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7日讯（记者 李国斌）记
者从公安机关获悉，日前，公安机关破获一
起“以网牟利”，大肆进行非法经营、敲诈勒
索等犯罪活动的案件，犯罪嫌疑人陈杰人
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据公安机关初步查明，陈杰人本人或
伙同他人，以营利为目的，使用网络发帖炒

作、删帖等手段，从中非法牟利；大量搜集、
歪曲、夸大有关单位和个人负面信息，以在
网上曝光、负面炒作相要挟，大肆进行敲诈
勒索，获取巨额资金和非法财产；多次冒充
领导亲属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招摇
撞骗。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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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吴红艳 石康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红星闪闪，党旗飘飘。6月28日，花垣
县龙潭镇青龙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
周年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正在进行。

上午10时30分，4名青年党员旗手统
一着装，精神抖擞踏着正步出旗。在庄严的
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在村部上空徐徐升起，
迎风飘扬。

86岁的老党员王治香拄着拐杖赶来，
感慨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升国旗活
动。作为一个老党员，我感到很光荣！”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全体党
员重温入党誓词。

村支书石建芝走上台，说：“这两年，在
县财政局党员干部帮扶下， 在全村党员带
动下，我们村现有生态稻700亩、蔬菜300
亩、 蜜蜂100箱、 山羊500只、 野生油茶
1000亩、黑猪200多头、稻田鱼100多亩。
去年，我们有21户90人成功脱贫摘帽。”

台下响起一阵热烈掌声。

石建芝提议：“现在请3位党员产业带头
人给我们上课， 大家欢迎！” 3位代表陆续上
台，面前的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农产品，有包装
成袋的大米，有青辣椒、鲜梨子、山鸡蛋，还有
几只咕咕叫的土山鸡。

村委会主任石国清拿起一袋包装精致的
紫糯米介绍：“我们村还有贫困户74户279
人。今年要全村整体脱贫，怎么搞？我想，要靠
各位党员带头努力。 这是我们鸿鹄合作社种
的老品种紫糯米，市场价每公斤34元，销路
非常好。我们要扩大种植规模，让大家的口袋
鼓起来。”

党员石老花啧啧称赞：“这个糯米比猪肉
还贵？国清脑壳好灵活，我们要向他学习，开
动脑筋找新门路。”

“小峰是个好党员。”村里农业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石小峰介绍经验前， 台下一位老党
员告诉记者， 石小峰牵头创办的合作社流转
田地200多亩，50多个村民在合作社上班拿
工资。

石小峰捧起一把辣椒：“大家看， 这是我

种的‘辣博士’，新引进的品种，看起来普通，
吃起来有劲，都卖到省城去了。”

“这是我刚摘的黄金梨， 农家肥盘出来
的，个头不大，但吃起来格外甜……”石小峰
又拎起一袋鲜梨，分给大家品尝。

“咕咕咕，咕咕咕……”台上，一只土鸡活
蹦乱跳地往石雨村怀里跑，引得众人大笑。

石雨村大学毕业后回村创业， 去年初建
起了青翼土鸡养殖场，如今存栏土鸡近1000
只，带动贫困户6户15人养鸡增收。作为入党
积极分子， 他当场表态：“新时代要求我们有
新作为。我将好好向大家学习，争取带领更多
人养鸡脱贫，早日达到党员的标准。”

你方讲罢我来说，台上台下，大家探讨交
流越来越有劲。71岁的老党员田祥生坦言：
“作为党员，如果自己还是个贫困户，怎么去
帮群众脱贫？今天这个会，对我帮助很大，我
这把老骨头要加油！”花垣县财政局干部、青
龙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龙鹏举欣喜地说：“党
员齐了心，田里长金银。今天这个活动搞得
好。”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莫李丽

7月6日，安化县长塘镇岳峰村，四面山
头翠得耀眼，山泉叮咚流淌。山坳之间，有
一大片湿地。77岁的村民李瀚春朝湿地里
撒了一把黄豆， 满脸笑容：“看到那些大钳
子了吗?多大、多带劲！这是我们养的泉水
虾，用大峰山的泉水养的。”

安化是山区，很少养虾。以前到了吃虾
季，各大餐饮店用的虾子主要是湖区来的。
“我们养泉水虾，多亏了县公安局驻村扶贫
工作队！” 岳峰村党总支书记姚志洁说，村
里原有贫困户115户455人，通过3年扶贫攻
坚，去年底通过上级验收，贫困户全部如期
脱贫。

“撤队时，我们要走得放心啊！”分管扶
贫工作的安化县综治办主任、 县公安局党
组成员陈刚说， 驻岳峰村扶贫工作队想在
村里留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先后考
察了几个种菜喂猪的基地， 认为都不适合
岳峰村。

今年初， 安化县公安局局长曾华来到
岳峰村， 认为山中水质好， 建议引种小龙
虾。村里随即召开村民会议，经过讨论，决
定成立大峰稻虾种养专业合作社， 并派人
前往南县考察学习。3月24日， 几台挖掘机
开进岳峰村，养虾基地动工建设，4月4日放
养虾苗，5月7日小龙虾上市。 姚志洁说，今
年村里搞了120亩稻虾养殖，已销售小龙虾
50万元，加上种稻收入，亩均收益保守估计

是先前的4倍。
为了使基地运作市场化， 同时保障贫困

户稳定增收，合作社对基地实行股份制，村委
会占51%、致富带头人占19%、贫困户占30%，
并在用工上对贫困户优先。 贫困户彭旺秋以
前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建设养虾基地后，他便
到基地务工，月收入超过3000元。

姚志洁介绍， 合作社正在申请把村里生产
的“大峰虾”注册成商标。他说，喝山泉水长大的
小龙虾，虾身通体透亮，肉质鲜嫩爽口。现在，村
民们对泉水养虾前景充满信心。不久前，益阳市
委书记瞿海来村里， 他对村民说：“湖区的小龙
虾蹦到了山区，成了扶贫好产业，你们探索出来
的经验很好，我要我联系的贫困村（安化县江南
镇金田社区村）也来学一学。”

湖南日报7月7日讯（欧阳倩 朱玉文）
小到打开导航搜索周边吃喝玩乐信息、利
用无人货柜收取快递等， 大到智慧城市建
设、农村土地确权、森林火灾防范等，大数
据无处不在。7月19日至21日，2018大数据
空间信息应用博览会将在长沙举行。 博览
会以“空间信息应用———新型大数据新时
代发展新产业”为主题，将有逾百家国内知
名企业及高等院校参展，展示大数据研究、
应用成果。

长沙大数据产业主要集中在民生、生
产、商务等领域，汇集了湖南省近一半、超

过20000家软件和移动互联网企业，2017
年移动互联网产业营业收入占全省的
88%。2015年8月， 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落
户长沙市天心区暮云经开区， 搭建了地理
空间大数据应用中心、创新创业基地、中科
遥感(湖南)科技园、湖南地理小镇、地理信
息产业园孵化中心5大平台。

目前，长沙市利用国防科技大学、中南
大学、湖南大学等“双一流”高校为主的人
才和技术优势，初步形成了政策支持有力、
优势企业集聚、自主创新突出、应用特色鲜
明的发展态势。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同时，新邵县积极组织乡镇卫生院、村级

卫生室医护人员开展家庭医生签约上门服
务，由签约医生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基本
医疗、预约转诊、健康综合、医疗护理康复等
服务。目前，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签约家庭
医生服务11.6万多人，实现全覆盖。另外，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孕产妇和0-6岁儿童、65岁
以上老年人、高血压患者、Ⅱ型糖尿病患者、
肺结核患者、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特殊人群
也实现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

新邵县还从县人民医院、 正大邵阳骨伤
科医院和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3家
县级医院遴选50多名医术精湛、医德出众的
医师组成专业健康扶贫专家团队， 为全县贫
困人口提供优质就诊指导服务。

看病更方便、少花钱

在实际操作中，常常遇到异地结算困难、
不能尽享政策利好等问题。

为破解难题， 去年， 新邵县在县内全部
19家定点医疗机构推行“一站式”结算服务。
今年5月，又组织卫计、财政、民政、医保、社会
保险等部门， 成立了邵阳市第一个健康扶贫

“一站式”结算中心，主要承担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非县内定点医疗机构门诊、 住院医疗费
用结算业务。

“目前，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基本医疗、
大病保险、扶贫特惠保、医疗救助、政府兜底
保障5道保障线一站式结算报销；实际报销比
例低于90%的， 由县财政兜底保障到90%。”
罗春宜说。

在此基础上，新邵县各乡镇“八仙过海”推
出新措施。酿溪镇卫生院、新田铺中心卫生院对
贫困户出院一站式结算后自付费用再减免
50%，患者实际只需支付总费用5%。寸石镇中
心卫生院则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订了“基础
包”的贫困户，通过一站式结算后，其检查费和
诊疗费再减免10%。

“以前先要到村里打证明，再到乡政府、县
扶贫办、 县医保站、 人寿保险……一趟趟跑下
来，至少要一个星期。”潭府乡跃进村贫困村民
朱了英在县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中心大厅，
为女儿办理完住院结算报销后感慨地说，“现在
吃一顿饭的工夫就能办成，而且花钱少，放在以
前想都不敢想。”

据统计， 到今年6月22日， 新邵县共有
12432人次享受了“一站式”结算，政府兜底资
金1172万元。健康扶贫“三个全覆盖”解了群众
因病致贫、返贫之痛。去年来，新邵县因病致贫
返贫占比下降至2.4%。

断“病根” 拔“穷根”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医疗领域已经成为人工智能落地应用

的又一个风口， 尤其是基层医疗资源相对
不足，成为人工智能走出实验室、落地商业
化的最前沿阵地之一。据介绍，瀚云人工智
能辅助诊疗系统已形成了电脑版、手机版、
平板电脑版和机器人版等系列产品， 创新

性地融合了医疗大数据、 全科疾病知识图
谱和人工智能决策算法。 关键核心技术包
括医学术语标准化、 全科医学知识图谱构
建、算法的自我学习和自动进化、启发式交
互问诊等。

评价会上，专家一致认为，该项研究整
体技术居于国内领先地位， 具有国际先进

水平，其中同型机器人填补了国际空白，具有
国际领先水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在会
上表示，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机遇巨
大，希望企业坚持自主创新，不断升级系统功
能与核心算法， 让系统和医生机器人助手都
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更能贴近老百姓的生活
习惯。

党员齐了心 田里长金银
———花垣县青龙村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特写

精准扶贫在三湘

泉水叮咚好养虾

7月7日，沅陵县五强溪
库区沅陵清浪乡干流段，工
作人员在清理“僵尸网箱”。
截止当天下午4时， 该乡境
内的440口“僵尸网箱”全部
撤除到位。上月初开始，沅陵
县开展“守护一江碧水”河道
整治行动，对“僵尸网箱”、垂
钓船排污等问题进行清理整
治。 目前， 沅江沅陵县段
4650口网箱已全部清理，退
养面积82851平方米。

邓永松 摄

退养还河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谢辉

7月4日，刚从莫斯科回国的梁锦程到
益阳市朝阳国际实验学校， 参加小学毕业
典礼。同学们将他团团围住，分享他这次世
界杯之旅的见闻与感受。

今年4月，梁锦程参加世界杯赞助商万
达集团举办的俄罗斯世界杯护旗手全国选
拔赛。在市级、省级海选中，他一路过关斩
将，成为湖南赛区“独苗”，晋级全国总决
赛，最终脱颖而出，率先晋级。

6月29日，从全国总决赛中脱颖而出的6
名小旗手在北京集合。梁锦程听说是为八分
之一决赛的俄罗斯和西班牙队护旗，激动得
一晚没睡，“西班牙队可是我的最爱，我的偶
像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拉莫斯。”

两队的比赛在北京时间7月1日晚开
始。白天，梁锦程和其他5名护旗手在国际
足联志愿者帮助下，进行了彩排。短短5分

钟的进场仪式，梁锦程十分投入，和小伙伴
们认真护送FIFA旗帜入场，不敢分心去关
注偶像及球队。退场后，他们被统一安排在
贵宾看台上观看比赛。因为是主场，看台上
90%的观众是俄罗斯球迷， 看到他们这些
着装统一的黄皮肤小球迷， 球迷们主动向
他们打招呼， 并邀他们一起给俄罗斯队加
油。“最后西班牙队输了，我虽然有点遗憾，
但能看一场世界杯比赛， 将是我最美好的
回忆。” 梁锦程说。

梁锦程这次还有一个意外收获。 在莫
斯科机场通道上， 他偶遇C罗。“幸好当时
准备了一件球衣，请C罗签名，他很客气地
帮我签了。这件球衣我会珍藏起来。” 梁锦
程说得眉飞色舞，旁边同学听得一脸羡慕。

踢了5年足球的梁锦程说，踢足球是一
件让人快乐的事。这个“足球小子”有一个
梦想———一直踢下去，希望自己有一天能
踢进世界杯。

益阳“足球小子”为世界杯护旗

梁锦程（左
二）从“2018俄
罗斯世界杯护旗
手全国总决赛”
中脱颖而出。

通讯员 摄

长沙大数据产业领跑全省
将于7月19日举办大数据空间信息应用博览会

湖南日报7月7日讯（记者 戴鹏）今天，中
国机械工程学会80余位院士专家组团走进
株洲， 对中国动力谷的产业基础和发展机遇
进行分析， 对株洲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和发
展路径建言献策。

“株洲是一座创新之城，每个角落都迸发

着创造力。”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
国工程院院士黄庆学一路参观一路点赞，“株
洲不仅高铁、飞机、汽车造得好，传统优势产
业与新兴战略产业也各有特色。”他希望通过
这次对接， 与株洲在科技人才培训等方面开
创新的合作空间。

“打造人才聚集和创新发展双高地，这个
目标切实可行。”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
事、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科学家毛明建议
株洲进一步加大对人才工作的宣传力度，加
强与高校合作，让更多高层次人才爱上株洲、
落户株洲；重视金融支持，谱写高质量发展的
新篇章。

本次活动还召开了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助
力株洲企业项目需求对接会，院士专家与株洲
本土企业面对面，为他们在材料科学、制造工
艺等方面答疑解惑。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走进株洲

80余位院士专家组团把脉中国动力谷

犯罪嫌疑人陈杰人
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甘艳 艾春望

重金属污染治理，对于修复生态环境、
维护群众身体健康十分重要。 但少数基层
干部，却把治污专项资金当成了“唐僧肉”。

2014年，长沙县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
修复综合治理试点工作， 上级每年下拨的
治理专项资金，包括低镉品种补贴、石灰施
用补贴等多个分项目。由于专业性强、连续
性长、监管难度大，少数基层干部便动起了
歪心思。

今年6月29日， 长沙县纪委监委通报一
起9名社区干部套取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
理专项资金的典型案例。而该县监委发出的
监察建议书，更是直指这一现象的“病灶”。

治污资金屡遭“黑手”
2017年下半年，长沙县纪委接到群众

实名举报， 称金井镇金井社区干部存在套
取资金发放津补贴的问题。

随即， 该问题线索转交金井镇纪委处
理。经查，2015年底，金井镇金井社区党支
部书记杨艳君、居委会主任王良，同其他几
人密谋， 套取了当年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
治理优化水分管理项目资金4.4万元，用于
发放社区干部津补贴。

2016年上半年， 几人又故伎重施，套
取2016年水管资金13万多元。2017年资金
到账后， 将其中的12.6万元用于发放社区
干部津补贴。

2018年3月， 杨艳君被留党察看一年
并免职，王良被党内警告，其余7名涉案社
区干部均被党纪处分。

无独有偶。2016年春节前后， 青山铺
镇原黄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杨某、村
委委员李某等6人，通过伪造资料、虚开票
据等方式， 套取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
项目资金18.85万元， 用于归还近2年违规

发放村干部津补贴的借款12万元、处理社
区开支2.85万元、剩余4万元作为当年度奖
金发放。杨某、李某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
分，其余4人被党内警告。

《监察建议书》直指“病灶”
问题很快摆上了长沙县纪委常委会

议和县监委委务会议议事日程：“仅仅处
理违纪村干部还不够，必须督促责任单位
从源头上加强监督和管理。”

随后，该县监委向县农林局发出具有法
律效力的首份《监察建议书》，既“点痛穴”，
更“下猛药”，建议该局对全县重金属污染耕
地修复治理等项目建设、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认真开展专项治理， 进一步加强督促指导，
优化专项资金的监管约束机制。

“关键要以案促改、以案促建，保护好
整片‘森林’。”该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通过下达监察建议书，督促县农林
局健全制度、强化监管，杜绝任何人以任
何形式套取、挤占、截留、挪用补贴资金，
确保专项补贴资金充分发挥效益。

立体监督防止监管“真空”
“犹如当头棒喝！”收到监察建议书后，

长沙县农林局迅速行动，联合县财政局成立
4个督查组，采取查阅账目、走访调查、现场
勘查等方式，对14个镇街重金属污染耕地修
复治理项目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
专项督查，共收集3个方面21条问题，督促各
镇街、村（社区）逐一整改到位。同时，从资金
使用管理原则、结算拨付办法、管理保障措
施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并完善专人、专账
管理制度，确保专款专用。

为防止监管“真空”，该局还建立健全了
镇村组逐级监管、部门联合监管、“农林干部
+镇街联点干部+村干部”的“1+1+1”联点联
村监管、第三方监理单位参与监管等约束机
制，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监督网络。

治污资金屡遭“黑手”，监委《监察建议书》直指“病灶”———

治污专项资金岂容被“污染”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