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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
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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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宋云钊 郑竞成）4月12日，
新田县新隆镇侯桥村一派欣欣向荣景
象：机耕道、环村公路一天天延伸，自
来水工程建设提上议事日程， 全村新
增近10户养牛大户……村民们向记
者介绍，这是打掉“村霸”后，全村迎
来的发展新气象。

“去年7月以前，村支‘两委’开
个会都被搅局， 全村工作基本停

止。” 侯桥村一村民说。造成这种情
况的是该村犯罪嫌疑人郑某桂等人
胡作非为。

今年51岁的郑某桂原来在广东
务工，后来，他返乡竞选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主任，均落选，但仍担任了
村支部副书记一职。 但他不是进行
自我深刻反思， 不是勤勤恳恳为广
大群众服务,反而自2017年以来，纠
集同村村民郑某生、 郑日某等十余

人，多次阻挠村支“两委”正常工作，
破坏基层政权稳定、强迫交易等。

郑某桂等人为掌控村级集体财
权，私下成立理财小组，威胁、恐吓
村干部交出村级集体资金及账本，
架空村支“两委”。 由于他们对村里
安装路灯的位置不满， 阻工闹事干
扰村亮化工程建设。 2018年5月25
日， 郑某桂等人无故锁住村活动中
心办公室，导致村支“两委”一个月

无法正常办公。 2018年6月10日，郑
某桂等人在村党员会上撕扯横幅、
扔选票、撕毁签到本，导致会议无法
正常进行。 2018年7月28日，侯桥村
召开村道硬化工程招标会，郑某桂、
郑某生、 郑日某等人到现场恶意阻
拦、驱赶、威胁、殴打前来招投标人
员， 强揽下村里30余万元的路面硬
化工程。

就在郑某桂为所欲为之际 ，
2018年9月，新田县公安局掌握充分
证据，将郑某桂、郑某生、郑日某等8
人刑事拘留， 后经新田县人民检察
院批准，依法逮捕。

� � �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 （记者 鲁
融冰 通讯员 左强 ）4月13日上午，
在常德市丹溪路建设工地， 记者看
到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建设
者们为加快工程建设步伐， 奋战在
施工现场。“自从打掉了‘村霸’团
伙，工地上就顺畅多了，前段时间落
下的进度也赶了上来。 ”项目相关负

责人介绍。
丹溪路建设工程是常德市2017

年城镇带动大会战重点项目之一。
在建设过程中， 武陵区丹洲乡明月
村以胡某国为首的当地宗族势力，
伙同村干部何某华、文某华等人，多
次煽动、组织村民，以每人每天100
元的“报酬”，实施阻工、堵路等违法

行为，进而强揽工程，参工参运。
“他们多次用私家车堵住路口，

导致施工设备进不了场。 ”一名承建
商负责人说，为避免耽误工程进度，
他们当时只好息事宁人。 然而，该犯
罪团伙的胃口越来越大， 提出了更
多的无理要求， 并引发聚众斗殴案
件， 迫使项目指挥部与原承建商终

止建设合同。
4月5日，在掌握足够证据后，常

德市武陵警方采取收网行动， 将这
一“村霸” 恶势力犯罪团伙来了个
“一锅端”，9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
网。

“扫黑除恶是人心所向，那些人
平时气焰嚣张，该抓！ ”附近居民刘
宇对此拍手称快。他坚信，城市建设
得越来越好， 老百姓的日子一定会
过得更加有味。

� � � �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新伟 唐星波）
自2018年1月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以来， 我省交通运输部门重
点瞄准治超领域， 严厉打击违法
超限超载车辆暴力抗法等违法行
为。 省公路管理局今日发布，截至
4月12日，我省已有效处置治超领
域暴力抗法案例40件。

我省于2014年9月在全省普通
公路开展超限超载车辆治理以来，
超限超载情况得到有效遏制。然而，
冲击超限检测站点、 纠集社会闲散
人员甚至雇佣“打手”对路警联合执
法人员进行人身威胁等涉黑涉恶势
力依然存在。

2018年以来， 我省以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为契机， 建立了公路
系统扫黑除恶联络员制度， 把专
项斗争重点瞄准治超领域的黑恶
势力头目、 骨干成员以及暴力抗
法分子，重拳整治行业乱象。

今年3月20日22时许，益阳市
谢林港超限检测站的路警执法人

员在益阳绕城高速邓石桥收费站
入口巡查时，发现有3台疑似超限
超载渣土运输车辆。 执法人员随
即将车辆拦停并上前检查询问。
然而，3台渣土车驾驶员姚某某、
姚某某、汤某拒不配合检查，只顾
打电话联系。 10分钟后，渣土运输
车辆的老板谌某某、卜某某、陈某
某等人到达现场，阻拦、辱骂路警
执法人员，导致3台疑似超限超载
的渣土运输车辆冲关逃脱。

案情发生后，益阳市治超办、市
公安局联动出击， 迅速锁定涉案人
员。3月28日，承运方老板谌某某、卜
某某、 陈某某分别被依法给予行政
拘留10日的处罚。 4月11日，驾驶员
姚某某、姚某某、汤某被依法给予每
人罚款200元的处罚。

省公路管理局介绍， 我省在
强化超限超载治理的同时， 还将
加强与公安交警等部门的联动，
联合开展涉黑涉恶线索摸排，深
挖公路黑恶势力“保护伞”，确保
公路路产和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唐春晖 陈航一 胡春生

“今天，法治讲座的内容是：在
全县社区服刑人员中， 开展扫黑
除恶教育学习， 告诫全县社区服
刑人员遵纪守法，认罪悔罪，认真
改造……”4月13日上午9时，衡阳县
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正在对社区服
刑人员进行集中教育学习， 副局长
杨小辉讲授《扫黑除恶，建设平安蒸
阳》的法治课。 讲座以案说法、法条

释义、现场答疑等形式，深入浅出讲
解扫黑除恶的意义、 黑恶势力犯罪
的特点以及如何鉴别和抵制黑恶势
力等方面知识。 台下93名社区服刑
人员个个听得认真。

杨小辉告诉记者， 为使全县社
区服刑人员认罪悔罪， 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该局对社
区服刑人员每月进行一次集中法律
法规教育学习，一次公益社区服务，
一次思想汇报， 使社区服刑人员回
归社会，重新做人。

刘某今年38岁，去年犯盗窃罪被
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在
衡阳县司法局接受社区矫正。“当时，
我情绪波动很大。 ”刘某说，社区矫正
中心工作人员与他促膝谈心、 进行心
理矫治，鼓励他重新树立生活信心，并
在农商行为他担保贷款5万元，扶持他
养猪、养鸡、养鱼等。目前，刘某年收入
达10万元左右。

“做人要脚踏实地 ,可千万不
要做违法犯罪涉黑涉恶的事情
啊……” 社区服刑人员刘某在参加

集中教育学习后， 忏悔地说，“涉黑
涉恶是一条不归路。 ”

衡阳县司法局负责人说， 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一年多来， 该局
对全县380余名社区服刑人员开展
定期走访、集中教育、心理矫治、技
能培训、公益劳动等工作，不断加强
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教育、 法制
教育和道德教育， 矫正其不良心理
和行为， 促使其成为守法公民。 至
今， 开展扫黑除恶相关法律法规知
识讲座57场。其中，该局社区矫正中
心举办讲座12场（次），各乡镇司法
所举办45场（次）。 全县社区服刑人
员无一例涉黑涉恶案件发生。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1988年，湖南（香港）投资贸易洽
谈会首次在香港举办。自此，“港洽周”
成为湖南与粤港澳经贸交流合作的
重要平台。 4月15日至19日，2019“港
洽周”再次开启，这一次，更名为湖南
-粤港澳大湾区投资贸易洽谈周，在
香港、澳门、深圳同时举行。新的“港洽
周”，改变的不只是名称，更是战略格
局的升级，湖南将面向粤港澳大湾区
这片热土，谱写开放合作的新篇章。

多届“港洽周”，助力大开放
———2017“港洽周”

省 级 签 约 项 目 履 约 率
89.3%；开工率72.3%
� � � � 4月中旬， 长沙市望城经开区，澳
优智慧工厂， 从原料投入到成品入库，
生产工人不超过15人，5000平方米的场
地，密布2万个仓储库位，全球10个工厂
的产品从这里中转发货。

作为2017“港洽周”省级签约项目，
长沙澳优智慧工厂生动诠释了“智能制
造”如何为食品产业升能赋能。

多年来，“港洽周” 充分发挥香港

这个“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加快湖南
与粤港澳地区的经贸交流合作， 助推
湖南产业升级。

据省商务厅介绍， 进入21世纪，我
省分别在2001年、2005年、2009年、
2013年、2015年、2017年举办了“港洽
周”，取得丰硕的合作成果。

2017“港洽周”，湖南项目受到境内
外投资者热捧， 全省省级签约项目共
159个， 总投资2555亿元， 引进资金
2438.32亿元。

两年来， 湖南一步步稳打稳扎，积
极落实洽谈成果，爱尔国际医疗健康产
业园项目、 中药健康产业基地项目、中
通华中区域总部项目、健科电子汽车配
件、澳优智慧工厂、台湾合作金库银行
长沙分行项目等纷纷开工或投产。 截至
2018年底，2017“港洽周”省级签约项目
已履约142个，履约率89.3%；已开工建
设项目115个，开工率72.3%。

对接大湾区，激发新动能
———2019“港洽周”

推出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近
600个，总投资近2.3万亿元

毗邻广东，遥望港澳。作为粤港澳

大湾区最紧密的邻居之一，湖南一直
以来与粤港澳经贸往来密切。

“湖南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有着
得天独厚的优势。 ”省商务厅副厅长
王庭恺介绍，湖南连接内陆腹地与华
南经济圈，是外向型经济由沿海向内
陆推进的过渡地区；湖南又是中部地
区产业承接转移的重要通道，是粤港
澳大湾区经济辐射内地的重要支撑。

据不完全统计，有5000家以上的广
东企业和超过30万粤籍人士在湘投资
创业，粤企在湘投资额居全国各省份来
湘投资的首位，比亚迪、广汽菲亚特等
一批大项目均来自广东。 2018年，广东
在湘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达2474亿多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23.8%，涉及新能源、
生物科技、智能手机等领域。

香港是我省最大的外资来源
地。 多年来，香港在我省投资项目、
合同外资额、 实际使用外资额三项
指标都居境外来湘投资的第一位，
并占总数一半以上。 2018年，香港在
我省投资项目 668个 ， 同比增长
36.6%， 占全省的63.6%； 合同外资
236.5亿美元，同比增长27.8%，占全
省的 78% ； 实际使用外资116亿美
元 ， 同比增长 14.3% ， 占全省的

71.6%。 香港还是我省主要贸易伙伴、
第一大出口市场，2018年， 我省对香
港进出口66.3亿美元，同比增长17%。
香港也是湘企“走出去”的重要平台，
至 2018年底， 我省经商务部门核准
或备案的在港投资企业239家， 合同
投资额15.5亿美元。

澳门在我省投资近年来增长迅
速。 2018年，澳门在湘投资项目15个，
同比增长275%； 合同外资15551万美
元，同比增长378.2%；实际使用外资
6857万美元，同比增长99.74%。

“此次‘港洽周’，是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后， 湖南积极主
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一场全省性
重大经贸活动，”省商务厅副厅长罗双
锋说，2019“港洽周”将进一步加速湖
南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步伐。

1场主体活动、33场专题活动，客商
逾5000人， 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近600
个，总投资近2.3万亿元，即将开幕的“港
洽周”，可谓星光熠熠，将是历届“港洽周
”中最大规模最高规格的一届。

新盛会，新征程。在粤港澳大湾区
这片最具活力的南方热土上，2019
“港洽周”全新起航，让人们对湖南开
放崛起充满新的期待！

� � � �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 （记者
张尚武）早稻插秧即将迎来高潮。
据相关部门统计， 今年全省早稻
集中育秧面积突破1000万亩，机
插秧技术进一步推广， 机械化为
种粮农民节本省力增效。

机插秧是全省水稻生产机械
化的短板。补齐这一短板，推广机
插秧技术，“为机育秧”是关键。今
年，省里着力抓好早稻集中育秧，
各主产粮县创办集中育秧点，由
当地农技员把关，从品种选择、早
晚稻搭配、方便机插、培育壮秧等
方面，组装一系列新技术，实现集
中育秧机械插秧。

围绕机耕、机插、精量施肥等
关键环节，省农机部门全面开展春
耕农机化技术培训。 4月11日，全省
第一期农机化技术培训班在衡南

县三塘镇大广村举办。 记者在集中
育秧棚内看到，一排排钢架式的立
体育秧苗床， 长出几寸高的秧苗，
如同一条条“绿毯”，成片搬到高速
插秧机上，2亩左右的水田，只要20
分钟就完成了插秧。 当地种粮大户
反映，一家一户育秧，备种、催芽耗
工多，技术要求高，遇到不利天气
风险大。 而集中育秧，政府有补助，
技术有保障， 农民仅按成本价买
秧，机械化插秧不误农时，每亩节
本增效200元。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王罗
方称，农机助春耕，各级要教会农
民用农机，以新型农机操作使用和
农机化实用技术培训为重点，推进
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示范农机化
“减肥、减药、减污”，探索农业绿色
发展路径。

荨荨（上接1版①）
《意见》 指出， 坚持保护优

先、集约利用。坚持市场配置、政
府监管。 坚持物权法定、 平等保
护。坚持依法改革、试点先行的基
本原则。到2020年，归属清晰、权
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

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基本建立，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
率和保护力度明显提升， 为完善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保障国家生
态安全和资源安全、 推动形成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
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荨荨（上接1版②）
4月9日， 吴玉良率队来到凤凰

县， 深入基层督导扫黑除恶工作。督
导小组先后来到廖家桥镇、南华社区
等基层单位， 听取相关情况汇报，与
基层负责同志进行深入交流，询问基
础设施建设、 扫黑除恶专业队伍建
设、日常工作及涉黑涉恶案件办理等
情况。吴玉良指出，基层一线要自觉
扛起扫黑除恶的政治责任，聚焦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有黑扫黑、有
恶除恶、有乱治乱。要结合实际情况，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基层扫黑除
恶专业队伍建设， 坚持标本兼治，为
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0日至11日，吴玉良一行深入永顺县
督导，通过听取汇报、明察暗访、座谈
交流、查阅台账等形式，实地了解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并与部分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代表、乡镇
（村、社区）代表等进行座谈。

4月9日至11日，马瑞民带领督导
小组深入永兴县、临武县开展下沉督
导。督导小组先后与县委、县政府主
要领导以及相关领导进行了谈话，并
深入到扫黑办、纪委监委、组织部、公
安局等单位和部分乡镇（街道），通过

开展个别谈话、 集体座谈会、 查阅资
料、走访询问、明察暗访等方式开展工
作， 详细了解涉黑涉恶案件办理情况
特别是新型涉黑涉恶犯罪的特点和规
律。

“您觉得现在治安情况如何？”“社
区外来务工人员收入来源是什么？生
活有没有困难？”4月9日，赴株洲市督
导小组来到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
了解扫黑除恶工作、基层党组织建设、
居民就业、安全生产等情况。督导小组
通过走访发现， 荷塘区外来流动人口
多、市场经济规模庞大，由此引发的利
益诱惑为“黑恶乱”问题的滋生提供了
空间。面对问题，督导组及时向荷塘区
相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 推动边督边
改。

4月11日， 赴娄底市督导小组深
入到冷水江市相关基层单位督导。“镇
里摸排到了哪些黑恶线索？ 目前处理
结果怎么样？”在铎山镇，督导小组同
镇里的书记、镇长、纪委书记、派出所
长、司法所长、法庭庭长及国土等相关
部门负责人集中谈话， 了解镇里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各项工作进展
情况。 并来到该镇王家村村务服务中
心， 调研村里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

传、经济发展、村民收入等情况。

明察暗访，感受群众的
幸福感安全感

在永顺县塔卧镇洛洞村、灵溪镇司
城村，吴玉良带领的督导小组实地走访
多户居民家庭，了解村居环境、治安状
况、村风民俗以及脱贫攻坚情况。村民
喻水英自家开办了农家乐，谈起村里的
治安状况，她说村里民风朴实，也很安
全，平时就算出门办事不关门，也没有
偷盗的情况发生。吴玉良对该村淳朴的
乡风民风和良好的治安环境给予肯定。
他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到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和脱贫攻坚中来，主动作为，为实
现社会长治久安、群众脱贫致富共同奋
斗。

“我了解到，督导小组深入乡村，
明察暗访，他们晚上散步的时候常去
一些或偏远或热闹的地方，了解治安
环境。”督导小组扎实的作风，得到全
国人大代表、湘西州古丈县默戎镇牛
角山村党总支书记龙献文的点赞。他
参加了吴玉良主持的座谈会，发言中
汇报了扫黑除恶给基层带来的变化。
龙献文说，以前村民担心有小偷、骗子
等，现在许多村民夜不闭户，安全感、

幸福感都上来了。“在我们牛角山村，
大家安居乐业，村民在茶园里种茶时，
随时可以听到他们的歌声， 可以感受
到他们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快
乐。”

在常德，督导小组约谈市县领导、乡村
干部，查阅相关资料、线索台账，实地走访
了学校、企业、社区、车站、市场等人员密集
地。 督导小组先后赴临澧县新安镇高兴社
区和停弦渡镇史家坪村， 汉寿县毛家滩回
维乡油铺村、 株木山街道清水湖村实地了
解情况，共走访村（居）民75户135人。大家
普遍反映，治安状况良好，没有涉黑涉恶势
力，没有地痞村霸，村（居）“两委”班子认可
度较高，无家族势力控制基层组织。督导小
组表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经取得初步
成效，改善了社会治安，净化了社会风气，
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进一步提
升。

在永州，督导小组前往道县、祁阳
县下沉督导扫黑除恶工作开展情况。
在道县西洲街道西洲社区、 城中社区
及祥霖铺镇大井村、达头山村，督导小
组对基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
况、社会治安情况、基层党组织建设、
群众生产生活感受等进行明察暗访，
发现扫黑除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收
集基层群众对扫黑除恶的意见与建
议，推动基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高位、
高效开展。

打击超限超载车辆暴力抗法
湖南有效处置案例40件

打掉“村霸” 气象一新

“村霸”团伙“一锅端” 工程进度赶上来

“涉黑涉恶是一条不归路”

新盛会 新征程
———写在2019“港洽周”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幕之际

全省早稻集中育秧
1000万亩

春耕农机化技术培训铺开

动手体验 认知文物
4月14日，长沙简牍博物馆简博工坊，老师给孩子们介绍青铜器知

识，并指导他们利用材料自己动手制作装饰“青铜鼎”。简博工坊设有竹
简书写、考古DIY、“鼎”天立地等常规体验项目，可以让观众通过动手参
与的方式加深对文物的认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深入基层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