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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
讯员 张嘉豪）今天召开的湖南省绿色建筑行
业峰会透露：我省绿色建筑发展10年来，累计
取得绿色建筑标识项目557项， 建筑面积约
6058.264万平方米，标识数居全国第六位。

绿色建筑，即在建筑的全寿命期内，节约
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
舒适和高效的使用空间。根据国家相关标准，

绿色建筑由低到高分为三个等级，即一星、二
星和三星。目前，我省一星级绿色建筑项目最
多，占8成左右。

省住建厅、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等6部门
去年底联合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建筑领域向
高质量高品质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
2020年要实现市州中心城市新建民用建筑
100%达到绿色建筑标准，市州中心城市绿色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达到30%以上。
此次会议， 也是2019湖南筑博会的子活

动， 住建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副主任梁
俊强、 筑友智造集团湖南区域总经理童义等
业内专家， 就绿色建筑议题各自发表了主题
演讲。省住建厅巡视员高东山表示，要协助相
关部门全力推进《湖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
出台，将绿色建筑相关工作纳入法制化管理。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陈淦璋）今
天， 全省首届城市照明行业发展高峰论坛在
长沙召开，就城市功能照明、景观照明、5G建
设等议题展开交流探讨。本次论坛提出，5G商
用即将开启， 各地照明主管部门要以推动城
市道路“多杆合一”整治工作为导向，积极主
动作为，把握“5G+智慧灯杆”融通智慧城市的

新方向。
本次论坛由省城乡建设行业协会照明分

会主办。据了解，全省各地新建道路照明设施
100%覆盖，正稳步推进城市照明节能改造和
智慧化建设， 城市夜景亮化也在向高品质发
展转型。

业内专家指出，现阶段5G基站难普及，主

要是因为用电量大、基站密度对站址需求高，
以及基站过重等问题。 而灯杆作为均质化存
在的城市基础设施，应用前景广阔。当前，精
细化管理成为城市治理的普遍要求， 不少地
方出台政策措施，支持智慧灯杆的建设投入，
加快实现“多杆合一”，“5G+智慧灯杆”也成为
热点课题。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唐婷
何金燕) 记者今天从省高级人民法院召
开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 全省各级法院近日集中宣
判了56件涉黑涉恶犯罪案件, 案件涉及
“套路贷”、 非法强揽工程、 暴力劫取财
物、把持基层政权等多个方面，均与社会
稳定、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本次集中宣判的邵阳肖正红黑社会
性质组织案， 是全省法院宣判的第一起
涉足“套路贷”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
肖正红黑社会性质组织利用房地产企业
资金链紧张的特点，实施“套路贷”诈骗
犯罪，造成多家企业破产。隆回法院对肖
正红以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
13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5年，
对6名积极参加者判处有期徒刑14年到
9年不等的刑罚，对13名其他参加者判处
有期徒刑8年到2年不等的刑罚， 铲除了
当地经济领域的毒瘤。

非法强揽工程，严重危害营商环境；
以传销为名，暴力劫取财物；把持基层政
权， 侵占集体资源……今天的新闻发布
会还通报了株洲胡建斌恶势力团伙案、
长沙卢林军恶势力犯罪集团案、 永州郑
源桂恶势力犯罪团伙案的审判情况。

据统计，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全省法院坚持依法从严，确保打深打
透，一审审结黑恶犯罪案件1158件，结案
率为84.6%；二审审结476件，结案率为
88.5%。 对1021名涉黑涉恶犯罪分子判
处有期徒刑5年以上刑罚， 判处罚金、没
收财产和追缴违法所得超过23亿元。对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犯零假释， 对33名黑
恶犯罪分子裁定不予减刑。

省高院副院长邬文生介绍， 当前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已进入爬坡攻坚的新阶
段。 湖南法院将准确把握专项斗争进入
“法律交锋阶段”“整体推进阶段”的新形
势，推动专项斗争深入发展，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还发布了4起扫
黑除恶典型案例。

【新闻链接】

全省扫黑除恶典型案例
李余等人组织 、领导 、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案
2012年以来，被告人李余纠集被告

人贺孝增、陈路军、廖正华等人在衡阳市
各大赌场和牌馆内从事非法放贷活动，
并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

逐步形成恶势力犯罪集团。2015年1月，
李余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刑。 刑满释放
后，李余仍不思悔改，继续网罗社会闲杂
人员在赌场高利放贷，以暴力手段收债，
开始向黑社会性质组织蜕变，至2017年
上半年发展壮大到19人，非法放贷范围
涉及衡阳市8个县区。 至2018年1月，该
组织实施聚众斗殴、 故意伤害、 寻衅滋
事、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强迫交易、开设
赌场等犯罪19次， 致7人轻伤、5人轻微
伤，多名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严重破坏
当地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以组织、领
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故意
伤害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强迫
交易罪，开设赌场罪，数罪并罚，依法判
处被告人李余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
权利1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
被告人彭梁柯、 贺孝增等26人12年至6
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梁加德 、阳勇等人寻衅滋事 、非法
拘禁案

2017年4月至10月，被告人梁加德
从事非法高利放贷， 为讨债务， 纠集陈
卓、肖溢峰（均另案处理 ）等人 ，先后11
次采取油漆喷涂字体、蹲守等“软暴力”
手段对8名被害人实施滋扰、威胁；纠集
被告人阳勇等3人对2名被害人非法拘
禁达70余小时， 严重影响他人工作、生
活，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
罪、非法拘禁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被告
人梁加德有期徒刑3年； 对阳勇等其他恶
势力成员以非法拘禁罪判处相应刑罚。

郑源桂等人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案
被告人郑源桂系新田县新隆镇侯桥

村原党支部副书记。2017年以来， 郑源
桂因落选该村党支部书记而心生不满，
纠集被告人郑石生等6人强行拆除村里
路灯电杆、长时间锁住村办公场所、破坏
党员大会、 成立所谓理财小组控制村部
财务等， 还帮助被告人郑林辉强揽该村
路面硬化工程，实施寻衅滋事、强迫交易
等违法犯罪活动， 扰乱基层组织正常工
作秩序，破坏基层政权稳定，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

新田县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强
迫交易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郑源桂有
期徒刑5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判
处郑石生等6名其他恶势力成员3年10
个月至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以强迫交易罪判处郑林辉有期徒刑1
年，并处罚金4万元。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蔡矜宜）距
离2019长沙国际马拉松赛开跑还有12天，赛
事通气会今天在长沙贺龙体育中心召开，组
委会公布了比赛筹备情况、线路等信息。

27日7时30分，2019长沙国际马拉松
赛将在贺龙体育中心鸣枪， 届时，2.4万名
选手将“跑”动星城、挑战自我。

今年的赛道设计基本沿用去年的“长
马”赛道，沿途覆盖五一广场、岳麓书院、洋
湖湿地公园等城市地标，集中展现“一江两
岸”“山水洲城”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今
年的“长马”组委会将联合长沙移动，在橘
子洲景区为跑者量身打造了一公里的5G

赛道，参赛选手可通过先进的VR方式纵览
赛道，体验智慧长沙的魅力。此外，作为新
晋“网红”城市，本届“长马”把“网红”元素
融入其中，线路中串联了坡子街、李自健美
术馆等打卡点。

2019年是“长马”举行的第5年，共有
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56881名跑友参与
预报名，创历届报名人数新高。记者从赛事
通气会上获悉，本次赛事共设27个医疗点，
配备了243名医护人员， 以及2846名志愿
者， 为选手安全、 顺利完赛提供服务与便
利。组委会特别提醒跑友，比赛当日必须现
场佩戴手环，以作为检录参赛凭证。

湖南557个项目获绿色建筑标识
标识数居全国第六位

�“5G+智慧灯杆”融通智慧城市

湖南法院集中宣判
56件涉黑涉恶案件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唐亚
新 通讯员 潘长春 颜英华）记者今天从
省公安厅获悉，今年4月以来，全省公安
机关紧扣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反馈问
题，聚焦人民群众身边黑恶犯罪，坚持边
督边改、真抓实改、彻底整改。截至目前，
督导反馈意见中涉及全省公安机关的19
个问题均已整改到位。

据了解，督导整改期间，全省公安机
关明确责任单位、整改期限，逐项压实各
级各警种责任。针对“打伞断血”不彻底、
案件侦办不深不透的问题， 公安机关强
化大要案件侦办力度，调集最优警力、配
齐最佳资源、 聚合最强手段， 大兵团攻
坚。 同时， 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协作配
合，在重大案件中实行“双专班”办案，推
进扫黑和打伞同步推进。4月以来， 全省

公安机关共打掉涉黑犯罪组织29个，打
掉涉恶团伙367个，查处涉案资产38.4亿
元，查处移交涉黑涉恶公职人员和“保护
伞”180名。

针对突出黑恶犯罪和社会治安问
题，全省公安机关强化对重点行业、重点
领域的集中整治， 相继开展了集中打击
整治“三贷三霸”专项行动、“毒黄赌”问
题专项整治行动、“洞庭风雷”专项行动，
并对全省涉砂类黑恶势力犯罪实施集中
打击、 全域打击。 针对线索摸排数量较
少、核查不实等问题，全省公安机关广辟
线索来源，强化核查责任，确保工作真正
到位。督导整改期间，全省公安机关共收
到群众有效举报线索1149条，对依法严
厉打击各类黑恶违法犯罪活动发挥了重
要作用。

全省公安积极落实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整改

打掉涉黑涉恶团伙396个，19个督导反馈问题
均已整改到位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
讯员 彭亮瑜）10月17日是中国扶贫日。14日，
作为2019年中国扶贫日系列活动之一的“互
联网+”社会扶贫论坛在北京召开，并在湖南
省洞口县、江华瑶族自治县，河南省兰考县设
立分会场。 湖南省扶贫办在论坛上作典型发
言。

我省注重“互联网+”社会扶贫工作，2017
年在全国率先开展“中国社会扶贫网”上线试

点，目前，由国务院扶贫办指导开发的“中国
社会扶贫网”，在湖南全省注册数达608万人，
已累计发起贫困帮扶需求171.4万条。 如，在
“中国社会扶贫网” 开辟“户帮户亲帮亲”专
栏，页面日点击量超40万人次，已累计对接帮
扶48.2万人次，帮扶资金超6000万元；将扶贫
众筹作为重点， 引导各地和各类社会组织发
起众筹项目，引导省慈善总会、省扶贫基金会
等慈善组织入驻“中国社会扶贫网”；探索依

托“中国社会扶贫网”搭建扶贫电商平台，成
立消费扶贫联盟，引导大型商超、批发市场、
爱心企业积极参与， 针对贫困地区优质特色
农产品、特色手工艺品等，开展产销精准对接
活动等。

此次论坛邀请政府、企业、公益机构和专
家学者围绕“互联网+”社会扶贫领域的实践
经验、取得成果和面临问题开展讨论，提出解
决方案，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脱贫攻坚。

湖南“互联网+”社会扶贫成效显著
“中国社会扶贫网”注册数达608万人，已累计发起贫困帮扶需求171.4万条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奉永成） 眼
下，各行各业已进入生产旺季。今天，省应急
管理厅发布提醒，注意安全生产，煤矿要严防
“三违”严查“五超”，烟花爆竹行业要杜绝“三
超一改”违法违规行为等。

我省是烟花爆竹生产销售大省。省应急
管理厅要求烟花爆竹行业要明确安全措施，
落实人员责任，确保防爆、防静电、防火、防
雷等安全设施完备有效； 坚决杜绝分包转
包、“三超一改”（即：超范围、超人员、超药量
和擅自改变工房用途） 等违法违规行为，及
时消除各类事故隐患，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

省应急管理厅提醒， 随着气温下降，煤
炭销售进入旺季， 煤矿容易出现赶进度、超
能力生产等情况，要严防“三违”（即：违章指
挥、违章作业、违反纪律），严查“五超”（即：
超层越界、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证件超
期）行为；地下矿山要加强秋季机械通风管
理， 严格执行风机开停制度， 确保风速、风
质、风量满足规程要求，加强爆破通风安全

管理， 对井下有毒气体进行检测并记录；露
天矿山遇大雾等能见度较低的情况时，要停
止作业，避免冒险作业；尾矿库要加大巡查
力度，严格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和风险管控措
施； 危险化学品行业要严格落实各项规章、
制度和标准要求， 加强应急值守； 冶金、有
色、商贸、机械等行业要进一步加强隐患整
治，确保生产安全。

进入生产旺季注意安全生产
煤矿严防“三违”严查“五超”，烟花爆竹杜绝“三超一改”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李璇 林俊）长沙海关今天发布信息称，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和原产地企业备案“两
证合一”自今日起正式实施，预计我省每年约
500家原产地证书申请企业可从中受益。

长沙海关关税处负责人介绍，“两证合一”
是海关总署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的重要举措，真正实现两类备案“一口受
理、一次审核、一次备案”。我省外贸出口企业办
理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即可获取长沙海
关原产地签证企业备案资格，备案企业直接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向工商注册地的属地海关
办理原产地签证、领证业务，免除企业重复提交

材料的时间和人工成本， 预计每年约500家原
产地证书申请企业可从中受益。对于非外贸型
的生产型企业，可登录“互联网+海关”网站，在
线办理原产地企业备案后再申请证书。

“两证合一”后，有利于提高企业申领原产
地签证意愿，促进出口企业利用原产地证书在
进口国家或地区享受关税减让，释放关税优惠
红利。据介绍，目前我国已与东盟、巴基斯坦、澳

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等24个国家（地区）签署自
由贸易协定，进出口企业与协定国家（地区）开
展对外贸易时，可凭海关签发的原产地证书享
受进口国关税减让。今年1至9月，长沙海关受理
168家企业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口报关申请，
减免关税人民币2.46亿元；向1500余家企业签
发出口原产地证书9.07万份， 约可减免进口国
进口环节关税1.73亿美元。

外贸企业受益“两证合一”
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和原产地企业两类备案只跑一次

2019长沙国际马拉松赛27日开跑
新增5G赛道、“网红”打卡点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刘燕娟 通
讯员 蒋伟）记者近日从省纪委省监委获悉，
衡阳市委党校 (市行政学院、市社会主义学
院 )常务副校 (院 )长尹同君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

尹同君，男，汉族，1965年12月出生，湖
南衡南人，1984年 8月参加工作，1991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8月至2000年8
月，任衡阳市南岳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2000年8月至2008年5月，历任衡阳市旅游
局局长，衡阳市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2008年5月至2013年6月，任衡阳市物价局

党组副书记、 局长；2013年6月至2015年7
月，任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
主任；2015年7月至今任衡阳市委党校 (市
行政学院、市社会主义学院 )常务副校 (院 )
长。

衡阳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尹同君接受审查调查

美丽苗寨入画来
10月13日，凤凰县山江镇老家寨村，山、水、村寨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山水图画。该村地处凤凰山江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是一

个纯苗族聚居古村落。近年，老家寨村以生态谋发展、以民俗促发展，加大美丽乡村建设力度，发展乡村旅游，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刘振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