市生猪出栏668.03万
头，年末生猪存栏446.1万头，存、
出栏量连续十年蝉联全省第一。

据悉， 自2008年衡阳市生
猪存、 出栏数量跃居全省首位
后，一直稳定保持这一地位。 去
年，受环保政策影响，全省生猪

存、出栏量均明显下降，衡阳市
生猪存、出栏量也分别同比减少
0.56%、0.31%，但仍高于省内其
他市州。

该市7个县（市）中，6个生猪
存栏量超54万头、 出栏量超77
万头，其中，衡阳县、衡南县成绩
最为突出， 全年出栏生猪均达
130万头以上，年末存栏生猪均
达85万头以上。

� � �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高晨宇 尹志）发放高利贷、暴力
追债、多次寻衅滋事。 日前，常德市鼎城
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 非法
侵入住宅罪、 开设赌场罪对犯罪嫌疑人
胡某某、宋某某、郑某某、肖某某、彭某等
16人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以胡某某为首的团伙， 成员涉及郑
某某、宋某某、肖某某、彭某等近二十人，
以鼎城区韩公渡镇为据点，向周边辐射，
多次组织赌场聚众赌博， 并放高利贷敛
财，债务人稍微拖欠高利贷借款未还，胡
某某便纠集多人， 持械殴打债务人暴力
追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经查明，2014年1月， 彭某某与被
害人刘某某共同给朋友阮某某作担
保，向宋某某借款40万，后因阮某某失
联，担保人刘某某无法偿还全部借款，
2017年2月，宋某某纠集宋某等数人去
刘某某家中追债。 宋某某踢开门后，宋
某用手掐刘某某脖子， 并将部分家具

砸坏， 宋某某威胁刘某某如果不还钱
就只有带花圈和棺材上门。 刘某某逼
迫之下从二楼窗户跳下， 造成脊椎和
右手手腕骨折。

由于涉案人员、罪名众多，鼎城区
检察院先后前往5个区县看守所提审
犯罪嫌疑人，严格审查、准确把握、快
速审结，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宋
某某等16人作出了批准逮捕决定。 目
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龚娟

4月24日， 随着最后2名犯罪嫌疑
人落网， 一个盘踞在保靖县迁陵镇的
持枪涉恶团伙被保靖警方成功捣毁。
此次共破获非法持有枪支案1起、故意
伤害案1起、强迫交易案1起、窝藏案1
起，依法刑事打击团伙成员10余人，缴
获作案工具若干。

深夜枪响，一名男子受伤
“啪！ ”4月6日晚9时许，一声刺耳

的枪声打破夜晚的宁静。
黄某与朋友吃完宵夜回到宾馆停

放摩托车时， 路边一辆黑色小车上突
然下来一名男子，手上拿着枪，一边大
声叫喊着黄某的名字，一边跑过来。

黄某一看此人正是前不久与自己

发生矛盾，并被自己狠狠“教训”了一
顿的“何二佬”。 感觉到情况不妙，黄某
拔腿就跑。 车上又下来两名男子，手里
拿着砍刀，朝着黄某飞奔过来。 惊慌失
措的黄某在奔跑中不慎摔倒在地，被
追上来的“何二佬”拿枪击中腿部。“何
二佬”用枪柄使劲敲打黄某的头部，另
外两名男子也用砍刀不停地对倒在地
上的黄某狠狠砍去。

随后，3人迅速跳上黑色小车，消
失在夜色中。

追根溯源，替人销债结怨
接到报警后， 保靖县公安局立即

组织民警展开现场勘查， 迅速查明了
案件发生的来龙去脉。

今年3月，黄某的朋友“东儿”急急忙
忙找到他， 称自己在外欠了2万元的债，

还钱期限已至，对方请了一名外号叫“何
二佬”的社会青年来逼债，无奈自己钱包
空空，实在没钱还债。

黄某打电话找到“何二佬”，要求
将2万元的债一笔勾销，“何二佬”不同
意，双方在电话里发生了口角。 此后不
久， 黄某与朋友一起在迁陵镇某酒店
里，发现了“何二佬”的身影。 想起之前
在电话里的不愉快，黄某带着朋友们，
上前对“何二佬”就是一顿狠揍，并扬
言“以后见一次打一次”。

事后，“何二佬”对黄某怀恨在心。
3月12日，“何二佬”从外号叫“山猫”的
男子手上借来一把仿64制式手枪。 于
是有了4月6日晚的一幕。

专案专办，案犯悉数被擒
保靖县公安局迅速抽调精干警力

组成“4·6”专案组，通过连续几天的实
地摸排和走访， 办案民警迅速查明了
“何二佬”、周某、彭某的真实身份，并立
即对3名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踪。 4月10
日，将藏身在张家界市某住户家的3名
嫌疑人抓获归案。

经突击审讯，3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
述了4月6日晚持枪对黄某实施故意伤害
的犯罪事实，同时交代的还有为其提供枪
支的2名犯罪嫌疑人王某华和钟某， 以及
案发后， 帮助他们逃离保靖县城的张某、
杨某彬，和帮助他们藏身的刘某。

通过审讯，还查出一起强迫交易案。
3月中旬，周某、王某华等先后两次来到
迁陵镇某酒店的洗浴中心，找借口闹事，
还将4名工作人员打伤，以达到获取该洗
浴中心经营权的目的。

4月10日至24日，办案民警经过半
个月的蹲守， 将该团伙的其他成员全
部抓获， 这个盘踞在迁陵镇的持枪涉
恶团伙被保靖警方成功捣毁。 目前，该
案正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

郴州对外贸易保持强劲增长
一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3.7%

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441.51亿元

湘江新区跑出发展“加速度”

自治州开展“居安行动”
119人主动交代易地搬迁和危房改造问题

益阳专项督查扶贫重点领域
发出问题线索交办函19件

全省第一张
制造业新税率发票落地

衡阳市生猪存、出栏量
全省“十连冠”

扫黑除恶进行时
持枪伤人 巧取豪夺

保靖警方摧毁一个恶势力团伙

鼎城区检察院批准逮捕16名涉恶犯罪嫌疑人

“整治红包礼金”
辩论赛

5月2日，长沙市老干部活动中
心，参赛选手在进行激烈辩论。 当
天，长沙市规划局、市国土局开展
新时代、新青年“迎五四、明法纪、
正三观、强党性”青年辩论赛，青年
代表以“整治红包礼金”为主题展
开辩论，体现了新时代新青年的时
代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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