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邓慧 周小奕）为
贯彻落实我省推进武警湖南总队
“智慧磐石”工程建设任务部署会
精神，今天上午，武警长沙支队协
同“两看”（看押看守）目标单位在
坪塘监狱召开推进“智慧磐石”工
程建设任务部署会。来自省属、市
属看押看守目标单位的40余名
代表参加会议。

“智慧磐石”工程是武警部队
以现代科技为动力、 以信息融合
为途径，覆盖全任务、全力量、全
要素的科技兴军工程。 作为全省
首批“智慧磐石”工程试点单位之
一， 武警长沙支队自2016年5月
以来，与坪塘监狱共同谋划，累计
投入2000万元推动监所监管手
段实现信息化、现代化。同时，双
方在调研基础上，按照“建设成果

共享、 情况处置联动、 目标安全共
保”的思路，本着“同步筹划、同步建
设”原则，把“智慧监管”“智慧司法”
与“智慧磐石”建设整体考虑、协同
推进，实现了信息化、多能化、智能
化复合发展， 全面提升了安防建设
科技水平。

据悉，下一步，武警长沙支队将
与省、 市公安监管、 司法部门、“两
看” 目标等单位联手启动科技强勤
计划，全面打造以科技为支撑的“智
慧磐石”工程，为维护长沙地区社会
大局稳定，建设“平安长沙”提供稳
固的安全保障。

为建设“平安长沙”提供稳固安全保障

武警长沙支队打造“智慧磐石”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邹靖方）全省邮政行
业提前启动今年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保障工作， 出台服
务保障工作方案，明确职责和具体要求。今天，湖南省
邮政管理局召开新闻通气会， 介绍迎接快递旺季到来
相关部门和企业的准备情况。

今年是“双十一”第十个年头，预计今年“双十一”
期间全行业产生的快递包裹量将达到近10年来最高
点。据全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预测，今年“双十一”全行
业电商交易额将首次超过3000亿元大关。

为决胜“双十一”，全省各快递企业、网点从10月
中下旬开始做好迎战准备， 结合往年经验和业务增长
趋势，提前增加人员、场地、车辆、航空、铁路运能处理
设备储备，做好信息系统升级扩容，改进薄弱环节，保
障旺季服务能力。各寄递企业湖南管理中心已从11月
7日开始，组织力量对所属加盟企业和分支机构进行自
查督导，确保下级网点旺季保障措施落实到位，不留死
角。各企业将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及时沟通信息。

湖南省邮政管理局要求， 各寄递企业要坚守安全
红线，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全员参与、全过程
管理的防控体系，切实落实好“收寄验视、实名收寄、过
机安检”三项制度，突出加强现场管理，严防安全生产
责任事故，遏制暴力分拣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
畅通申诉渠道，全力打造“质量双十一、安全双十一”。

据了解，2018年快递业务旺季主要集中在“双十
一”“双十二”电商促销期间、圣诞节，以及2019年元旦
和春节（2月5日）前夕，共计96天。其中，“双十一”期间
（11月11日至16日）将出现旺季峰值。

� � � � 预计今年“双十一”快递包裹
量将达近10年最高点

湖南寄递企业
秣马厉兵严阵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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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取缔首批53家P2P网贷机构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还将不定期公布名单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陈淦璋）省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11月7日发布公告称， 按照国家有关要
求，为进一步推进我省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
完成存量风险化解，经省P2P网贷整治办会同公安、
工商、人民银行等部门共同研究认定，并报省互联网
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批准， 已确定第一
批取缔类P2P网贷机构53家。其中，所在地位于长沙
的有45家。

公告指出，根据清理整治进程，后续将不定期公
告取缔类P2P网贷机构名单。同时，郑重提醒社会公
众和广大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融资理念，切实增强
识别和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 自觉远离和抵制
各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始终牢记投资有风险，风险
需自担。 凡发现有违法违规从事P2P网络借贷活动
的行为， 请社会公众及时向各级公安机关和金融监
督管理部门举报。

53家P2P网贷机构名单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孙敏坚）在昨天召开的省委两

新工委全体（扩大）会议上，省委教育工委负责同志和8位综合
（行业）党委书记就抓两新党建工作，首次向省委两新工委现
场述职并接受点评。据介绍，我省两新领域党建述职评议将形
成常态，以更好地传导责任、激发动力、推动工作。

会议首先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律师行业党建工作座谈会、 全国
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

会议透露，在中央和省委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近
年来，全省两新党建工作取得新成效、呈现新气象。目前，我
省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稳步提升，党的组织覆
盖基本做到了应建尽建。 我省从公办高校等单位选派15名
优秀领导干部配齐民办高校党委书记，向各园区、楼栋、企
业等选派1.2万余名党建工作指导员，全面轮训两新组织党
组织书记、出资人（负责人）、党建业务骨干、党建工作指导
员共2.3万人次，省市县三级均从财政划拨两新党建工作专
项经费，123个省级以上园区建立党群活动中心， 两新党建
缺人员、缺经费、缺阵地等状况正逐步改善。各级两新组织
党组织融入中心、引领发展，积极作为。在去年抗洪救灾中，
全省两新领域4700多个党组织、2.1万多名党员奋战在抗洪
抢险一线，捐款捐物1.9亿多元，社会反响良好。

会议指出，各级两新组织党组织要突出政治引领，着力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两新组织；要
优化组织覆盖，建立健全常态化摸排、组建和考核机制，确
保两新组织党组织“应建尽建”，防止“边建边散”；要重视规
范提升，突出分类指导、分级培训、分步推进，确保到2020
年底两新组织党支部建设整体达到“五化”标准；要壮大两
新组织党员队伍，重点向千亿级园区、互联网企业、新兴业
态和党员比例偏低的行业和组织倾斜；要提升服务能力，在
推动两新组织健康发展上彰显作为， 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上贡献力量，在引导两新组织履行社会责任上体现担当。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姚翠翠 陈沐）昨
晚，随着波兰爵士乐与中国民乐音
乐会的奏响， 第三届“波兰艺术
圈———中国行”湖南站活动在长沙
音乐厅开幕。波兰总理办公室主任
马莱克·苏斯基等出席开幕式。

“波兰艺术圈———中国行”活
动是依托《2016-2019中波两国

文化合作议定书》的相关内容，以
推动中波文化交流为目的的一场
艺术盛会， 旨在加深中国与波兰
之间的了解， 增强中波之间的互
动，促进两国艺术家合作与交流。

本次“波兰艺术圈———中国
行”湖南站活动由湖南省演艺集团、
波兰艺术圈基金会共同主办，将持
续到今年12月，包括开幕式、流行

音乐会、钢琴音乐会、爵士音乐会、华
人文化大讲堂（多场）、学术交流（多
场）、平面作品展等交流活动。

开幕式现场，湖南省演艺集团与
波兰艺术圈基金会、波兰沃斯集团签
订了肖邦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意向
合作协议，初步约定明年在长沙举办
比赛。明年，湖南省演艺集团还将赴
波兰举办“纯粹中国”系列活动。

第三届“波兰艺术圈——中国行”湖南站开幕

我省两新领域
首次接受党建“大考”

湖南日报上海11月8日电（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胡清）11
月7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总部位于长沙的中国
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德国两家供应商， 签订了隧道掘进
机配套件采购意向协议书，采购金额达2亿元。这也是目前我
省企业在“进博会”上签下的单笔最大金额的采购订单。

根据协议，铁建重工将与德国两家供应商强强联合，通
过采购德方生产的隧道掘进机配套件来提升整体运营效
率、降低运营成本。

我国已是全球最大的掘进机制造基地和应用市场，以
铁建重工为代表的隧道掘进装备加速从“中国制造”向“中
国智造” 迈进。 铁建重工隧道掘进装备被广泛应用于国内
30多个省市的地铁、铁路、煤矿和水利等重点工程，并出口
至俄罗斯、土耳其等“一带一路”国家。

目前，铁建重工投资50亿元建设的全球最大的高端地
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已在长沙全面投产。以“进博会”为契
机，该公司深度参与国际竞争合作，融入全球价值链，加快
“走出去”步伐。

11月8日，湖南省“全民参与·防治火灾”119消防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株洲市炎帝广场举行。
傅聪 张洋银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
者 施泉江 通讯员 吴丹 汪
丹）在全国第27个“消防日”即
将来临之际，今天上午，我省在
株洲举行“119”消防宣传月启
动仪式， 来自全省各地的消防
志愿者、 社区志愿者等千余名
群众代表参加现场启动仪式，
170余万人通过观看网络直
播、 短视频等多种互动方式共
享这场“消防大餐”。

今年我省“119”消防宣传
月以“全民参与·防治火灾”为

主题，将围绕“消防公益大展示”
“重点场所大培训”“媒体宣传大
联动”三大主题，持续举办“明星
ID大派送”“消防抖音短视频互
动”“消防安全知识烧脑答题”“百
城广播联动” 等多项消防宣传活
动，多层次、全方位、高密度打造
“119”消防宣传盛宴，进一步提
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普及防火
灭火常识， 为冬春火灾防控工作
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启动仪式上， 还发布了全国
首档卡通情景广播剧《福鹿话消

防》，集中展示宣传全省首支航天
救援队、 首批消防宣传共享新能
源汽车等公益消防阵营， 让大家
在寓教于乐中学习消防安全常
识。

据悉，启动仪式当天，全省共
开展各类宣传活动270场次，出
动消防宣传车310辆次， 各类媒
体、户外视频刊播公益广告、提示
字幕150万条次， 发放宣传资料
30万余份， 受教育人数近320万
人， 营造了全民关注消防安全的
浓厚氛围。

铁建重工签订
2亿元采购意向协议
系目前我省企业在“进博会”上

单笔最大金额订单

1.广惠人
2.九华瑞银
3.都能贷
4.银达金融
5.“合众贷·信美财富”
（注：为同一企业主体）
6.安宜贷
7.众财金桥
8.华鑫恒生
9.“及时雨·天标贷·怀民贷”
（注：为同一企业主体）
10.神州贷
11.日升财富
12.君孚财富

13.英邦投资
14.汇丰创投
15.账房先生
16.国中信贷网
17.52贷
18.律邦融安
19.佳通创投
20.湖南贷款网
21.融之源在线
22.盛鑫在线
23.e鑫在线
24.车贷乐
25.银嘉在线
26.汇金富利

27.开心贷
28.湘信网
29.点点贷
30.比亮贷
31.畅享贷
32.房车贷
33.多好贷
34.中纳联投
35.亿财贷
36.合银创投
37.立洲金融
38.悦车贷
39.顺昌财富
40.华辰易贷

41.康恒财富
42.湘中银联
43.华夏商贷
44.金淘在线
45.轩龙网
46.商银天下
47.湖南易借贷
48.湘商贷
49.众富随心贷
50.满仓赢
51.君毅财富
52.优企贷
53.善富资本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王微）
11月5日至7日，由团省委举办的“与改革同行，约青年
筑梦”湖南省新兴青年群体培训班在长沙举行，来自全
省14市州和省直的150余名青年网络作家代表、 青年
美术家代表及青年街舞从业者代表等参加培训。

去年5月，团中央在全团实施新兴青年群体“筑梦
计划”，湖南长沙、株洲和益阳三个城市成为试点城市。
一年多来，试点城市依照“筑梦计划”蓝图，开展了一系
列活动， 包括新时代奋斗者青年大学习计划、2018湖
湘青少年音乐计划等。

此次为期三天的培训中，相关专家学者和资深从业
人士围绕“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启示”“现实
主义题材写作内容选择”等主题为学员授课，全体学员还
前往长株潭两型社会展览馆见证改革开放成果。

为新兴青年
搭建“筑梦舞台”

相关链接

全民参与 防治火灾
我省全面启动“119” 消防宣传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