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徐典波
吴广）15日， 岳阳市君山区荷杏广场
新添了一抹“黄色”，“松果共享电动
车”首批360辆共享电单车，在区住
建局、城管大队规划和监督下完成投
放，启动试运行。据了解，君山区是
“松果共享电动车” 在我省投放的第
一站。

“松果共享电动车”是国内无桩
共享电单车品牌，旨在让百姓享受到
更加便捷实惠的公共交通服务。松果
电单车君山区负责人江茂桥介绍，
松果电单车不设固定充电桩，不需要

办卡，不设固定租借网点，可随用随
取。市民只需使用手机下载松果出行
App、输入手机号进行注册、身份证
实名认证、押金充值后，即可扫描车
身二维码解锁用车，在手机页面的城
市地图上，还可查看到所有可用车辆
的具体位置。

为引导市民规范停车，君山区住
建局和城管大队局联合松果团队在
区内设立了40个“松果车站”的路面
实体站牌，市民可停放松果电单车及
私人的电动车，松果电单车管理团队
将会义务进行停车管理。

“松果共享电动车”进驻岳阳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记者 张
斌 通讯员 朱若葵） 为进一步规范
招投标市场行为， 促进招投标市场
健康发展，今年2月，郴州市启动了
公共资源交易违规招投标问题专项
整治行动。近日，为警示和教育全市
各级党员干部， 郴州市纪委监委通
报了近期查处的1起在招投标工作
中违纪违法典型案件。

经查，光明大道工程项目位于
郴州市经开区石盖塘工业园，该项
目总造价2454.41万元， 业主单位
是福城高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福城公司， 市经开区的下属单
位），监管单位是市经开区建设局，
由华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郴州分
公司（以下简称华新公司）代理该
项目的招投标业务。2017年12月，
在该项目招投标过程中， 华新公
司、湖南省郴州市第二建筑工程公
司分别与其他几家建筑施工企业
进行了串通投标。在项目开标过程
中， 市经开区建设局局长唐鹏、福
城公司聘任职工廖锐违规接受华
新公司安排的宴请及礼品。经调查
组进一步核实发现，2015年11月以

来，市经开区及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工作人员唐鹏、廖锐、谭炳荣、李
靖峰、陈慧、窦海斌、彭双喜、范建
邦等16人违规收受招标代理公司
所送红包礼金共计 3.52万元 。唐
鹏、廖锐、李靖峰、范建邦4人均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谭炳荣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并被调离监察岗位，陈
慧、窦海斌、彭双喜等11人均受到
通报批评和责令公开检讨的问责
处理。违纪资金已被追缴。华新公
司等7家公司涉嫌串通投标违法问
题已移送市住建局依法处理。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通讯员
刘勋惠 黄祥湖 唐志卓 ）“极少数
村干部， 肆意侵吞国家扶贫资金，
性质恶劣，教训深刻，希望大家引
以为戒……”这是近日，安仁县金
紫仙镇党委书记戴玲俐在“大走
访、大查摆、大整改”活动中，与高
源村干部的一次集体谈话。

安仁县近期发生的两起贪污扶
贫资金案， 在全县党员干部中引起
很大震动。 安平镇石禾村原党支部
书记吕细禾、原村主任吕丹梅等4名
村干部利用职务之便， 通过虚列支

出的方式套取国家扶贫资金18万余
元揽入怀中； 金紫仙镇湘湾村原党
支部书记张孝仁伙同原村妇女主任
何小容， 伪造危房改造资料和易地
搬迁人口数，骗取专项资金10多万
元据为己有。7月初以来， 针对扶贫
领域中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 安仁
县委、县政府在全县部署开展“大走
访、大查摆、大整改”活动。

活动中， 该县10000多名帮扶
责任人、400个驻村工作队员深入
乡村农户，边走访，边掌握情况；边
查摆，边收集问题；边整改，边观察

实效。与此同时，13个乡镇党委书记
相继下到各自管辖的村（居）与干部
面对面地谈心谈话， 帮助他们自查
自纠，立行立改。目前，已有30多个
“问题村”规范了村级财务制度和扶
贫资金管理， 并返还违规截留占用
的扶贫专项资金23万多元。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王文 通讯员 肖日凡 ）记者今天
从长沙市住建委获悉，今年长沙
市将完成425.6公里自行车道建
设，重点实施天心区自行车慢行
系统示范线建设，杜鹃路、人民
路、麓山南路、远大路、车站路等
自行车道的建设，与金星大道及
沿捞刀河两厢自行车专用道建
设。

“长沙自行车道建设将‘以
车为本’转换为‘以人为本’，构
建自行车道的连续、安全、通达
性，重视自行车道的路权。”长沙
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
新城区，要求新建主、次干道必
须同步规划、同步设计 、同步实
施自行车道， 可采用机非分离、
机非共板和人非共板的形式；对
于老城区，要求主干道的自行车
道通过绿化隔离和栏杆隔离的
形式完成改造，其他道路要逐步
完善自行车道的交通标志和设
施。

据了解， 长沙市到2019年底
将完成改建、新建自行车道850公
里。长沙市住建委负责制定自行车
道的建设计划和建设实施方案，各
区县、园区具体组织自行车道的建
设。截至目前，长沙各区县、园区均
按照计划启动了建设项目前期工
作，启动率100%，折算工程量完成
率57%。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李送君 ） 产前筛
查、 诊断是目前降低出生缺陷的
重要手段。 以基因检测技术为基
础的精准医疗，将大大提高筛查、
诊断的准确度。8月14日， 湖南圣
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维尔医
学检验中心与岳阳市妇幼保健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携手
打造一个精准医学健康产业平
台， 助力岳阳市乃至全国缓解和
消除出生缺陷、癌症、传染病等重
大民生健康问题。

圣湘生物、圣维尔医学检验
中心与岳阳市妇幼保健院，都是
健康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岳
阳市妇幼保健院有丰富的出生
缺陷防控经验，圣湘生物开发了
一系列防控重大疾病的全球首
创基因检测技术和产品。本次合
作，双方将开展无创DNA精准医
疗筛查项目，以提升我省妇女儿
童健康水平。

未来，双方还将在地区医疗检
测服务能力提升、分级诊疗体系建
设等方面深化合作，以全面服务岳
阳市乃至全国医疗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

长沙今年将建
自行车道
400余公里

湖南医企共建
精准医学平台
圣湘生物携手岳阳市妇幼
开展精准医疗筛查项目

8月14日，湘潭市高新区湘江河畔，生力建材有限公司在拆除进料斗库和传输设备。最近，湘潭高新区将生态“绿
心”范围内的潭州水泥厂、生力建材有限公司等7家工业企业进行迁退，保护长株潭“绿心”，拆除工作将在8月20日前
全部完成。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企业退出 保护“绿心”

严查招投标工作中的违纪违法行为
郴州一案问责16人

安仁构筑扶贫干部拒腐防线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奉
永成 通讯员 侯迎 谷佳）融资难，一
直是小微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难
题。8月15日， 长沙巴运物流有限公
司获得了农行长沙分行发放的280
万元“微易贷”贷款，解了公司资金方
面的燃眉之急。这也是农行湖南省分
行系统发放的首笔“微易贷”贷款。

帮助小微企业发展， 解决融资
难题， 农行长沙分行专门推出一款
针对小微企业的自助可循环贷

款———“微易贷”。 在授信额度及有
效期内，小微企业可通过企业网银、
柜台等自助渠道随时随地申请贷
款，最高贷款额度达500万元，其快
速便捷的特点， 可有效满足小微企
业的贷款需求。

今年来，农行长沙分行加大对小
微企业金融产品创新推广力度，先后
推出数据网贷、采云贷、厂房贷、税银
通等多款新型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的
贷款品种。

农行长沙分行推出“微易贷”
小微企业最高可贷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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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陈
淦璋） 记者今天从省直单位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获悉， 该中心积极推
进“互联网+住房公积金”，开通了手
机APP、微信公众号、个人网上服务
大厅三大线上服务渠道， 让缴存职
工足不出户即可办理租房提取、退
休提取、年对冲、月对冲、提前还贷
等业务。 据悉， 此项举措旨在落实
“放管服”改革，以群众办事“零跑
路”为目标，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

用户操作手机， 通过“应用商
城”或“App� Store”搜索“手机公积
金”客户端。下载并安装“手机公积
金”客户端后打开，点击“支付宝授
权”或“刷脸登录”或“点击注册”按
钮，按提示完成注册后，即可查询个
人公积金信息并办理相关业务。

操作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湘直
公积金”或者“xzgjj”微信公众号，点
击关注并登录进入， 按提示完成注
册。

操作电脑登录省直公积金中心
网站（http://www.xzgjj.com），点击
“个人网上服务大厅”， 进入界面并
点击注册，按提示完成注册。

省直公积金中心主任汪涛介
绍，上述3种服务渠道只需选择任一
渠道注册一次， 用户名和密码就可
通用。 已经通过“个人网上服务大
厅”或微信登录过的用户，可直接登
录， 无须再次注册； 如果忘记了密
码，可通过手机验证码重置密码。

同时， 用户注册时如果遇上提
示“您在我中心未预留手机号或者
您输入的手机号与在中心预留的手
机号不一致，暂时不能注册”，可通
过以下3种方式完善或修改手机号
码：下载“手机公积金”客户端，刷脸
认证登录后， 打开界面进行完善修
改； 联系单位公积金专管员在网上
服务大厅上完善修改； 本人持有效
证件原件到省直公积金中心柜台办
理。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陈
淦璋）记者今天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获悉，经组织专家评审，认定长沙
市、吉首市、郴州市为我省装配式建
筑示范城市。此前，长沙市已被住建
部认定为全国首批装配式建筑示范
城市。

省住建厅还认定了8家企业为省
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中国水利水
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湖南武陵山
四维住工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巨星轻
质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常德远大建筑
工业有限公司、怀化远大建筑工业有
限公司、益阳远大建筑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湖南贵庭住宅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 湖南鼎盛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
至此，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总数
增至24家。

截至2017年底，全省累计实施装
配式建筑面积2472万平方米， 总产值
达450亿元，新建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
筑面积的比例达到11.6%。 省政府提
出， 今年全省完成装配式建筑占新建
建筑面积的平均比例要达到15%；要
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装配式建筑
示范城市、示范基地、示范项目、品牌
企业， 加快将我省装配式建筑产业打
造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省直公积金中心开通三大线上渠道
足不出户可办理租房提取、退休提取、年对冲、月对冲、提前还贷等业务

省级装配式建筑
示范城市名单公布
长沙市、吉首市和郴州市上榜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记者 宁
奎 通讯员 杜娟 ）近日，国家知识
产权局商标局批复同意张家界市
设立商标受理窗口，开展商标注册
申请受理业务。按要求，张家界市
商标受理窗口将于9月20日正式
启动运行。

商标受理窗口启动运行后，
张家界市商标申请人只需带好申
请材料， 在市工商局商标受理窗
口就能完成商标注册的全部申请
手续。

近年来， 张家界市商标年申请
量不断刷新历史纪录。从2015年的

652件， 到2016年的930件、2017年
的1179件，张家界商标申请迈入快
车道。截至目前，张家界市拥有注册
商标5504件，其中已有中国驰名商
标6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5件、马德
里国际注册商标3件、湖南省老字号
品牌1件。

张家界市获批设立商标受理窗口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通讯员
陈智勇 记者 周怀立）今天，在海南
博鳌举行的2018中国健康产业合作
与发展论坛， 发布了2018“健康中
国·品牌榜”系列榜单。株洲“千金”品
牌榜上有名，获妇科用药品类西普金
奖。此次共有50个品牌上榜，“千金”
是妇科用药类唯一上榜品牌，也是我

省唯一上榜品牌。
“健康中国·品牌榜”评选活动由

中康研究院于2008年发起，至今已评
选十一届。对评选出的优秀品牌，颁发
象征“责任与担当”精神的西普金奖。
“千金”已连续多次上榜，并在2018中
国药品品牌榜价值排行榜中， 以品牌
价值18.69亿元位列第39位。

“千金”再登2018“健康中国·品牌榜”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张
斌 通讯员 向富利 杨斯 ）“以前的

‘酒’太多，让人烦躁，现在好多了，违
规操办人情宴请的少多了。”今天，表
态自己不会办升学宴、 谢师宴后，龙
山县高级中学高三（11）班学生家长
张慧菊说。在当前“升学宴”“谢师宴”
的多发易发期，龙山县纪委监委多措
并举，对违规人情宴请进行全面整治
和规范， 大山深处呈现出一派新气
象。

龙山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少数
民族聚居区， 素来注重礼尚往来。但
近年来，有的习俗越来越“变味”，“升
学酒”“生日酒”“满月酒”“寿酒”“参
军酒”“新屋酒” 等名目繁多的人情
宴，逐渐演变成部分人借机敛财的手
段。为回应群众关切，持续推进移风
易俗， 龙山县在媒体宣传基础上，采
取土家山歌、“三棒鼓”等方式，让干
部群众在喜闻乐见中受到教育。同

时，使出“常态巡查”“有奖举报”两把
“杀手锏”，及时准确发现和处置违规
人情宴请， 并层层压紧压实责任，将
违规人情宴请整治纳入各级党委（党
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的重点
内容，用党风带政风促民风，推动农
村移风易俗，且规定村干部违规操办
人情宴请的，一律就地免职。

“禁令”出台后，自觉抵制陈规
陋习成为共识。 茨岩塘镇双新村建
档立卡户游广文搭靠精准扶贫好政
策，住进了新建的房子，主动提出不
操办“新屋酒”。召市镇川洞村张某
得知政策后取消了拟办的“满月
酒”， 仅留下夫妻双方至亲两桌。据
统计，今年以来，龙山县已规劝制止
违规人情宴请345起，党纪政务处分
35人，对违规人情操办达5次及以上
的4个乡镇（街道）予以通报批评，对
履责不力的7名党员干部、村干部予
以严肃问责。

龙山狠刹“酒风”气象新
今年来规劝制止违规人情宴请345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