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记者 施泉江）
昨天上午，湖南省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服务
促进会长沙代表处在长沙经开区召开挂
牌成立大会。

该代表处由湖南兴旺建设集团、 益丰
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军魏新能源汽
车有限公司等30多家企业发起成立， 是湖
南省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的内设
机构，属非营利性社会公益组织，旨在搭建

起政府与企业、军队与地方、退役士兵与用
工单位的合作桥梁， 团结和利用社会资源
力量，义务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服务。

会上，该代表处与中联重科、山河智
能等会员企业签署了每年安排1000名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的战略合作协议，与湖南
军捷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帮助
1000名退役军人提升学历和技能培训的
战略合作协议。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记者 王文）昨天，
长沙市天心区法院执行局对岳麓区金星
村拒不缴纳水费的8名个人用户采取强制
执行， 敦促其按照判决内容缴纳水费。执
法局法官表示，对于当天仍未缴纳欠费的
用户，将采取司法拘留或列入失信人员名
单等举措敦促其履行付款义务。这是长沙
市首次采用强制执行措施敦促恶意拖欠
水费的“水老赖”缴费。

长沙供水公司从2015年开始通过法

律途径集中力量解决恶意欠费或长期拖
欠水费问题，截至2018年7月31日，通过
法律诉讼非居民用户案件50件， 追回水
费欠费1600余万元； 居民用户案件100
余件， 通过人民法院诉前调解或一般诉
讼判决追回水费欠费20余万。 长沙供水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采取法律诉讼催
缴水费的确是供水企业无奈之举， 却是
深层解决水费纠纷的一种有效可行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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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教

� � � �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曾璐 胡静）近日，在澧县纪委监委召开的全县大
会上，贺平贵等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
接受服务对象吃请案例被通报。这是省委“约法
三章”后，该县查处的一起典型案例。

“澧县规划局测绘队贺平贵、雷雨等人利用
职务之便， 在工作日接受服务对象的吃请。”5月
底，澧县纪委收到群众举报后，立即成立调查组
进行核查。调查组走访澧县澧东乡某餐馆询问情
况，在查看菜单时发现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招
待邓家滩村村干部向某某”。通过找向某某谈话，
核实当天正是他受人之托，带贺平贵等人到该餐
馆吃饭。这张便条，“锁定”了贺平贵等人违规接
受管理对象吃请的事实。

据查，5月16日，贺平贵、汪勇、张春林、雷雨
4人在澧澹街道某村开展私房测图工作后， 王军
邀请他们和向某某等共8人用餐。 吃过午餐后由
于王军未带钱，便请向某某帮自己签单。该餐花
费共220元左右，雷雨、贺平贵、汪勇、张春林等
4人均未按规定交纳伙食费。

接着，调查组在查阅该测绘队出行记录还发
现，测绘队不仅到乡镇开展私房测图，还经常到
农庄开展田园综合体项目测图工作。调查组顺藤
摸瓜， 通过对测绘队服务过的农庄一一排查，又
在澧县某农园食堂发现了测绘队贺平贵、 王强、
张春林于4月24日和26日先后两次用餐的记录，
并且都没有支付餐费。

通过一系列的细挖深查， 最终一举查实了

2018年4月19日至5月16日期间，贺平贵、雷雨共
同或单独与测绘队队员汪勇、张春林、王强三名
干部，在澧县某农业园开展田园综合体项目测图
和澧澹街道有关村开展私房测图工作中，利用职
务之便， 先后6次在工作日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
象的请吃。

澧县纪委高度重视，严格落实省委开展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约法三
章”和常德市委的有关规定，在收到群众举报线
索一周内，贺平贵、雷雨被免去县规划局测绘队
副队长职务并被立案审查，汪勇、张春林被立案
审查，王强被监察调查。7月20日，5人被给予相应
纪律处分，县规划局、澧县街道办事处有关人员
共4人亦被追责。

� � � �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通讯员
罗锴 马林虹 记者 胡宇芬）“乐享科
学 全民行动”， 第二届全省科学素质
大赛24日正式开赛。本次大赛面向全
省公民，公众可通过“科普湖南”微信
公众号参与学习、竞赛。据悉，这是今
年全国科普日湖南省主场系列活动之
一，将持续到2019年3月结束。

此次赛事由省全民科学素质纲要
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 采用全省科学
素质网络大赛和现场预决赛相结合的
方式。第一阶段的网络大赛在“科普湖
南” 微信公众号设置了“科学素质大
赛”专题活动界面，针对青少年、农民、

城镇劳动者、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社区
居民等人群分别设置专有题库，14个
市州区域设置竞赛通道， 各级参赛人
员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从各自所在
的地区（市州）通道自行选择入口参与
竞赛。2019年1至3月， 将组织市州现
场预赛和全省总决赛， 并计划在电视
台录播。

本次科学素质大赛预计可吸引全
省30万名公众参赛。据悉，此次竞赛
试题由中国科协“科普中国·科学答
人”活动组委会提供，科普专家围绕公
民科学素质教育大纲编写， 并经权威
部门审核。

� � � �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廖佚）近日，湖南商务职业技
术学院与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签
约，共建新零售实训基地。这是天猫全
国首家新零售实训基地， 也是天猫直
营基地， 首期天猫将投入200万元实
物资源和开放后台数据资源。

根据协议， 双方将合作开展新零

售学徒制人才培养， 共同制定人才培
养方案，共同建设师资队伍，共同开展
教学和实习实训， 建立新零售人才培
养模式，共享合作成果。基地计划每年
培养学徒制人才100人， 并在新零售
领域开展相关专题研究， 共同打造全
国一流产教融合示范院校， 引领产业
转型升级。

第二届全省科学素质大赛开赛
公众可通过“科普湖南”微信公众号参与

� � �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刘志平 黄乙珊） 记者今天从
湖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获悉， 日前在
重庆结束的第33届全国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上， 我省代表队共获得一等
奖5个、二等奖32个、三等奖和专项奖
35个，娄底市第三完全小学谢爱华老
师荣获“全国十佳科技教师”称号。其
中， 醴陵一中陶宇同学的“手机护眼
宝”获得创意之星奖，这是我省首次摘
得该奖。

娄底市第三完全小学五年级科技
创新小组的同学们在谢爱华等老师的
指导下， 从叶子的宏观和微观等多角
度观察学习， 自主设计和进行探究实
验， 了解有关叶子的科学知识和与叶
子有关的传统文化知识。在此基础上，
他们对叶片的应用进行创新设计，设
计制作叶画、叶片标本、叶编，培养学
生的动手动脑能力， 提高学生的科学
素养和创新素质。 该科技实践活动获
得一等奖。

在第33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

湖南获得多个奖项

� � � �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记者 李文
耀）24日,� 由长沙市政府主办的2018
年长沙市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启动式在
西湖公园58小镇举行。

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是长沙为大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营造良好的
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支持中小微企业
创新发展举办的一场科技型赛事。已
经连续举办了3届，激发了长沙人科技
创新创业的热情。

大赛实行分赛制，分为大学生组、
小微企业组和初创团队组， 主要针对
参赛队伍的创新能力、 创业的可行性

和可投资性进行比试。 报名项目共
756个， 通过初赛推荐项目115个，经
资格审核后最终81个项目进入分组
复赛。 这些项目涉及新材料、 智能制
造、信息科学、生物医药等诸多领域。
总决赛将设冠、亚、季军各1个，分别奖
励奖金20万元、15万元和10万元。

大赛期间， 长沙还将组织各种形
式的沙龙和对接会， 以橘洲创业马拉
松、创业相亲会、创客夏令营、资本对
接会、众创扶贫行动、创业研学等活动
为桥梁，推进投资机构、创业服务机构
与参赛队伍进行对接。

以赛促创 科技立市

长沙市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 � � �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黄永胜）2018年“挑战杯—彩
虹人生” 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
大赛决赛，近日在江苏南京落幕，湖南
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的参赛项目
“旋转式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立体停
车库”项目获大赛一等奖。

随着“绿色出行”的理念被普及，停
车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加上设施布局、
运营管理不当等问题， 导致了严重的停
车难和交通拥堵。该院“旋转式立体停车
库”项目团队针对社会现状和市场需求，

打造一款能合理利用车位，降低人力成
本，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共享经济的智
能摩托车立体停车设备，并推出配套智
能APP， 使存放车辆更加快捷安全。目
前， 该项目已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该院的另一参赛项目“CPS-智能立体
汽车停车库”也获得大赛二等奖。

该大赛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国科协等部
委联合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
赛决赛有来自全国近300所职业学校
的1300余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

湖南铁科职院学生破解停车难题
项目获全国大赛一等奖

天猫全国首家新零售实训基地
落户我省

一张便条“锁定”违规事实

6顿“违规饭” 9人被问责

退役士兵就业创业好帮手

湖南“退服会”长沙代表处成立

长期恶意拖欠水费

法院强制执行“水老赖”

花海放歌
8月26日， 张家界

武陵源黄龙洞景区，云
南云上合唱团在花海间
演唱。8月25日至26日，
参加2018黄龙音乐季
合唱艺术周的百余支合
唱团在该景区尽情放
歌， 动听悠扬的歌声回
荡在山间田野。

吴勇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