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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涛

一位接受过笔者采访的社区居民，近
日在电话里几乎哭诉着请记者帮忙看看3
个月前买的P2P理财， 平台关停了能否要
回本金？

4月初回老家，笔者的表姐讲，她在熟
人推荐下投入10万元买“善林金融”，第二
天便从电视上看到这家平台被查封。 她以
前每次花三五万元买此类理财， 赚了些日
常零花钱， 想尝试多投一点， 还没缓过神
来，便深深套进去了。

一股P2P网贷平台倒塌潮， 让不少预
期获得高收益的民众猝不及防。 据券商中
国记者不完全统计， 今年7月2日至13日的
12天时间里， 累计有71家网贷平台因为提
现困难、疑似跑路等，先后“踩雷”。

民众购买“投之家”“钱妈妈”“唐小僧”
这类P2P理财产品， 是否真的了解背后的
风险？ 平台何以能持续返还远高于银行定
期存款的收益？

当“理财理得心痛”之时，政府层面的
从严监管自不待言， 而对于大多数普通民

众而言， 一定要认识到投资理财必定有赚
有亏， 盈亏之道首先得回归并坚守基本常
识。

比如，投资有风险，理财须谨慎。人人
耳熟能详， 但人们往往对这个常识又不以
为然。必须直面的事实在于，一切投资与理
财皆有风险，即便最稳健的银行理财，也已
打破刚性兑付。在这个全民理财时代，谨慎
与保守， 应成为那些勤奋劳作过安稳日子
的人们，进行投资理财时最基本的准则。

又比如，暴利有陷阱，预期要实际。这
也是常识。 可很多理财新人甚至一些老到
的投资者，总认为银行活期定存收益太低，
买P2P理财门槛低易操作， 年化收益轻松
超过20%，别人大赚 ，为什么我就会亏 ？现
实却是，你想着人家的高息，人家惦记你的
本金。于是疯狂，于是受伤。

在强监管和防风险的当下， 投资理财
市场处于新变局之中。普通民众理财，尤其
应有起码的认知：不要盲目相信造势宣传；
不要盲目相信熟人专家推荐； 不要被高息
诱惑盲目投资。赔钱了，学会承受；赚钱了，
见好就收。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员 郭泽华 李睿）7月10日，在辰溪
县修溪镇大洑潭水电站大坝上，放眼望
去， 见沅水波光粼粼， 两岸绿树成荫。
“这条河上曾有两艘‘僵尸船’，为了确
保河道安全畅通，我们上月中旬对它们
进行了切割和拖离处理。” 县河长办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今年来， 辰溪县由县河长办牵头，
县水利、海事、交通等部门联合开展了6
次执法行动，对全县水域挖运砂船逐船
上船检查、登记，现场排查处理安全隐
患11处，拖离违规水域作业挖砂船6艘，
摸排清理“僵尸船”9艘(其中客渡船7艘、
采运砂船2艘)。

自河长制实施以来，辰溪县主动作
为、积极行动，落实县级河长9名、乡级
河长85名、村级河长272名，覆盖全县河
流86条。在河岸显眼处，共竖立河长公
示牌97块，上面写明河道名称、起终点、
长度、河长姓名及其职责、监督电话等，
接受社会监督。并在“世界水日”“中国
水周”期间，在县城各校园和各乡镇主
要街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提高
群众环保意识，为促进干群共治、人水
和谐打下了坚实基础。

今年来，辰溪县县级河长已巡河34
次，乡、村级河长共巡河8340多次，下发
各类督办函15件， 开展了清理“僵尸
船”、治理沅水二桥水土流失、督导采砂
船安全度汛等一系列行动，县域内水生
态环境有了较大改善。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周雪鸥 邓华丽

赤火烈焰， 钢花四射， 挥汗如雨。7月
17日，在华菱湘钢的炼钢车间，炉台上50
多摄氏度的高温环境，钢铁工人顶着1000
多摄氏度钢水的炙烤，默默坚守着。

湘钢炼钢厂炼钢工人周勇， 紧盯电脑
屏幕上一串串指标参数， 并不时来到炉前
观察钢水冶炼情况， 颗颗汗珠从他的额头
渗出。此时，平台作业环境温度达45摄氏
度， 炉体钢水温度达1650摄氏度，10米之
外，感受到的热浪，便如火烧一般。

钢材库房，像一个“烤箱”，发货员袁斌
穿着整齐的工装，一丝不苟地操纵天车，将
产品一钩钩吊装到位， 全然不顾衣服已经
湿透；“别说我们热，指吊员才辛苦，他们的

工作是指挥吊车，旁边就是一个火炉，‘烤’
一小时下来， 衣服湿得透透的， 就是个水
人。”袁斌心痛地说。

高温天，熔炼的不仅是钢铁，还有湘钢
人的意志。据介绍，一场战高温、斗酷暑、夺
高产的战役正在华菱湘钢生产车间如火如
荼地展开。现在公司实行四班三运转，每班
约2000人奋战在生产一线。同时，公司全
面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每天向生产一线“送
清凉”，将西瓜、汽水、防暑药品等送到一线
员工手上；后勤服务部门打好暑季保“胃”
战，增加时令菜肴、供应绿豆沙，让员工们
以饱满的状态投入工作，保证安全生产。

目前， 湘钢保持产销两旺良好势头。7
月份，板材发运量已达到22.2万吨，创出新
高；向大唐海上风电、粤电风电等重点项目
供货超过1.2万吨。

赤火烈焰下的坚守
———华菱湘钢生产车间走笔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

立案15404件、 结案9172件、 处分8987
人，同比分别增长25.4%、19.8%、18.9%。

查处乡科级以上“一把手”441人，立案
审查调查省管干部23人、处级干部390人。

这组数据， 是湖南今年上半年“打虎拍
蝇”沉甸甸的成绩。

今年以来，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
“稳中求进” 的基本工作方针，“老虎苍蝇”一
起打，受贿行贿一起查，强化日常监督，综合
运用“四种形态”，深化标本兼治。成绩背后，
折射的是湖南正风肃纪不停步、 反腐惩恶不
松劲、重整行装再出发的坚决态度。

盯紧“关键少数”，受贿行贿
一起查

今年5月，三湘风纪网连续发布3条省管
干部被查的重磅消息。

从省政协原副秘书长陈三新，到湘潭市委
副书记赵文彬， 再到娄底市政协副主席肖扬，
省纪委省监委连打“三虎”，受到各界点赞。

半年来，湖南继续盯紧“关键少数”，重点
查处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
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领导岗位、可能
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政治腐败和
经济腐败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案件；重点
查处选人用人、审批监管、资源开发、工程招投
标以及公共财政支出、国有企业投资经营等方
面的腐败问题。从省纪委省监委查办的“留置
第一案”———邵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
主任周国利案开始，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党组
书记、主任王华平，省环保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谢立等一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被查，使严
惩腐败的震慑效应进一步显现。

同时，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受贿行贿
一起查，健全行贿“黑名单”制度，加大对行贿
行为的打击力度，通报了多起“受贿行贿一起
查”的典型案例。

长沙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原院长许彦就是
其中一个典型。2013年至2014年， 许彦利用
职务便利， 在继续教育学院招生办原主任金
席卷竞聘该院成考和自考招生目标管理责任
人以及违规设立校外学习中心等事项中为其
谋取利益， 先后4次收受金席卷所送贿赂。
2017年7月，许彦被“双开”，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而行贿人金席卷被
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后被批准逮捕。

持续“拍蝇”，让群众更有获得感
今年1月12日， 在江华瑶族自治县桥头

铺“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违纪资金返还会现
场， 先锋村村民唐明球收到清退的10500元
危房改造补助款后，感动得热泪盈眶。

3年前，低保户唐清深（唐明球之父）实施
危房改造项目， 时任村支书唐官荣却将县里
下拨给他的危房改造补助资金10500元据为
己有。唐清深去世后，其子唐明球在整理遗物
时， 发现一卡通存折上曾被人取过一笔大额
资金，随即向有关部门反映。县纪委介入调查
后，迅速查清了唐官荣的违纪事实，唐官荣受
到开除党籍处分。

相比远在天边的“老虎”，人民群众对身
边的“蝇贪”感受更加深切。湖南各地持续“拍
蝇”， 严厉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让群众更有获得感。

今年上半年， 全省共发现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线索18063件，立案查处2559件、
处理7250人， 全省追缴违纪资金8262万元，
退还群众1188万元。各级纪委监委还与政法

机关建立涉黑涉恶问题线索共享移送、 同步查
办机制，收集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线
索424起，已初核217起、查结98起。

立体监督，抓早抓小，实现全
天候监管

7月13日上午， 泸溪县法院开庭审理了宋
谋宁涉嫌受贿一案，并当庭宣判。宋谋宁犯受
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80万元。

经查，2009年至2017年， 宋谋宁利用担任
永顺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永顺县溪州新城建
设领导小组指挥部常务副部长、永顺县溪州新
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
合人民币共计335.7319万元。

宋谋宁的查处，得益于今年2月2日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监委对其依法采取留置措施。
今年以来，随着监察法的出台实施和各级监察
委员会的相继成立，湖南各地纷纷使用留置措
施，打响审查调查“第一枪”，有效推动制度优
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 形成了纪律监督、
监察监督、 派驻监督和巡视监督4个全覆盖的
立体监督格局。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既瞄准

“关键少数”、关键岗位，又注重政治生态的整
体净化，实现全天候、常态化监管。同时，各级
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种
形态，强化日常监督，抓早抓小、治病救人。半
年来，仅开展谈话函询就有6343件次，较去年
同比增长37.7%， 其中省纪委谈话函询215件
次；共开展谈话提醒17.5万次。

从严监督下，党纪国法的威慑力和政策感
召力正不断增强。目前，全省已有450名党员干
部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违纪违法问题，同
比增长16.6%。

上半年立案1.5万余件，23名省管干部、390名处级干部被查———

湖南“打虎拍蝇”不停步

辰溪三级河长
主动作为护河流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熊其雨）在长沙市雨花区东山街道侯照师家洲
组，距离浏阳河堤仅400来米的一处仓库里，圈
养着百余头生猪。7月11日，通过街道河长办工
作人员连续多次上门督促，该养殖场答应实现
全面退养，目前已退养生猪150余头。

这是雨花区全面落实“河长制”，持续打
好“碧水攻坚战”的一个典型案例。雨花区辖
内共有堤垸3个、水库18座、防洪大堤和山塘
水坝61.4公里，浏阳河、圭塘河等穿境而过。
今年来，该区按照“截污、提标、调水”三部曲

要求，坚决落实晴天无污水入河的目标，上下
同治、标本兼治，全面改善河流水质。

如何确保“河长制”各项工作落实见效？雨
花区河长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来，该区对
下达到各部门的问题“交办单”实行“销号制”，
即简单问题1天内解决， 重点问题3天内解决，
难点问题一周内解决，超过整改时限纳入年度
考核。截至目前，雨花区环保、农水、城管、街镇
等及民间志愿者共联合出动1746人次，对违规
排污、非法捕捞、违规施工排放、垃圾乱堆等违
法行为采取执法行动428起，立案处理185件。

雨花区环保问题限时“销号”
今年来立案处理环境问题18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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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
讯员 杨雄春 艾邝雄） 7月10日， 蓝山县汇
源瑶族乡源峰村， 县里投入200多万元建设
的污水处理工程正在紧张施工。 县环保局副
局长郭道兵告诉记者， 该工程建成后， 全村
260户村民房前屋后都会埋有管道,所有生活
污水通过管道输送到污水处理池， 经处理达
标后，用于灌溉之用，或引流至人工湿地继续
净化处理。这是该县继推行厕所革命后，保护
生态环境的又一得力举措。

蓝山是湘江源头区域国家生态文明先
行示范县。为确保湘江母亲河一江清水北上，
蓝山县建立县、乡镇、村三级河长制，县委书
记、乡镇党委书记、村支部书记，分别担任县、
乡镇、村第一河长，相关行政负责人担任河长
或河流河长。三级河长制的实施，使蓝山境内
所有河流水库，都有了责任主体，形成了县、

乡、村三级联动的管理责任体系。
每一位河长，就是每一段河流的“呵护使

者”。县委书记和县长带头巡河，全县460多
名河长定期巡河， 并把河道保洁写入村规民
约，在全省率先设置检察院驻河长办联络室，
建立健全河库保护行政执法刑事司法衔接机
制， 协助配合打击各类破坏河库生态环境的
违法犯罪行为。 该县全民共治的护河格局也
初步形成。20多名环境保护志愿者被聘为
“民间河长”参与巡河监督，通过微信、微博把
问题直接反映给县级“第一河长”。

保护湘江源头，已成为蓝山年轻人的一种
时尚。在蓝山，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工业污水处
理率100%，主要河流舜水河、俊水河县控断面
100%达到二类标准，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100%达标， 河流水质按功能区100%达标，
森林覆盖率达73.22%，湘江源头漫江碧透。

蓝山三级河长守护湘江源头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工业污水处理率100%

7月17日， 长沙
世界之窗新概念水公
园，游客在戏水消暑。
当天是入伏第一天，
高温“烧烤模式”开
启， 预计未来几天湖
南全省将持续大范围
高温天气。
傅聪 邓婷 摄影报道

戏水消暑

民众理财，应回归常识
谈经论市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谭萍）“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
三伏天在一片火热满树蝉声中到来， 湖南
开启高温“烧烤模式”。预计未来3天湖南全
省将持续大范围高温天气， 局部地区最高
气温达39摄氏度。

18日是农历六月初六， 六月初六似
乎是伏天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日期， 在人
们的想象中，这一天的阳光最热最烈，可
以杀死一切毒物病菌。 民间在这一天有
洗浴、晒物等传统，也称“洗晒节”，传说
这一天晒衣衣不蛀，曝书书不蠹。长沙乡
下有在这天洗冷水澡去“毒”的传统，人
们还在此日为猫、狗洗浴，防止生虱。另

外，以前人们还常在这一天晒酱菜，认为
能够较长时间保存不腐。

省气象台预报称，六月六（18日）这天，
将是近期湖南高温强度最强、 范围最广的
一天，局部最高气温将达39摄氏度，不过
18日晚上，永州、邵阳南部等湘南地区局
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19日）全省多云，
除了岳阳、常德等湘东北外，其他大部分地
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年的入伏日期是7月
17日，出伏的时间是8月26日，又是一个长
达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请大家多多保
重，注意防暑。为祛暑热，三伏天可注意饮
食调理，早、晚食粥，午餐喝汤，日常多食新
鲜果蔬。

月桂聊天

“六月六，猫儿狗儿同洗浴”
高温继续升级，最高将达39摄氏度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刘园园）今天是入伏第一天，户外
滚滚热浪，9000多名湖南邮政的一线员工
们顶着烈日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汗如雨下、
衣衫浸湿，是他们工作时的常态。

“每天都必须及时无误地将邮件报刊
送到每个用户手上，保护邮件安全，马虎不
得。”中午1时，衡阳市蒸湘区华新邮政揽投
部刚刚回班的投递员彭水清告诉记者。他
脸上的汗水和工装上醒目的盐霜， 述说着
邮政一线员工的辛劳。

石门县壶瓶山邮政支局投递员杜登

文，把信件、报纸、包裹分门别类地整理好。
下午2时，骄阳似火，杜登文来到客户李大
婶家，将她女儿寄来的邮件准时送达。

位于星沙的湖南邮政邮件处理中心，邮
政员工们每天作业时间都在11个小时左右，
人均装卸邮件3000袋件以上。转运作业职责
不允许他们离开装卸垛口。承担邮件分拣任
务的职工昼夜不停地处理着包裹、录取通知
书、招生商函等大批量邮件。从6月下旬至7
月中旬，湖南邮政邮件处理中心每天投入工
作人员620余人次，日均处理包裹50万袋件、
学生包裹10袋件，无一延误或积压。

湖南邮政：奋战高温确保邮件畅通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邱克明 王建英）今天，记者从张家
界市环保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张家界市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全省第一。其中，张家
界PM10指数同比下降13.5%，PM2.5指数
同比下降22.9%；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165
天， 城市环境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91.2%，同比上升6.2个百分点。

好空气、好环境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功。
近年来，张家界市委、市政府将改善环境质
量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加大资金投入、破解
管理难题、强化环境整治，让张家界成为全
省空气最好的城市。据悉，该市出台全省首
部专门治理扬尘污染的单项地方性法
规———《张家界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对
该市行政区域内能够产生扬尘污染的建设
工程施工、装修装饰、建(构)筑物的拆除、物

料运输与堆放、矿山开采、石材建材加工、
道路保洁、园林绿化施工等活动以及泥地
裸露产生的空气颗粒物等进行全面、系统
的规范。同时，深入开展环境整治“6+1”行
动暨乡镇综合整治，大力实施环境空气质
量达标城市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创建， 用实际行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将
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竞争优
势，实现张家界高质量发展。

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张家界市按照全
省“蓝天保卫战”的统一部署，持续发力，
严控工地扬尘、 道路扬尘和工业堆场扬
尘，加大餐饮油烟整治力度，着力推进高
污染、老旧车辆淘汰，禁止在城区及郊区
燃放烟花爆竹等， 督促2家机动车维修企
业完成挥发性有机物治理，使空气质量进
一步改善。

张家界上半年空气质量全省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