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4月8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黎治国）“扫黑除恶，深入人心。 ”4月6日，桑
植县人潮溪镇溇阳村村民朱忠，在看了一场
精心编排的扫黑除恶阳戏后，结合自身所见
所闻，深有感触。

连日来，桑植县组织开展新一轮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集中宣传活动，营造扫黑除恶强
大声势。 通过送法送戏下乡、悬挂横幅、张贴
宣传标语、村村响、党员群众讲习所讲习、印
发宣传资料等方式，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法律知识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同
时，通过机关企事业单位、沿街商铺宣传屏，
以及全县媒体进行扫黑除恶宣传，鼓励广大
群众举报涉黑涉恶线索，积极参与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

目前，全县298个村（社区）通过送戏下
乡、党员群众讲习所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356场次，受众群众5万余人次，共悬挂横幅
3000余条、发放宣传资料120000余份，营造
了浓厚的扫黑除恶宣传氛围。

桑植县营造
扫黑除恶强大声势

� � � �岳塘区很多在职党员自愿加入到扫黑除恶宣传队伍，
发动群众共同守护社会治安环境———

众人携手扬正气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张远芳 刘诗琴

“黑恶势力过街鼠，人人喊打恨入骨。 严
打黑恶‘保护伞’，铲除祸根毒土壤。 扫黑除恶
党决策，推进治理保祖国……”4月8日，湘潭
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霞光社区76岁的老党员
李淑元将一首自创的扫黑除恶“打油诗”发到
社区微信群，立刻受到了居民热捧。

霞光社区位于湘潭市建设路口核心商圈，社
区住户多、人员流动性大。为进一步推进扫黑除恶
工作，日前，社区召开党员、楼栋长会议，号召居民
共同参与到扫黑除恶斗争中来。自创“打油诗”，就
是居民主动参与扫黑除恶的生动体现。

与霞光社区一样，岳塘区宝塔街道阳光社
区也有一支投身扫黑除恶的老年义务宣传队。
这支队伍平均年龄约70岁， 他们都是驻社区
单位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湘潭供电分公司的
退休干部，也都是老党员。 队员们分成4组，每
天戴着红袖章，穿上红马甲，轮流在小区内义

务巡逻， 主动上门为居民宣讲扫黑除恶政策，
号召党员通过社区党支部统一签订《扫黑除恶
承诺书》。在他们的带动下，社区很多在职党员
也自愿加入到了扫黑除恶宣传队伍中来，共同
守护社会治安环境。

近日， 阳光社区还组织辖区青少年家庭开
展了以“扫黑除恶 弘扬正气”为主题的手抄报
评比活动。 通过小手拉大手，学生带动家庭，营
造人人参与、关注扫黑除恶的浓厚氛围。 活动结
束后，不少孩子表示，亲历手抄报的创作过程，
不仅对扫黑除恶有了更深的认识， 同时增强了
自己的法治观念，觉得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作为湘潭市中心城区， 岳塘区集中人力、
物力、财力，向黑恶势力全面宣战，全民参与扫
黑除恶斗争的氛围日益浓厚。该区将扫黑除恶
与平安创建工作紧密结合，党员干部面对面与
群众交流、沟通。截至目前，全区共走访居民约
12万户，收集线索189条。 岳塘区还以“雪亮工
程”建设为契机，将1893个摄像头覆盖城乡各
个区域，为扫黑除恶工作插上科技的翅膀。

长沙湘江东岸防洪综合改造项目
涉水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4月8日，施工人员在长沙湘江东岸防洪综合改造项目一期工程现场忙碌。当天，该项目涉水主体工程基本完
工，5月1日汛期到来前将完成涉水主体工程扫尾施工。2018年10月， 长沙启动湘江东岸防洪综合改造项目一期工
程。改造后的堤防将由现在3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提升至200年一遇。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高纯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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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精神，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近日进
驻湖南省开展扫黑除恶督导工作。根据安排，中
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督导进驻时间原则上
为1个月。督导进驻期间（2019年4月1日—4月30
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731—81110055，专门

邮政信箱： 湖南省长沙市A065号邮政信箱。督
导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根
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导组职责，中央扫黑
除恶第16督导组主要受理湖南省涉黑涉恶方面
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问题，
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导地区、 单位和有关部门处
理。 2019年4月4日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
湖南省进驻信息公告

胡建兵

近日，科技部公布《2018年工程领域
和材料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结果》，
有6家国家重点实验室被“黄牌”警告，被
列入“整改类”。

此次评估共涉及到工程领域国家重
点实验室43家、 材料领域国家重点实验
室21家，打分则分为“优秀类”“良好类”
和“整改类”三个档次。 6家被“黄牌”警
告， 占到了被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总数
的近十分之一，占比之大，令人惊讶。 这
些被“黄牌”警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许多
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更是出乎众人
意料。

尽管具体问题尚未披露，不过根据评
估指标体系， 可以大致了解其问题所在：
最重要的指标是研究水平与贡献权重占
到50%， 其次是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占
30%，还有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占20%。 现
实情况是，有的实验室科研项目报了一大
批，但重视研发不够，许多申报的科研项
目没在规定的研究周期内完成，或者成了
“烂尾”项目；有的实验室负责人作为优秀

人才刚刚从国外引进，其研究方向与实验
室发展方向也不相符；有的实验室人才薄
弱，队伍建设几近于无；有的是因为属于
传统学科领域，发展缓慢。

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排序，国
家重点实验室仅次于国家实验室， 其不
仅对于高校等机构非常重要， 也是所在
地方的重要科技创新基地和平台， 在引
领创新发展中被各方给予厚望。 一旦遭
遇亮“黄牌”，无论是对实验室科研工作，
还是对地方提升创新能力都是一种警
示。倘若整改期内问题没整改到位，将不
再列入国家重点实验室序列。一旦被“摘
牌”，意味着各种项目、实验经费、人员编
制等也随之取消。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新增了“抓紧
布局国家实验室， 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
体系”等内容，就是适应建设世界科技强
国的需要。谁丧失科研质量、缺乏科研能
力， 谁就会被警告整改， 甚至 “去帽摘
牌”，这理应成为科研评估常态。 从评估
结果来看，“质量”把关依然未松懈，如何
确保数量与质量的双重提升， 是对所在
高校乃至一个地区的考验。

� � � � 湖南日报4月8日讯（见习记者 肖霄）4月8
日，记者从邵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邵
阳市纪检监察机关打“黑”与打“伞”相结合，取
得阶段性成果。 截至目前，共受理涉黑涉恶腐
败和“保护伞”问题线索494件，初核398件，立
案审查调查90人，其中处级干部2人；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47人，移送司法机关3人。

去年以来，邵阳市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扫
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相结合，以
零容忍的态度推进扫黑除恶“打伞”“破网”行
动。 充分发挥市委反腐败协调领导小组作用，
建立市纪委书记与市公检法“三长”热线联系
制度和涉黑涉恶案件“双专班”制度；完善涉黑
涉恶问题线索和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双向
移送、查办结果反馈机制；健全同步查办、信息

报送、案件会商、督查督办、责任追究等5项工
作机制，坚持同步立案、同步调查，做到纪法衔
接、协同推进。

同时，该市对“保护伞”问题线索做到优先
审批、优先处置、优先办理。 加强个案核查清
零，逐案过筛，实行“多长”签字背书；对涉黑涉
恶案件办理过程中的撤案、取保候审，不捕、不
诉，缓刑、免刑等情形进行重点清查。

� � � �湖南日报4月8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廖智慧）4月3日晚，资兴市开展社会乱源集中
清查行动，打击整治治安乱象，全面加强社会
面防控工作。

当晚，资兴公安共出动210名警力，警车
42台，组成12个行动小组，重点清查麻将馆、
宾馆、KTV、网吧、足浴店、游戏室、出租屋等
地段和场所。此次行动通过拉网式排查，共封
停麻将馆6家，销毁麻将机62台，查封游戏室
3家，向31家宾馆、56家消防重点单位下达整
改通知书，抓获吸毒人员2人。

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资兴市
坚持打早打小、着力源头防范整治，努力将黑
恶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 把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与“大排查、大巡防、大管控、大整治”等严
打整治专项行动结合起来， 强力整治社会乱
源，重点清查重点人员、重点物品、重点场所，
紧盯可能藏污纳垢的重点区域， 对存在的涉
黑涉恶苗头性问题早警示、早纠正、早处理，
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同时，强化对社会乱象的
关键区域、关键领域、关键行业的监管，最大
限度挤压黑恶势力滋生空间。

截至目前，资兴市共刑拘涉盗涉骗、涉黄
赌毒、涉枪涉爆犯罪嫌疑人399人，强制隔离
戒毒254人，收缴枪支120支，打掉地下“六合
彩” 赌博窝点11个。 全市共收网涉恶犯罪集
团2个、涉恶犯罪团伙4个，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44人，逮捕27人。

三湘时评

“去帽摘牌”
理应成为科研评估常态

� � � � 湖南日报4月8日讯（记者 苏莉）今天
下午， 副省长何报翔在长沙会见了全国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王屏生率
领的台商参访团。

何报翔对王屏生一行来访表示欢
迎，并简要介绍了湖南省情。 何报翔说，
近年来湖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也得益
于广大台胞台商的大力支持。 湖南和台
湾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有着
非常密切的交流合作， 尤其是经贸领域
合作成果丰硕。 截至今年2月底，全省累

计批准台资项目2679个， 实际到位台资
89.09亿美元。何报翔感谢全国台企联多
年来对湖南的关心和支持。他说，王屏生
会长此次率团来访， 将进一步推动湖南
和台湾企业全方位的合作。 希望广大台
商多关注湖南，了解湖南，进一步促进湘
台交流与合作。

王屏生表示， 湖南投资环境越来越
好，此次参访，将率领台商赴长沙、湘潭、
株洲、 衡阳等地实地考察， 深入了解湖
南，寻求更多合作机会。

何报翔会见
全国台企联会长王屏生一行

邵阳扫黑打“伞”同频出击
受理问题线索494件，立案审查调查90人

将黑恶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

资兴开展社会乱源
集中清查行动

� � � �湖南日报4月8日讯（欧阳倩 赵婵娟）“桩机
总算能正常吊装了， 感谢宁乡市人民检察院给
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得知案件已被提起公
诉，长沙某桩机老板高兴地说。 记者今天从宁乡
市人民检察院获悉，近日，该院对当地一聚众闹
事、肆意阻工、强揽工程的恶势力团伙蔡某等7
人依法以强迫交易罪提起公诉， 打破了他们以
暴力对桩机行业的垄断。

撤县设市后的宁乡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不
少外地投资商纷纷入驻。 可是偶有出现的“行
霸”令他们担忧不已。 当地工程项目建设的桩
机行业就不平静。 2018年3月底，宁乡居民蔡
某、袁某勇、罗某强等人合伙投资1100余万元
购买了6台液压锤桩机， 未经注册私自成立所
谓“宁乡桩机协会”，以股份制分红形式开展业
务。 为满足私利，一旦有其他单位或个人的桩
机进入宁乡工地，他们就阻工闹事，强揽业务。

2018年， 宁乡某房产公司与湖南一建设
工程公司签订宁乡某项目工程施工合同。同年
6月17日，蔡某为获得该项目的桩基业务，指使
欧某辉、蔡某、蔡某凌以持刀、言语威胁的方式
阻工，导致项目桩机被迫拖回长沙。 2018年4
月至7月期间，蔡某多次以相同或相近手段，破
坏宁乡已被承包的不同桩基业务，严重扰乱建
设秩序。

2018年9月25日，宁乡市公安局先后以涉嫌
强迫交易罪将该团伙移送宁乡市人民检察院审
查起诉。 该院承办检察官表示：“这伙人聚众闹
事、肆意阻工、强揽工程，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我们绝不姑息。”事后，宁乡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
该恶势力团伙成员提起公诉。

宁乡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院
将积极履行检察职能，严厉打击影响破坏招商
引资、项目建设和营商环境的各类刑事犯罪。

外地桩机老板吃了“定心丸”
宁乡对肆意阻工强揽工程的恶势力团伙依法提起公诉

� � � �湖南日报4月8日讯（记者 陈昂昂）
记者今天从省政协获悉，省政协十二届
二次会议共收到提案1141件，其中立案
762件， 并案167件， 不立案提案207件
（来信161件、撤案23件、转社情民意23
件）。 截至3月底，立案的762件提案已全
部交办完毕。

省政协提案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上述提案涉及到的114家提案办理单位
中，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教育厅成为
今年承办提案数量最多的3个省直部
门。“提案在交办和调整的过程中，各承
办单位都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
对待，让委员们的心血和智慧能够融入
湖南各方面发展之中。 ”

机构改革、各单位职能调整，是今年
提案交办中面临的一个新情况。 省政协
提案委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相
关处室及各提案承办单位加强协商，根
据各单位目前的职能范围对提案办理
进行认真调整。 对于一些提案中出现的
新业态，由于国家尚无明确监管机构，交

办中也进行了充分协商。 比如，《关于在
全省推广长沙市企业安全生产班前会
做法的提案》原交办单位为省安监局，现
转为省应急管理厅；《加快军民融合战略
实施， 推动我省科技协同创新发展》提
案，原交办单位为省工信厅，现转为省委
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等。

“在今年省政协‘不调研不提案’的
倡导下，委员们更加重视提案质量，调研
进一步深入，提案针对性进一步加强，所
涉及的问题也越来越广，对提案办理的
要求也更高。 ” 省政协提案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达到提质增效的目的，与往年
相比，今年的提案并案数量大为增加，共
有167件进行并案。 每一件并案，都经过
了提案委基于原有提案的消化、整合和
提炼，每件提案的精华建议都会在并案
中体现出来。 提案并案后， 承办单位要
和并案提案中的每名委员沟通，征求其
对相关建议的办理意见，“如果有一名委
员不满意，这件提案办理就会被评为‘不
满意’。 ”

加大提案办理协商力度
推动提质增效

省政协交办完毕762件省两会期间提案

扫黑除恶
进行时

荨荨（上接1版①）
一些黑恶势力之所以长

期称霸一方，一个关键因素就
是与腐败问题交织。湖南在严
查涉砂类黑恶犯罪势力的同
时，还实行“一案三查”制度，
即同时查办黑恶犯罪、追查腐
败问题和保护伞、倒查当地党
委政府主体责任和行业主管
部门的监管责任。在“洞庭风
雷”专项行动中，涉黑涉恶的
公职人员33人被查处。

“一系列行动效果非常明
显，现在下塞湖的生态修复进
行得非常好，生物多样性恢复
显著。 其他地方也是高标准、
严要求，现在洞庭湖的整体保
护力度非常大。” 南洞庭湖自
然保护区沅江市管理局副局
长万献军表示。

沅江市市长杨智勇说，除
了自然生态，洞庭湖区域的政
治生态、社会生态在不到一年
的时间里发生了深刻变化，影
响长远。

春和景明，在长时间的连
绵阴雨后， 洞庭湖阳光明媚，
河湖安澜。

荨荨（上接1版②）
去年我省全面完成县级以上饮用水

水源地整治任务，目前正在启动全省“万
人千吨”饮用水源排查整治。生态环境部
去年5月启动“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
为专项行动”，按照清理、溯源、处罚、问

责等交办要求， 我省69个点位问题至去
年12月均已完成整改。“三磷” 排查整治
专项行动共涉及我省38家涉磷企业，其
中磷矿企业26家、磷肥企业10家、含磷
农药企业2家。我省正在组织对38家企业
逐一排查，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治。

� � � �湖南日报4月8日讯（记者 李国斌）今
天下午，“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大型主
题采访活动在长沙县田汉文化园启动。 省
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红出席活
动，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宣传新中国成
立70年来我省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引导
人们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追梦人。

蔡振红希望大家高举时代旗帜，展
示全省上下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
作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进展和显著成
效，着力推动新思想在湖南落地生根、深
入人心；紧扣时代脉搏，展示壮丽征程、
体现奋斗主题， 大力宣传革命先辈为湖
南和平解放、新中国诞生，前赴后继、流

血牺牲的感人事迹， 全方位挖掘革命建
设改革时期三湘儿女的奋斗故事。

蔡振红强调， 要真正走出去、 沉下
去，坚持不懈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把新闻写在广阔大地上、写进群众心
坎里，善用小切口呈现大主题、小故事反
映大变化、小视角折射大时代。要广泛运
用各种新技术新手段， 打造一批人们喜
闻乐见的融媒体产品， 提升主题报道的
达到率、阅读率、点赞率。

此次采访活动， 中央驻湘媒体以及
省直媒体的记者将分赴长沙县、浏阳市、
汝城县沙洲村开展蹲点调研采访， 深刻
反映70年来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
和经验。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蔡振红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