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 （记者 胡信松）今
天，记者从省属最大国企华菱集团获悉，华菱
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能，降本
增效，上半年公司产量、营收、利税全面刷新
历史纪录，产钢1101万吨，同比增长18.2%；
实现销售收入645亿元，同比增长11%。

今年以来，华菱集团狠抓生产体系建设，
产能得到充分释放，年产2200万吨钢生产格
局初步形成。全集团1至6月铁、钢、材产量分

别达922万吨、1101万吨、1042万吨， 分别同
比增长9.9%、18.2%、16.8%，全面刷新历史纪
录；稳步推进智能生产线建设，钢后产能释放
基本实现最大化， 粗钢增幅高出行业平均水
平12.3个百分点。

在大幅提升产量的同时，华菱集团对标国
际先进钢铁企业，挖潜增效，高炉利用系数、铁
水成本、吨钢综合能耗等主要经营指标显著进
步，有力支撑企业钢材产品市场竞争力水平。

销研产一体化攻关成效明显，“华菱制造”
的市场影响力不断提升。华菱集团紧跟市场变
化，及时调整生产组织，持续扩大盈利优势。1
至6月累计完成重点品种钢销量302万吨，同比
增幅12.6%，创效12.4亿元。新产品销量24.8万
吨，同比增幅45%。“华菱制造”在高端市场影响
力持续渗透。湘钢管线钢再次中标中俄东线天
然气管道建设， 桥梁用钢中标厄瓜多尔大桥、
武汉青山大桥、广东洪塘大桥等重大标志性工
程； 涟钢研发的Q345E正火板应用于出口北欧
时速250公里的标准化动车组； 衡钢大口径液
压支柱用管用于郑煤机制造的128台8.8米超大
采高液压支架， 助力我国煤矿能源行业再造
“大国重器”。

华菱集团上半年营收创新高
实现销售收入645亿元，同比增长11%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
员 蔡万仪 韩雪）都知道汽车有盲区，殊不知
还有一个更致命的儿童盲区———车辆转弯处！
今天，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公布3起发生在儿童
身上的交通事故，警示驾驶员及家长注意。

5月17日晚7时30分左右，永州宁远县一
位4岁的小女孩被卷入车底后， 当场死亡。当
时，事发路段灯光较昏暗，小女孩与同伴蹲在

路旁嬉闹。突然一辆小车经过，由于右转弯时
有一定的视角盲区， 再加上没有及时减速刹
车，一瞬间，小车便将蹲在道路旁玩耍的小女
孩撞倒，悲剧就此发生。

类似的事故还在岳阳和株洲天元区发
生。在岳阳，两个小孩在一车库入口处玩耍，
其中一个小孩穿着轮滑鞋， 正坐在下坡的位
置，这时一台准备进车库的小车，由于转弯的

视野盲区， 从穿轮滑鞋的小孩身上直接轧了过
去，所幸小孩经救治后伤情稳定。

株洲天元区同样出现相似的一幕， 一名小
女孩同样是坐在转弯后下坡位置， 被一辆小车
撞倒，所幸车速不快，小女孩并无大碍。

对此，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民警廖正洪提醒
广大驾驶员及家长，以上3起事故的发生，都与
车辆转弯盲区有很大的关系。 驾驶员在车辆转
弯时要仔细观察转弯路段的路面情况， 如果在
转弯路段有遮挡视线的障碍物， 一定要脚踩刹
车，仔细观察，保证安全驾驶。同时，家长要向孩
子讲解交通安全知识， 提醒孩子不要在道路上
玩耍，以防交通事故发生。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发出警示

警惕车辆转弯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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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莫成

7月10日，记者来到著名的“秦城”———
龙山县里耶镇，立刻被眼前的情景吸引住了。
只见古镇新城老街各具风情， 多元文化与自
然风光交相辉映，游客商人络绎不绝，好一派
热闹的景象！

里耶镇位于武陵山腹地，是湘鄂渝黔4省
市的交界地， 有着神奇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
民族风情， 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四大古
镇之一。

曾经， 由于交通的闭塞和基础设施的落
后， 神秘的里耶长期不为人所知。2014年以
来， 里耶抓住省级边界口子镇专项建设的契
机，先后投入16亿元进行古镇的开发和发展，
里耶古镇声名鹊起， 与外界联系沟通不断加
强，成为了4省市边界一颗璀璨的明珠。

走入新街区， 街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7
月10日正是当地的“赶场”日，本地居民已是
摩肩接踵， 还有操着外地口音的商人在洽谈
生意。记者随意走进街旁一家便利店，与老板
攀谈起来。老板欧迪兵告诉记者，随着基础设
施的不断完善，近年来,他的营业收入也翻了
番。“环境、治安、交通都变好了，水、电、网也
都接通了，生意自然就好做了。”据介绍,为了
改变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2016年,里耶就投

入1.1亿元对全镇道路提质改造，同时,还修建
了停车场、供水厂、垃圾填埋场、居民文化活
动广场等配套设施。

往前走，只见前方人来人往、车流不息，
原来这里是里耶汽车站。 售票员刘婷告诉记
者，随着交通的不断完善，近年来,车站客运
能力也大幅提升，每天来往秀山、酉阳等周边
城市的班车都有10几趟， 旅程也从过去的4
个多小时缩短到现在的不足两小时。 交通运
输的快速发展， 不仅打破了制约经济发展的
瓶颈， 里耶也成为了湘西北重要的出省通道
和物资集散地。

与新街的热闹繁华不同， 小巷里的老街
则是另外一副模样：安静、闲逸，古朴典雅的
老建筑鳞次栉比。一家民宅传来“吱吱”声，走
进一看，一位中年妇女正在织锦，屋子里摆着
3台机杼，墙上挂满了精美的土家织锦。主人
魏芳秀告诉记者， 她织锦已经有30多年了，
过去销路不好，子女也不愿意继承她的手艺。
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土家织锦的扶持力度，
不仅提供直接的经济补助， 还积极联系帮助
外销。“接下来我打算自己养蚕，自己纺线，自
己织锦，制作纯手工的优质产品。我还打算把
子女都叫回来， 一起把土家织锦发扬光大。”
魏芳秀说。

继续往前走，就是古镇的民国风情街了，

这是重庆籍商人陈先念投资建设的。他说，投资
这个项目，是看中了里耶丰富的旅游资源，加上
近年来交通不断完善， 政府在土地和贷款等方
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里耶管委会负责人介绍，
为了加快里耶古镇开发，近年来,省、州、县各级
政府加大投入，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先后修
建了通往龙山县城、重庆酉阳和秀山的公路，同
时高速公路连接线和里耶机场也已开工建设，
投资4.2亿元进行老城区改造，招商引资15亿元
兴建“水上秦郡”，投资5.5亿元建设游客服务中
心。

里耶通过发展以秦简和秦文化为核心、以
高山休闲度假和少数民族文化为特色的生态
文化旅游，打造出了一张靓丽的旅游名片，并迅
速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目前，古镇有80%的居
民从事与旅游相关的行业。 据统计，2017年,里
耶地区生产总值突破7.2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超过了8500元。

在土家语中，“里耶” 是开拓这片土地的意
思。里耶的土家族群众通过努力耕耘，实现了古
镇的华丽蜕变。近年来，里耶先后荣获“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等国家级荣誉称号，并入选“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耶正在从大山里的
神秘文化符号， 逐步转变为湖南对外开放和文
化展示的重要窗口。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国庆 刘志成 付姣龙

7月16日早晨6时30分左右，地处大山
深处的祁东县四明山林场晨曦初露， 林场
双江工区主任王黑子，头戴消防帽，身穿迷
彩服，左肩背着水壶，右手拿着柴刀，备足
了一天的干粮，身后跟着一条大黄狗，出发
巡山了。

老王告诉记者，他这天要去离家28公
里远的尖毛岭。

“尖毛岭海拔1000余米，地处衡阳、邵
阳交界处，森林面积5000余亩，主要以杉
木以及小面积原始次生林为主， 是四明山
珍贵的森林资源。”王黑子说，保护森林资
源，任何时候不能掉以轻心。

8时40分，王黑子登上尖毛岭山头，瞭
望四周， 仔细观看周围有无烟火升起。接
着，他又侧耳倾听有无砍树声。9时40分左
右，王黑子一头钻进熟悉的次生林，仔细察
看树木长势。

王黑子今年45岁， 四明山白水源人。
1990年招聘来到四明山林场担任护林员，
在山区护林岗位上整整坚守了28个年头。

老王说， 他所负责的双江工区辖区共
有尖毛岭、水鸭岭、分水凹、艾家牌等120
多个大小山头，山挨山、山连山、山望山。
“对面看得见山，也要走半天。”王黑子说，
巡山的路上不太平，甚至会遇见意外。

去年8月上旬的一天中午，老王去分水
凹巡山，快到达山顶时，听到树林里传来沙

沙的响声，他站住定睛一看，发现一群野猪
正在林中觅食。

“我当时倒吸一口凉气， 惊出一身冷
汗。”老王回忆当时情景，仍心有余悸。他当
即停下脚步，倒退几步，找到一处低洼地藏
身，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待野猪群离开，
他才起身往回赶。

“遇到野猪、毒蛇这样的危险动物，每
年不少于30次。”王黑子告诉记者，巡山一
般只有两三人，沿途遇到野猪、毒蛇等危险
动物，不能蛮拼，只能示弱把自己躲起来保
全生命。据统计，28年来，老王巡山防火防
盗累计行程达19万公里， 相当于绕地球4
圈半。

森林防火， 重在堵源。 王黑子告诉记
者，每逢清明、春节等传统节假日，他组织
护林员在主要路口、重要路段站岗值班，发
放防火传单，排查鞭炮、纸钱、打火机等容
易引发山火隐患的物品，让火源远离森林。

火源不入山， 森林才平安。 今年清明
节， 有一个从广东赶回四明山祭祖的刘老
板，带着纸钱、冥钞，纸糊的小洋楼、小汽车
等祭品上山祭祖。尽管他软磨硬泡，刘老板
还是带着祭品上了山。 老王只好一路跟随
上山，来到刘家祖坟前。等刘老板祭祖完毕
离开之后， 王黑子把焚烧的纸灰全部用黄
土掩埋。“像这样的火灾隐患， 每年清明都
要处理好几起。”

在防火的同时，更要防盗。2012年11
月的一天，老王的儿子发高烧，他背着儿
子下山就医，在回家的路上，接到信息，
永州冷水滩黄茶园村一位中年男子在林
场沙子坑境内盗伐了30多株杉树。 王黑
子心急如焚，为了破案，他召集工区护林
员开会，商议决定日夜蹲守。1天、5天、10
天过去了，他们不顾严寒，轮流值班，终
于在等候的第13天， 不法分子用马驮树
准备逃离山林时， 王黑子率领护林员将
对方抓获归案。

■点评

祁东县四明山山高沟深，交通闭塞，条
件十分艰苦。作为护林员，王黑子说，山林
就是生命线，我们要保护好它。说到做到。
老王几乎每天都要巡山防火防盗， 他负责
的双江工区大大小小120多个山头、沟壑都
留下了他的足迹。

难能可贵的是，28年来，王黑子所管辖
区内没有发生过一起火警火灾， 没有一个
盗偷树木者在他手里逃之夭夭， 被群众称
为名副其实的 “山林守护神”。“我热爱家
乡，更热爱林场。”这是王黑子的肺腑之言，
诠释他那颗大山之子的赤诚之心。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走笔边界口子镇 秦时重镇 当世明珠
———龙山县里耶镇见闻 山林守护神

———记祁东县四明山林场双江工区主任王黑子

4月3日，王黑子在巡山。（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 （记者 于振宇）为
进一步规范法律监督行为、 加大法律监督力
度、提升法律监督实效，近日，湖南省检察院
出台了《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的指导意
见》，要求全省各级检察院在刑事、民事、行政
诉讼、 公益诉讼和执行监督等法律监督和司
法办案过程中， 对重大监督事项以案件化方
式规范办理方式。 检察机关在重大监督事项

案件化办理过程中将依照受理、立案、调查核
实、实施监督、跟踪反馈等流程办理。

该院副检察长丁维群接受记者采访时介
绍， 需要案件化办理的监督事项一般应该符
合4个方面的条件，即：有涉嫌违法的行为或
事件，发生在刑事、民事、行政诉讼、公益诉
讼、执行监督等法律监督和司法办案过程中，
有必要启动调查核实等工作， 有可能发出纠

正违法、检察意见、检察建议等法律监督意见或
提起诉讼。

检察机关在办理重大监督事项案件时，根
据需要可以依法采取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询问证人、 知情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等人员
的意见，查阅、调取、复制、查询相关书面材料、
视听资料等或要求相关人员提供有关材料，采
取勘验、检查、鉴定等方式进行调查核实，根据
需要可以采取召开听证会、 公开审查等方式听
取意见和释法说理。在调查核实终结后，可根据
不同情形作出依法决定追捕追诉、 发出纠正违
法通知书、检察意见或检察建议、提起公诉、公
益诉讼或提出抗诉等处理决定。

省检察院出台规定

重大监督事项实现案件化办理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
讯员 欧志刚） 创新国企党建工作。7月13日，
华天集团在省属国企中率先成立党校， 将逐
步实现对全集团在职党员培训全覆盖， 让每
名党员都能进党校锤炼党性。

据介绍，华天集团党委党校主教学点设

在宁乡的华天城，后续将分别在张家界华天
等地设立分教学点， 开展集团党务干部培
训、党员轮训、企业管理人员进修和入党积
极分子培训， 强化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通
过集团党委党校培训，将一线生产骨干培养
成党员，壮大党员队伍，将党员培养成生产

骨干，壮大人才队伍，实现企业人才双向培养、
双向流动。

华天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蒋利亚表示，集
团党委党校将办成全体党员党性锻炼的大熔
炉，积极探索党员教育的新模式；通过集团党校
定期开展轮训培训， 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理论水
平；通过多种形式大规模培养干部和人才队伍，
开启华天“人才培养”工程，助推企业现代化转
型升级。

当天，华天集团党委党校第一期党支部“五
化”建设专题培训班开班。

让每名党员都能进党校锤炼党性
华天集团在省属国企率先成立党校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卓韬 倪敏

“真的特别感谢纪委同志，我心里悬了
5年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7月9日一大早，永州市冷水滩区纪委
办公室迎来了一位特别的访客： 来自千里
之外的四川籍当事人任某， 紧握着办案人
员的手，连说了13声“感谢”，并送上“心系
群众，执纪如山”的锦旗。

事情还得从一个多月前说起。5月29
日， 冷水滩区纪委收到省委巡视组转来的
一封匿名举报信。 举报人控诉，2014年2
月， 该区法院法官曹某在案件执行过程中
向其索贿5000元，并且不作为、慢作为，4
年来10余万元执行款只到位了3万元。

冷水滩区纪委高度重视， 随即成立调
查组对举报内容进行核实。 由于信中提供
的证据不够翔实， 必须找到举报人详细了
解情况。心细的调查人员发现，信访件的信
封上有蛛丝马迹， 大家便沿着这条线索查
找， 终于联系上目前在西安工作的举报人
任某。

“这件事情4年多了毫无音讯，现在执
行法官也换了人， 如果你们只是来走走过
场取个证就算了吧，我这边请假不方便，往
返票价也难以承受。”电话通了，电话那头
的任某言语中透露着疲惫。

据了解， 任某曾多次赴冷水滩敦促此
事，由于事情毫无进展，他认为这次也只是

“例行公事”，不愿前往当地配合调查。
为取得举报人信任，调查人员当晚便

购票前往西安进行取证。 经多方走访调
查、查阅档案，调查人员发现被举报人索
贿证据确凿，调查情况与举报事实基本相
符。

锁定证据后， 调查人员转向全面核
查，一场斗智斗勇的“攻心战”随即上演。
面对组织的耐心劝诫，在铁一般的事实和
证据面前， 曹某的心理防线很快被突破，
对索贿事实供认不讳。

“因为这点蝇头小利破底线、踩红线，
不仅毁了我个人的声誉，更损害了法院的
公信力。”回想此事，曹某悔恨万分。

“我们在办案过程中，对发现涉及群
众利益的问题，高度关注，并积极协调、跟
踪、督促，力求高效解决，做到政治效果、
法纪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冷水滩
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区委巡察办
主任唐春涛告诉记者。

据了解，该案涉案的5000元已退还给
当事人任某。经协调，剩下的执行款加上
利息共计9.3万元，也将根据法院相关程序
执行到位。曹某已被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
分决定，由冷水滩区人大常委会依法撤销
曹某区人民法院副科级审判员职务。

看到索贿法官被查办，翘首以盼多年
的执行款也终于有了着落， 任某非常感
激，于是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纪委查办索贿法官，并帮助追回9.3万元执行款———

当事人连说13声“感谢”

� � � �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戴帅汝）17日入伏， 湖南正在经历
今年以来影响范围最广、 持续时间最长的
一轮高温天气。 预计19日前，大部分地区
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将达38摄
氏度左右，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今天， 在烈日的助力下， 湖南热力升
级，高温范围遍及全省大部。由于副热带高
压异常庞大和强盛，未来一周，高温热浪仍
将持续， 这是今年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范
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高温热浪。省
气象台今天16时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

24小时内省内大部分地区将达到35摄氏
度以上高温，其中常德、张家界及衡阳局部
地区将达37摄氏度以上。

三伏天即将开启，气象专家提醒公众，
需做好必要的防暑防晒措施，多补充水分，
不要在烈日下疾走，不去人多的聚集地；同
时还建议保持充足的睡眠以及注意饮食调
理，多吃新鲜蔬果。此外，今年以来，湖南整
体干旱少雨，截至目前，降雨量比常年同期
偏少25%左右， 是近5年来降水最少的一
年，由于前期降水过少，后期需注意保水蓄
水，科学安排农业生产用水。

三伏天正式开启
今年来最强高温热浪正在持续，将现38摄氏度高温天气

美丽乡村
展新颜
7月16日， 道县祥林

铺镇两河口村，白粉外墙
的村庄、碧绿的田野，与蓝
天白云相互映衬，展现出
一幅美丽的乡村图景。近
年，该县开展美丽乡村示
范建设， 以两河口村、贵
头村、车田洞村等村庄为
示范点，投入上亿元资金，
对村庄全面提质升级，打
造具有当地特色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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