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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周
月桂）炎陵黄桃、湖南冰糖橙、祁东
黄花菜、 江华瑶山雪梨、 湘西猕猴
桃、涟源金秋梨……近几年，一大批
湖南农特产品通过网络打响品牌，
带着贫困户的希望飞出大山。 去年
以来， 我省深入实施电商扶贫专项
行动，统筹了4900万元资金投入电
商扶贫专项行动， 聚焦农产品上行
瓶颈，着力打造网销“一县一品”品
牌，加强与电商大平台的合作，设立
“电商扶贫特产专区”， 助推我省贫
困地区产品销售成效显著。

打造网销“一县一品”。 去年，我
省举办了2018靖州杨梅节暨产业扶
贫长沙营销、 龙山特产长沙行等活
动， 持续打造炎陵黄桃等网销品牌。
同时，依托“中国电商扶贫联盟”开展
电商扶贫品牌推介，我省“红山”牌椪
柑、“金鲵”牌娃娃鱼等22个产品分别
入选国家首批优秀农特产品和重点
扶持农特产品。

加强与电商大平台的合作。 我省
积极对接阿里巴巴兴农扶贫项目、京
东扶贫馆、 苏宁中华特色馆等电商大
平台， 依托大平台的物流体系和运营

模式优势， 加大我省特色农产品网销
力度。 今年8月联合阿里巴巴策划启动
了兴农扶贫项目，动员73个县参与，首
批18个县（市）开通了兴农扶贫服务站。

设立“电商扶贫特产专区”。 家润
多、友阿、湖南苏宁等实体商超和中
部(国际)农创园、大河西农产品物流
中心以及长沙机场、高铁站都设立了
“电商扶贫特产专区”。在食餐会、农博
会等展会平台上，都开通了贫困地区
优质农特产品上行“绿色通道”。其中，
新化县白溪豆腐免费入驻食餐会“电
商扶贫特产专区”， 展会期间收获了
800万元的电商采购大单。

重点打造“湖南电商扶贫小店”
平台。为精准对接贫困村和贫困户，
探索解决贫困地区零散的、 自产自
销农特产品的销售难题， 去年我省
推出了基于微信平台多公众号数据
共享的交易平台，简称“电商扶贫小
店”。 经过大半年的运营，目前平台
累计交易额6000多万元， 开店4万
多家，上线商品4万多款，并以每天
200万元的交易额加速递增， 成为
促进我省贫困地区自产自销农特产
品上行的有效途径。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黄勇华

1月10日，长沙橘子洲中部，以长沙关税
务司公馆为载体的长沙关近代历史陈列馆，
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为橘子洲景区增添了
一处历史人文景观。

始建于1906年的长沙关税务司公馆，为
晚清至民国时期长沙关税务司的办公、 生活
场所，是橘子洲上现存最老的历史建筑，也是
现今唯一保存下来的长沙开埠设关的建筑遗
存。 历经百年，公馆见证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屈
辱历史，也映照出一个飞扬奋进的新时代。

百年公馆，修葺一新
青灰色的底座、米黄色的墙面、枣红色的

屋顶， 风格独特的海关公馆旧址在冬天的萧
瑟中特别打眼。

公馆由英国人设计， 为典型的近代中西
合璧建筑风格。 公馆由两栋小楼组成，主楼坐
西朝东，辅楼侧立近前。 被改为历史陈列馆的
主楼为二层砖木结构、联拱敞廊，灰色架空墙
基庄重厚实，本色花岗岩葫芦瓶护栏，浅黄色

干粘石外墙上缀满小巧的鹅卵石， 就地取材
于湘江河滩。 圆拱券心石上，镌刻着一个中文
“福”字。“福”字底部的落款为“长沙关 光绪
32年吉日建造”，公馆百年历史由此可证。

公馆经历百年风雨屹立不倒， 得益于其
建筑质量。 墙体60公分厚，由青砖修砌而成，
比普通墙体厚20公分； 东北红松构建的楼板
横梁和屋架，至今保存较好；为主楼遮风挡雨

的是比利时进口波形钢瓦， 历经百年部分还
能使用，现在被移用到了辅楼上。

现在看到的公馆， 是2014年开始修缮完
成的。

由于年久失修，公馆旧址一度基础下沉、内
外主承重墙体多处倾斜开裂。 2014年8月，修缮
工程动工，长沙海关按照“修旧如旧”原则，历时5
年对公馆进行彻底修复，并将其辟为长沙关近代

历史陈列馆。
陈列馆基本陈列

分为“中国开埠与中国
海关”“长沙开埠与长
沙近代化”“近代长沙海
关”“长沙关税务司公馆及
复原陈列”4个部分， 用以展
示近代长沙开埠、 长沙关的设立
及其带来的影响与变迁。

屈辱“洋关”，见证历史
走进陈列馆，老打字机、老电话、老印章、

老单据……素净的老公馆里， 一幅幅老照片
与旧实物，散发着静穆的历史气息，把人带往
风雨如晦的百年前，湖南门户被洞开的时刻。

中国设关历史悠久。 西周和春秋战国时
期，已有“关市之征”的记载。 唐至明代在东南
沿海港口设立市舶机构，集海关、外贸和外事
职能于一体，清初设立“榷关”。 清政府宣布开
放海禁后，1685年，在上海、浙江、福建、广东
四处设立海关，“海关”之名始于此。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 随着一系列不平
等条约的签订，中国沿海和内陆口岸被迫相继开
埠通商，设立海关管理通商贸易等事务，这些海

关称为“新关”或“洋关”。“新
关”虽为清政府负责管理对
外洋轮船贸易为主的征税
机构，但由洋人占居要职，所
收税款也主要用于清政府对

外借款的担保及支付对外赔款，
名义上的“中国海关”成为事实上

的“国际官厅”。
1904年7月1日， 清政府被迫在长沙城西门

外下河街开埠设关。 一年后，清外务部批准在常
德、湘潭自开商埠，旋即株洲、衡阳、益阳、沅江、津
市、南县等港无约而开，挂着不同国旗的列强轮船
在湖南“一湖四水”畅通无阻。 至此，湖南门户洞
开。湖南开埠设关是西方列强长期施压的结果，也
是清政府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尝试，打破了湖南
耕织合一的自然经济结构，加速了湖南半殖民地
化进程，也开启了湖南走向近代化的序幕。

橘子洲的海关公馆建于1906年， 首位入
住公馆的是长沙关第二任税务司———英国人
烈悌。 1945年长沙关裁撤，大部分房产已毁，
仅留橘子洲上的海关公馆。

沉寂40年后，1985年，长沙海关在改革开
放的春风中复关， 湖南开启了对外开放新的
光辉进程。

精准扶贫在三湘
炎陵黄桃 祁东黄花菜 湘西猕猴桃

搭上互联网 飞出大山去
电商精准扶贫助推贫困地区产品热销

� � �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通讯员 董
卓 丁含怡 记者 彭雅惠 ） 今天，
在±800千伏特高压韶山换流站，身
高0.85米、体重75公斤的蓝色智能巡
检机器人，“精神抖擞”地开始了设备
巡视，完全不惧阴雨严寒。 这是湖南
电力检修公司首次运用智能机器人
巡检特高压换流站，标志着湖南电网
进入机器人巡检特高压时代，有助于
外来电安全可靠输送入湘。

±800千伏特高压韶山换流站是
我省唯一的特高压换流站， 最大输送
功率可达湖南电网全省用电负荷1/4。
该站场地面积占地290亩， 堪比30多
个足球场，站内巡检点达3万多个。

记者在换流站场看到，可爱的机
器人时而360度转头， 时而90度抬
头，用头顶两只有神的黑色圆形“大
眼睛”，接收远方指令，沿着一定轨道
稳步前进。 每到一个观测点，它会自
动停止“脚步”，转动“大眼睛”，凭借
远红外线扫描出设备外观、设备本体
和接头的温度、潮湿度、污秽度、油位

计读数等10余项情况。
祁韶特高压巡检机器人采用了

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分析等世界一流
技术，能主动对温度、图像、声音和遥
信测据进行分类、回归、预测等智能
分析，可及时、精准发现设备隐患。

“智能机器人巡检，大大减轻了
工作人员巡检工作量。”换流站运行
班班长刘晓波介绍， 低温冰冻雨雪
等恶劣天气下，人工巡检难度很大，
而智能机器人有高导磁材料的特殊
涂层，机身能有效屏蔽电磁干扰，从
而可以从容应对高温、 暴雨等不良
天气状况，“单台巡检机器人的应
用， 每周能减少人员工作量约26小
时，平均每天节约社会劳动时间4小
时。 ”

目前， 湖南电力检修公司已在
18座50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应用了
智能巡检机器人， 应用覆盖率达
82%，可缩短巡检时间30%，缩短红
外测温时间40%。 其他站的巡检机
器人应用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

百年海关公馆免费开放
呈现中国近代风云动荡历史

不惧冰冻雨雪 巡检时间缩短30%

特高压巡检机器人来了

党的十九大以来湖南全面从严治党成果巡礼①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廖远哲 陈壮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和省委领导下，湖南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自觉担负起“两个维护”的
特殊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通过强化
监督执纪问责， 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令行禁止，推动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重要
指示精神的有效贯彻落实，全省党员
干部“四个意识”明显提高，“两个维
护”的自觉性明显增强。

把自己摆进去，
带头做践行者

“纪检监察机关必须挺身而出，
以更高的觉悟、更纯的党性、更强的
担当，带头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
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带头贯彻中央
和省委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的规定，带头执行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省委的决策部署……”

去年1月21日，在省纪委十一届
三次全会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傅奎代表省纪委常委会作工作报告
时如是说。

按照这一要求，全省纪检监察机
关纷纷把自己摆进去，带头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自觉践行“两
个维护”，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
省纪委常委会从自身做起，在全

系统中“一马当先”，分专题系统学习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增强“两
个维护”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同时，贯彻
全国省区市纪检监察工作座谈会精神，
开展全省纪检监察系统领导干部集中
培训，对标中央纪委要求，进一步明确
工作思路和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

去年1月，湖南全面如期完成省
市县三级监委组建挂牌工作。在纪检
监察体制改革中，各级将党对反腐败
工作的统一领导进一步具体化、程序
化、制度化。同时，坚决贯彻关于加强
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
规定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
委要求，主动及时向中央纪委和省委
请示报告工作。这些，正是践行“两个
维护”的生动实践。

加强监督检查，
确保政令畅通

去年9月， 一则消息石破天惊：湖
南动真格查处洞庭湖区下塞湖非法矮
围问题， 对25个单位的93名国家公职
人员进行严肃问责，对充当“保护伞”
的11人立案审查和监察调查。

“下塞湖矮围暴露出的问题，究
其原因，是政治站位不高、环保意识
不强、履职不到位、责任不落实，从根
本上讲是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 ”省
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湖南对下
塞湖非法矮围问题予以坚决查处，得
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

践行“两个维护”，首要任务是保
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保障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一年
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强对全
省学习贯彻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各

级对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进行再学习、 再领会、再
对标。 针对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
省纪委监委强化相关领域监督执纪
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严肃查处无视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搞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行为，全力整治损害群众
切身利益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从严治理下，一些违规举债、扶贫
工作不力的地方政府被严肃问责；中
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信访件先后办结
4576件，办结率99.85%，76个突出环境
问题完成整改60个， 共问责1950名党
员干部。 省纪委常委还带队对51个贫
困县开展调研督查， 向12个市州交办
问题线索161件，督促整改到位。 运用

“互联网+监督”平台，各级仅去年1至
11月就追缴扶贫领域资金30188.11万
元，退还群众资金4246.07万元。

政治纪律政治规矩
更加严明

一年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坚持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抓起，查找
政治偏差，释放出强烈信号。

去年1至11月，全省共查处违反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案件467起471人。
其中， 坚决查处了省政府驻上海办事
处原主任王华平等严重破坏政治生态
案件；严肃查处了政治掮客林栩案，对
林栩引荐的不适应职位要求和工作需
要的干部坚决予以组织调整， 对涉嫌
违纪违法党员干部进行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彻底清除周符波遗毒影响，对
搞政治攀附的党政干部和公安干警全
部作出处理；严查“网络大V”陈杰人长
期利用网络扰乱视听、混淆是非、非法
牟利等问题， 追究相关地方领导干部
责任。

与此同时， 加强党风廉政意见回

复工作，会同省委组织部修订了《省管
干部任职前省委组织部听取省纪委党
风廉政意见的实施办法》，进一步加强
干部任前监督，对政治上有问题、廉洁
上有硬伤的拟任人选“亮红灯”。 去年
来， 省纪委监委共对78批1382人次作
出“党风廉政意见回复”，对其中118人
次出具了不同意见。

一系列动真碰硬下，各级政治纪
律政治规矩更加严明，重大决策部署
得到更加精准落实，各项工作不断开
创新局面。

自觉践行“两个维护”———

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

【短评】

旗帜鲜明讲政治
沈纪平

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必
须旗帜鲜明讲政治， 坚定不移落实
“两个维护”，进一步做好新时代纪检
监察工作，以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政治
担当履职尽责，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与重托。

我们要把“两个维护”落实到纪
检监察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通过
聚焦政治监督， 集中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着力
纠正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上
喊口号、装样子的问题，着力纠正在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
作部署上打折扣、 搞变通的问题，着
力纠正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
敬畏、不在乎的问题，着力纠正党内
政治生活不严肃、 不认真的问题，着
力纠正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两个责
任”不作为、不担当的问题。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以来， 在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和省委领导下， 湖南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战略部署， 忠诚履行党章
和宪法赋予的职责，不松劲、不停
步、再出发，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
大成果，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
胜利。 从今天开始，本报刊发系列
报道， 回顾党的十九大以来湖南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铿锵足迹，触
摸激昂跳动的时代脉搏。

� � �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黄
利飞）中国工程机械“后市场”千人
峰会今天在长沙启动，拉开了2019
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22项主
体活动的序幕。

工程机械设备销售后，围绕产品
使用形成的服务市场为“后市场”。
2018年，中国工程机械主要产品保有
量接近800万台， 吸引了大量企业和
个人从事设备租赁、 二手设备买卖、
维修保养、配套件销售服务，工程机
械“后市场”发展态势强劲。

峰会现场， 全国二手货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冯刚提出“工

程机械行业二手设备发展更需规范
化”； 雷沃重工租赁业务发展经理
黄成成认为， 国内工程机械设备经
营性租赁业务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将于5月15日至18日开展的
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预
计有近1200家全球知名工程机械
企业携最新技术成果亮相。 展会期
间将同步举行系列专题论坛、 赛事
竞技、商务活动等，其中包括首届全
球高端制造业大会、2019长沙杯国
际吊装技能大赛、 湖南省工程机械
产业链大会、 中国工程机械电子商
务应用发展高峰论坛等。

千人峰会探讨中国工程机械“后市场”
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将举行22项主体活动

� � � � 1月10日， 长沙市橘子洲景区， 长沙关近代历史陈列馆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 图为陈列馆
外景。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周春

“我原以为做‘道场’是农村里的
传统习俗，没什么大问题，通过组织
的教育和自己的学习，我对自己参与
做‘道场’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任何处理……”

这是益阳市赫山区兰溪镇千家

洲村黄金片党员（乡村医生）冷孟光
在检讨书中的自我反省。

2018年11月， 益阳市赫山区通
报了3起违反政治纪律典型案例，冷
孟光案例是其中之一。

经查，2015年至2017年， 冷孟
光3次组织参加做“道场”迷信活动
并获利1380元，在社会上造成了不
良影响，损害了党的形象。 2018年8

月23日，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相关规定，冷孟光因参加迷信
活动，在当地造成不良影响，被益阳
市赫山区纪委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
处分。

日前， 记者走进赫山区兰溪镇，
见冷孟光正在诊所为一位老人开药。
提起做“道场”的事，他尴尬地笑了。
他说，接活儿的时候，其实没有意识

到共产党员不能从事封建迷信活动
这个问题。 在他心里，一直把做“道
场”当作一个赚钱的手段。

“我是在一次党纪答题活动中，
才晓得党纪处分条例规定，共产党员
不能参与做‘道场’的。 ”冷孟光说，
“也是对相关党纪学习不够， 没有意
识到事情的严重后果。现在我已经放
下包袱，专心经营诊所。 ”

当地村干部说，冷医生现在常常
主动提起这件事，想让更多的人以此
为戒。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衡阳市：拧紧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发条”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肖湘东 李涛

近日，衡阳市纪委监委对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违规选人用人问题
公开通报，3名党员领导干部受到问
责处理。

这是衡阳市纪委监委坚决践行
“两个维护”，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的缩影。

2018年， 衡阳市纪委监委把政

治建设摆在首位，聚焦管党治党宽松
软等突出问题，共问责管党治党不力
的党组织74个、 党员领导干部178
名，给予党纪政务处分45人，组织处
理133人。

“请把四大家主要负责人、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长的手册
给我们看下！ ”2018年9月，该市纪委
监委派出5个检查组， 采取必检与抽
检相结合方式， 深入12个县市区和
45家市直单位，对“两个责任”操作手

册落实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在查阅资
料、听取汇报、个别访谈、抽查回访
后，检查组共发现问题27个，并当场
反馈， 要求对存在的问题限时整改，
进一步压实“两个责任”。为运用好检
查成果，该市纪委监委还把检查纳入
全市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和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年度考核，并通报、约谈、
追责问责。

在审查调查中，衡阳市纪委监委
坚持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

在首位，围绕“七个有之”和“五个必
须”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督促各级党
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自觉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 据统计，2018年，衡阳市
共立案审查违反政治纪律案件39
件，党纪政务处分38人。其中，因违规
成立同乡会，鼓动组织群众对抗上级
决策，衡山县原副县级干部旷锦堂被
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台上讲廉洁、
台下搞腐败”， 衡阳市卫计委原主任
邹爱民，衡阳市农委原副主任颜桥生
等一批“两面人”受到严肃查处。

赫山区：做“道场”的党员知错反省

� � � � 长沙关近代历史陈列
馆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