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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钟泉

7月3日，烈日如火，记者穿行在
湘潭经开区，高耸的脚手架，繁忙的
产业项目建设工地，处处让人感受到
园区的蓬勃生机。

“产业园第一期7栋厂房已建好5
栋， 剩下的两栋这个月底也可以完
工。” 在湘潭经开区高端汽车零部件
产业园，施工方中建五局三公司项目
负责人张本事顶着烈日在工地指挥，
汗水湿透衣背。“时间不等人，我们建
设的厂房都是企业定制了的，他们等
着生产用。”

高端汽车零部件产业园是湘潭
经开区重要的PPP项目之一，项目运
营公司湘潭中建汽配产业园投资有
限公司，是中建五局与九华经建投共
同出资组建的项目公司，项目建设投
资约5.2亿元， 规划面积345.79亩，主
要建设12栋钢结构标准厂房、综合服

务中心及生活配套设施。
2017年9月， 中建五局三公司进

场施工， 不到一年就已完成5栋厂房
建设，不断刷新园区建设的“湘潭速
度”。与其他园区不同的是，产业园依
托湘潭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厂房
全部量身定制，为一批国内外高质量
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建设标准厂房。包
括硬件、厂房结构、个性设计等，都可
以根据企业需求定制。

“这是湘潭经开区打造的第一个
‘四同步’工程———同步招商、同步设
计、同步建设、同步运营。”湘潭中建
汽配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罗
丕方介绍，“零部件厂商选择我们园
区，最看重的是这里的建设速度和订
制服务。”

目前， 产业园已入驻京西重工、
延峰安道拓等世界500强及外资企业
7家。待厂商全部入驻后，可实现招商
引资约23亿元，年产值60亿元以上。

据了解，2017年至今， 湘潭经开
区已签约产业项目54个， 总投资410
亿元；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新增产值
888.4亿元，实现税收44.5亿元。

战高温，抢进度，记者在湘潭经
开区各项目建设现场看到， 一股全
力推进产业项目建设的热浪在九华
升腾。

全球首个“未来工厂”舍弗勒汽
车零部件湘潭生产基地已完成场平
和临建设施，正在进行厂区内道路施
工；投资30亿元的通瑞新能源汽车项
目正在进行基础施工和二期场平；投
资40亿元的吉利新能源二期改扩建
项目正在进行厂房改建；未来年产值
100亿元的蓝思科技项目建设正如火
如荼进行中……

目前，湘潭经开区正在建设的产
业项目23个，正在办理前期手续准备
开工的项目9个。 全区正以项目建设
为抓手，驱动园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刘骄杨

6月29日， 蓝山经开区湘江源皮
具产业园内，蓝山驻广东广州花都区
流动党总支书记黄建龙带着16名党
员及工人， 对园区建设进行扫尾施
工，为7月中旬开园做最后冲刺。

“这个产业园是我们党总支牵头
引进的。”黄建龙告诉记者，广州花都
区狮岭镇皮具产业发达，从事这一产
业的蓝山籍人员有4万余人， 其中不
少人还是党员。2012年，在蓝山县委、
县政府积极推动下，蓝山驻广州花都
区流动党支部成立，并接到了组织老
乡返乡创办湘江源皮具产业园的重

要任务。
“只要家乡有召唤，我们就有行

动。”作为流动党支部书记，黄建龙第
一个报名回乡创业。唐诚、唐九龙、唐
太顺、薛潘等支部成员也决定回乡创
业。

黄建龙还组织骨干党员，一对一
发动蓝山在广东务工经商的能人回
乡发展皮具产业。 割舍不断的乡情，
加上家乡政府的优惠政策，让60名在
广东打拼的蓝山籍人员先后决定回
乡创业。

2015年7月， 蓝山驻广州花都区
流动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筹备皮具
产业园的进度加快。去年8月，总投资
10亿元的湘江源皮具产业园项目正

式动工。项目一期6栋总面积约5万平
方米的标准厂房拔地而起，二期电商
大楼也在筹备开工。

离产业园开园不到半个月了，多
家签约企业因忙着赶制订单，无法抽
身回来装修厂房，黄建龙便组织经验
丰富的党员守在项目一线，抢抓园区
装修施工。党总支副书记唐诚每天守
在园区组织施工，皮肤被晒得乌黑发
亮。 党员唐九龙把工厂交给妻子打
理，自己一头扎进了园区工地……

记者走在产业园，见60家皮具企
业门店装修基本完成，路面砂石已压
实，厂房内正在铺设地板砖。据了解，
产业园建成投产后，预计将年创产值
10亿元，解决5000多人就业。

衡阳挂牌督办100件问题线索

对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零容忍”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肖湘东 李涛

“未按要求落实上级安排的贫困户相关问题数
据核实整改，衡南县扶贫办主任刘向群受到警告处
分；未按要求住村，耒阳市发改局驻坛下乡石坝墩
村扶贫工作队队长、耒阳市发改局主任科员蒋小清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日前，衡阳市纪委在官方网站通报4起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释放对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露头就打、“零容忍”的强烈信号。

今年3月，衡阳市纪委重点围绕脱贫攻坚工作
中“四个意识”不强、责任落实不到位，重点部位和
关键环节腐败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急躁厌
战、“四假”等作风问题，基层涉黑涉恶腐败、充当

“保护伞”、扫黑除恶不力问题，开展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要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关键是行动，核心在
干部，根本靠作风！”为确保实效，衡阳出台脱贫攻
坚工作问责办法（试行）、脱贫攻坚实施主要责任
的问责规定（试行），对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7大
类36种行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厉追责问责，通
过问责倒逼作风转变。同时，下发通知加强贫困
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制定抓党建促脱贫
攻坚的32条措施，规范扶贫人员选派、明确职责
任务，加强日常管理和考核激励，激发驻村工作
队员担当意识。

期间，该市市委、市政府派出36个督查组和
4个专项督查组，以“四不两直”的方式，对驻村帮
扶工作队履职情况开展常态化督查， 对履职不到
位、作风不扎实、效果不明显的，严格落实“五个一
批”问责处理。市纪委严肃监督执纪，对市直行政事
业单位开展“四个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扶贫资金管
理使用情况。同时，织密监督网络，利用“互联网＋
监督”平台、“四风随手拍”、电视问政等渠道，受理
群众举报。

针对发现的1000余件问题线索， 该市纪委筛
选100件可查性强的挂牌督办，选取30件处理不到
位、影响较大的，由市县两级纪委直查直办、深挖细
查、一查到底，形成强大震慑。

衡阳县大安乡三阳村原村委委员蒋月兰骗取
国家粮食补贴资金20181.61元据为己有，受到留党
察看两年处分；在申报危房改造项目过程中优亲厚
友、私分危房改造资金，衡南县冠市镇旦陂村原支
部书记周青生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原支部委员
刘树立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雷霆之势下，一
批“蝇贪”应声落马，群众拍手称快。

据统计，今年来，该市纪检监察机关已在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中查处131人，其中
给予党政纪处分75人，组织处理56人，退还群众资
金24.045万元，上交财政资金25.98万元。

长沙“智慧财政”上线
帮助地方政府“摸清家底”，实现

“控债、保全、增收、节支”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杨良丽）中国平安与长沙市政府今天宣布，双方携手
打造的长沙“公共资产负债管理智能云平台”（以下简
称“智慧财政”）正式上线。该平台的上线，使长沙首次
实现对政府资产负债的全方位、全口径智能管理。

“智慧财政”整合了平安集团综合金融及科技
资源， 借鉴国内权威财政发展研究及实践成果，并
在充分把握长沙市财政局、国资委和国资国企在资
产负债管理、资产盘活、债务化解、市场化转型等方
面需求的基础上，以资产负债管理为切入点，帮助
长沙市政府“摸清家底”，实现政府公共资产“控债、
保全、增收、节支”。与政府传统管理模式相比，“智
慧财政”实现了“五位一体”创新成果，能“全口径、
全诊断、全方位、全功能、全视角”解决政府在财政
管理中的诸多痛点。

平安集团党委书记、副总经理陈克祥介绍，“智
慧财政”是长沙市政府与平安集团深化战略合作的
重点项目。该平台将发挥“金融智库”功能，依托大
数据分析、 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模型等领先科技，
创新定制存量资产盘活及债务结构优化等综合金
融解决方案。

盗挖黄兴父亲墓
长沙一盗墓团伙9人被刑拘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文坚

清代官服、朝珠、顶戴、玉器、墓志铭……长沙县
一盗墓团伙，上演了现实版的“盗墓笔记”。7月4日，
长沙县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 近期摧毁一盗
掘古墓葬团伙，刑事拘留9人，破获系列古墓被盗案，
其中包括辛亥革命元勋黄兴父亲黄筱村的墓。

被盗的包括何绍基弟媳墓、 黄兴
父亲黄筱村墓

专案组民警张亮亮介绍，该团伙为首的是长沙
县和长沙市开福区人，接近两年的时间内，总计盗
挖了10座古墓。

在长沙县北山镇一座清代五品官员的墓中，
保存较为完好的官服、顶戴、朝珠、折扇等文物，
被盗墓团伙洗劫。另一座古墓中，挖出一块“何母
汪夫人墓志”，上有“道光辛巳年二十归先考子毅
府君为继室”等语，文物考古专家判断，为清代大
书法家何绍基弟弟何绍业的继室汪氏之墓。何绍业
（1799—1839），字子毅，以荫生官居兵部员外郎。
经专家鉴定，该墓志为国家三级文物，具有重要
历史价值。

民警还介绍，6月份该团伙曾对黄兴之父黄筱村
的墓进行盗挖，被当地居民发现后弃械而逃，并没有
挖到棺木处。黄筱村墓是长沙市不可移动文物点。不
久之后公安收网，黄筱村墓免于被再次盗挖。

盗挖而来的墓葬品，多达100多件，其中多数
被公安收缴， 部分已出售的公安机关正在追缴。民
警介绍，收缴的一件和田玉扳指，盗墓团伙曾叫价
30万元出售，有人出15万元，因而没有成交。

作案手法比较专业，多选择在白天
进行盗掘

今年以来，长沙县公安局不断接到盗墓警情。
4月， 长沙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抓获一个以余某等人
为首的盗墓团伙。案情上报后，长沙县公安局、长沙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等部门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专案
组，全力侦破此案。

经过两个月的缜密侦查，一个以唐某为首的盗
墓团伙浮出水面。6月27日，专案组展开统一收网行
动，分赴长沙县黄花、湘龙，开福区、望城区等地抓
获一个以唐某、柳某军、苏某、唐某富、许某科、戴某
伟为主要成员的盗窃古墓团伙， 缴获金属探测仪、
洛阳铲等盗墓工具。

经查，2016年以来，犯罪嫌疑人唐某伙同柳某
军、苏某、唐某富、许某科、戴某伟等人，多次在长沙
市洪山桥附近、长沙县黄兴镇和北山镇等地盗窃古
墓。其作案手法比较专业，由于古墓分布在人迹罕
至的山中，他们多选择在白天盗掘。

目前，犯罪嫌疑人唐某、柳某军、苏某、唐某富、
许某科等9人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与时间赛跑
———来自湘潭经开区的报道

■记者在项目

预计年创产值10亿元，解决5000多人就业———

一个党总支“拉回”一个产业园

7月3日， 隆回县100名月嫂被13家
家政服务公司一“抢”而空。6月中旬以来，
该县对100名农村妇女进行了为期半个
月的月嫂知识培训。培训最后一天，月嫂
们都被家政服务公司高薪聘请。

罗理力 彭晓 摄影报道

月嫂走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