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4月1日讯 （记者 肖祖
华 通讯员 杨坚 李日康）3月底这几
天，是新宁县崀山镇分水村支委委员、
汇隆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
贻康最忙碌的时候， 他不仅要抓和泰
阳医药公司共建天麻种植示范园的工
作，还要联系各组的群众和贫困户，发
动他们仿野生栽培天麻。

为了帮助村里发展天麻种植，省
社科院驻村工作队从湖南中医药大学
请来国内知名专家为群众讲授中药材
种植技术， 还为村里提供电商技术培
训，这一切都让陈贻康感觉有奔头，他
对脱贫攻坚信心满满：“今年我们一定
能够顺利实现脱贫摘帽的目标。”

近年来， 新宁县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坚持将最强的人员、精锐的力量、
高效的队伍选派到脱贫攻坚主战场。
选派810名党员干部到305个村（社
区）开展驻村帮扶，选派8174名干部与
全县32291户贫困对象开展结对帮扶，

驻村工作队、 结对帮扶责任人与贫困
户同吃同住同劳作。 该县注重发挥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实现了脱贫攻坚战场在哪里,党的
基层党组织就建在哪里。全县建立专业
合作经济党支部48个，消除集体经济空
白村57个,带动全县脐橙产业种植面积
突破46万亩，产值突破30亿元，出现了
“百里脐橙连崀山”的发展态势。

该县统筹财政、交通、水利、电力
等部门，积极争取资金，逐步完善农村
基础设施；发改、住建、卫健、教育等部
门大力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危房改造、
医疗救助、教育助学等惠贫项目，确保
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到位；民
政、人社、残联等部门不断完善农村公
共服务，强化社会救助，织牢民生“保
障网”。通过产业带动和各项惠贫政策
落实，全县近年有88个贫困村出列,贫
困发生率从2014年初的21.53%降至
去年底的4.88%。

� � � � 湖南日报4月1日讯 （记者 肖祖
华 通讯员 阳望春 蒋媛华）“在家门
口上班真好，既照顾了家人，每月还有
3000多元的收入。”3月27日， 在湖南
七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城步儒林镇白
云湖“扶贫车间”，贫困户王志武一边
忙着机修，一边兴奋地说。像王志武一
样， 白云湖村及附近村共有26名贫困
群众在“扶贫车间”上班。这是城步大
力推行“非公企业+贫困村”扶贫带来
的喜人变化。

近年来， 城步广泛动员和组织非
公企业发挥自身优势， 通过推行产业
帮扶、就业帮扶、技能帮扶、公益帮扶
等模式，参与“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
该县积极引导非公企业参与农业特色
产业扶贫，大力推行“公司+合作社+
基地+贫困户”“公司+党支部+合作社
+贫困户” 等模式， 与贫困户签订产、
供、销合同，引导南山牧业、天元农业
等企业在贫困村发展订单农业， 带动
121个村发展奶牛、奶山羊、乌骨鸡、虫

茶、苗香梨、猕猴桃等特色产业，加速
苗乡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该县推行“能人+企业+贫困户”
模式，引进企业在贫困村建立“扶贫车
间”，制定出台奖励措施，对建成的扶
贫车间每个奖励3至5万元， 对在扶贫
车间就业的贫困群众给予补助， 吸纳
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就业。 现已在
儒林镇白云湖村、 白毛坪镇歌舞村等
乡镇、村居建立“扶贫车间”6个，吸引
920余名群众稳定就业，其中贫困群众
有310余名。

为提高贫困劳动力的技能水平，
该县组织开展奶牛、 乌骨鸡养殖和猕
猴桃、 苗香梨种植以及苗绣等技能培
训12期，1500多名贫困劳动力参训，
有效缓解了企业用工难题，达到“你脱
贫、我发展”双赢效果。

目前， 该县共有26家非公企业参
与帮扶56个贫困村， 实施帮扶项目95
个，2652户10082名贫困群众从中受
益。

新宁：投入全部力量
聚焦脱贫攻坚主战场

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初的21.53%降至
去年底的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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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进行时

� � � � 湖南日报4月1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江钻）今天，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
发布《2019年清明期间路网运行态势研判专报》：
清明小长假期间（5日零时至7日24时），高速公路
对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实施免费通行政策。
预计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达936.7万
辆次，同比增长约3.42%。

据研判，清明假期，预计全省高速公路路网
车流量将高位运行，车流量呈“M”型前高后低走

势。预计4日午后开始，全省路网流量逐渐攀升，
15时至20时期间车流激增明显， 迎来假期首波
出行高峰；预计5日为假期峰值日，在10时至11
时左右为出行最高峰，峰值流量约为日均流量的
2倍； 预计6日流量稍有回落，7日14时至22时车
流将骤增，8日恢复正常流量。

预计以下7条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在假期容
易发生拥堵缓行现象：G5513长张高速长沙至益
阳段，S50长韶娄高速长沙段，G4京港澳高速长

沙段、 湘潭段，G60沪昆高速湘潭段、 邵阳段，
G0421许广高速湘潭段、衡阳段，S20长浏高速长
沙至永安段，G0401长沙绕城高速万家丽北收费
站以及各景区、陵园附近路段。

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提
醒，清明假期，沪昆高速潭邵段周旺铺收费站
将实施改扩建全封闭施工， 车辆可选择邵阳
南收费站、邵阳西收费站、隆回收费站上下高
速。

建议公众在出行前关注湖南高速公路微信
公众号、微博，下载湖南高速通APP密切关注路
况信息和气象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选
择错峰出行。

� � � � 湖南日报4月1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甘丽莎）准备清明假期乘火车出行的旅客要抓紧
购票了。长沙火车站今日发布消息称，预计清明
铁路运输期间（4日至7日）发送旅客35万人次，同
比增长4.36%。截至1日18时，清明假期（5日至7

日）从长沙往北上深方向的火车票紧俏。
据预计，清明假期前后，长沙火车站客流将

主要去往常德、岳阳、株洲、衡阳、湘潭、郴州、永
州等地。在此期间，长沙火车站计划加开临客列
车23对， 其中增开往常德、 石门县北的动车各3

对。 长株潭城际铁路计划使用8组动车组开行51
对列车。具体信息以车站公告为准。

根据目前车票预售情况， 假期往东北三省、广
州、重庆、成都方向有少量余票；往北京、上海、深圳
方向车票紧俏。省内往邵阳方向车票紧张。

长沙火车站提醒旅客，网络订购火车票的旅
客， 也可提前到市内各城际铁路站换取纸质车
票；乘坐普速列车的旅客如未提前换票，将不能
进站乘车。

清明假期高速公路小车通行免费
4日下午迎高速公路出行高峰

清明假期往北上深车票紧俏
长沙火车站增开临客23对

� � � �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胡
伟松）近日，湘潭市纪委监委发布通报称，湘潭县
纪委监委按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监督执纪问责
工作要求，开展“一案三查”，对张议“涉恶”团伙
案25名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

3月26日， 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备受社会关注
的张议等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案进行二审公开
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议犯故意伤害
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0万元，判处其赔偿附带民
事诉讼原告周某等人物质损失共计3万余元。刘
定波、周智国、赵志湘犯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有
期徒刑四年、三年、一年。

通报称，张议“涉恶”团伙案性质恶劣，不仅破
坏了一方政治生态、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定，更损害
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究其原因，石潭镇党委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管
党治党失职失责，公安机关等相关职能部门不依法
履职、监管缺位，客观上放任纵容了黑恶势力的滋

生蔓延，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通报公布了对石潭镇党委、政府，县公安局

石潭派出所等单位25名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问
责的情况：

2005年至2014年期间石潭镇党委核心领导
作用弱化，石潭镇人民政府依法履职不力，对张议
等人监管不到位， 对石潭镇城建监察中队队长张
议等人多次擅自提高市场服务费标准、 巧立名目
收取费用及市场管理过程中打架斗殴等行为，未
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制止、调处纠纷。石潭镇原副镇
长符鑫、王锋受到诫勉谈话处理；原镇党委书记刘
奇志，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何海军受到诫勉谈话
处理；副镇长郭安明、原工会主席向庆华、原规划
建设环保站站长盛小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湘潭县发展和改革局价格检查所对张议等
人收费项目没有监督检审，对其乱收费行为监管
不力。石潭派出所有关人员对张议“涉恶”团伙长
期以来违法犯罪活动，未履行法定职责积极调查
取证，未严格依法审核把关作出处理，对张议等
人违法犯罪行为定性不准、有案不立，未进行有

效打击，客观上纵容了张议“涉恶”团伙滋生壮
大。湘潭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卢旺、价格检查
所所长胡栋受到诫勉谈话处理。石潭派出所教导
员王斌（主持石潭派出所工作）、副所长阳京峰、
民警周文祥受到政务警告处分；石潭派出所原所
长易义超、 民警陈日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
务记大过处分；原副所长洪晓山、刘志勇受到诫
勉谈话处理；民警田新受到提醒谈话处理。

2010年10月15日， 石潭镇正街居委会党支
部明知张议现实表现劣迹斑斑，仍吸收其为预备
党员，考察期间张议随意殴打他人，仍按期转正。
正街居委会党支部对张议加入中国共产党政治
审查流于形式，石潭镇党委对发展党员审核把关
不严。石潭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刘树立，石潭镇
正街居委会组织委员李彩红，张议入党介绍人赵
志清、周杰兵受到诫勉谈话处理；石潭镇原党委
书记邓高燕、组织办干部尹赛琪受到提醒谈话处
理；石潭镇正街居委会党支部书记许利君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石潭镇正街居委会宣传委员许启华
为张议违规出具证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对张议“涉恶”团伙案追责问责
湘潭县25人挨“板子”

� � � �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何金燕）近日，望
城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邹联朝、 曹中
南、谢横松、邹联斌、谭鹏、邹平峰等人抢劫一
案，当庭作出了判决。

该案主犯邹联朝， 以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13年，并处罚金2万元，剥夺政治权利3年。其
余被告人，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至4年不等
的刑罚。

法院查明： 湖南新化人邹联朝纠集同乡
曹中南等人，在长沙多次实施抢劫行为，造成
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是典型的恶势力团伙。
2018年7月17日至8月13日期间， 邹联朝等人
分别在望城区、雨花区、长沙县等地冒用他人
身份在宾馆开房， 通过微信招嫖方式将失足
妇女骗至房内， 以殴打或持刀威胁等方式抢
劫多名失足妇女共计32100余元，所获赃款均
被邹联朝等人挥霍。

望城区法院院长李才坤表示， 望城区法院
将进一步加大对涉黑涉恶犯罪的惩处力度，切
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望城区法院
判决一起恶势力

团伙犯罪案

“扫黑除恶”宣传进社区
3月29日，学生将手绘的“扫黑除恶”主题漫画贴上宣传栏。当天，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街道湘春

路社区党总支、长沙市明德华兴中学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学习涉黑涉恶基本常识、有奖问答等活
动，提高干部群众同黑恶势力作斗争的法律意识。 傅聪 摄

城步：“非公企业+贫困村”
扶贫显成效

实施帮扶项目95个，万余贫困群众从中受益

� � � �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王文）
记者从今日召开的湖南省家庭服务业
协会第三届换届选举大会获悉， 经过
近10年的培育， 我省家
政行业迎来井喷式发
展，截至去年底，全省各
类家政企业达到3600余
家， 从业人员约为53万
人，为全省270多万家庭
提供了各种服务。

作为我省家政行业
规范发展的引领者———
省家协也在发展中不断
壮大。 会员由成立之初

不足80家发展到目前200余家，市州、
县区家协由当初3家发展到16家，全省
三级协会会员企业已超过千家。

湖南家政服务270万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