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刘燕娟）
10月15日上午，省直单位机关纪委全员实
战业务培训班在韶山开班，200余名纪检
干部参加集中培训。

培训班为期5天，主要目的是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
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积极适应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新形势、新
任务， 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
纪检铁军， 推动省直单位机关纪委工作

高质量发展。
培训内容立足实际，涵盖了日常监督、

作风建设、执纪审查、案件审理、办文办会
等机关纪委工作，内容全面，专业性、操作
性强。同时，培训班还利用韶山独特的红色
教育资源，安排了特色党性教育课程，开展
革命传统教育。

经过两天来的培训， 参训人员普遍认
为，此次培训课程重点突出，贴近实战，既
学习了业务，又锤炼了党性，受益匪浅。

省直机关纪检干部秋季“大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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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王卫全)“占道经营、 乱扔乱放的情
况都没有了，现在农贸市场干净有序，买菜
都是好心情。”近日，家住衡阳市石鼓区易
赖街的居民刘先生， 对附近农贸市场综合
整治成果连连点赞。

这是衡阳市围绕第二批“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以小见大”做好服
务群众文章的具体成效体现。 第二批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衡阳市坚持边学边查、边查
边改，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
从小处着手，做好为民服务大文章，以整改

落实的成效，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前不久，一

位衡南县网友在网络上给市委书记留言，
反映“军地对接的养老保险，工作人员给我
弄丢了”，衡阳市委网信办第一时间交办该
线索。随后，衡南县人社部门工作人员立即
对接了解， 查清是当事人因提供的身份证
信息存在错误导致出现该情况后， 第一时
间对接省相关单位，10天内就帮他办好了
养老保险，赢得网民的好评和点赞。

“合理诉求我们立即交办、按期办结，
不能办理的也会认真做好解释说明工作。”

衡阳市委网信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将
把网民留言办理工作贯穿主题教育活动的
始终。

化解大班额、 改造小公厕、 施划停车
位，一桩桩群众密切关注的民生“小事”，
都被纳入到衡阳市问题整改的清单中来。
在蒸湘南北路、解放路、船山大道、立新
路、 衡州大道等路段， 新施划停车位近
1600个，既解决了市民停车难问题，又规
范了停车秩序。该市启动旱厕专项整治行
动，完成城区旱厕改水冲公厕185座，农村
卫生厕所改(新)建71878户。

� � �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通讯员 熊建平
记者 李秉钧）“按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边学边查边改要求， 郴州市前几
天启动了针对14类漠视群众利益突出问题
的专项整治行动。”10月16日，郴州市“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有关负责人介绍， 该行动由市纪委市监委
牵头，会同15个市直单位开展专项整治。

这14类问题主要包括： 解决贫困地区
义务教育阶段孩子辍学问题； 解决贫困地
区乡村缺医疗卫生机构、 缺合格医生的问
题， 着力解决深度贫困地区群众就医特殊
困难；切实保障贫困户基本住房安全，完成

建档立卡贫困户等重点对象危房改造任
务，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坚决纠正
贫困县脱贫摘帽后“不摘责任、不摘政策、
不摘帮扶、不摘监管”政策落实不力、工作
松劲懈怠问题； 开展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
合行动，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坚决纠
正截留克扣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
膳食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补助
问题；推动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经济负担较
重问题；解决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破坏
和环境污染问题不闻不问、 敷衍整改问
题；坚决纠正河湖乱占、乱采、乱堆、乱建
突出问题；解决贫困老年人、残疾人、儿童

等特殊困难群体“脱保”“漏保”问题；纠正
和查处发布虚假房源信息、 违规收费、恶
意克扣押金租金、 威胁恐吓承租人等问
题；坚决纠治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中“吃
拿卡要”、办事效率低等问题；解决水电气
网路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正常使用和日
常维修养护中存在的问题；纠正和查处统
计造假问题。

为方便群众参与监督和反映问题，该
市还向社会公布了专项整治受理群众监督
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真正解决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衡阳“以小见大”做好服务群众文章

郴州 专项整治14类漠视群众利益突出问题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通讯员 杨鑫
记者 鲁融冰）昨天上午，按照省高院统一
部署， 常德市法院系统开展涉恶案件集中
宣判活动，22名被告人获刑，其中3人被判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当天，鼎城区、澧县、汉寿县、桃源县
4家法院，共宣判6件恶势力犯罪案件。其
中，澧县法院审理的陈良仿等6人非法拘
禁、敲诈勒索、开设赌场案，主犯陈良仿
被判处六年八个月有期徒刑，全案6名被
告人被处罚金合计15万元， 依法没收违

法所得、赌资29万元；澧县法院审理的谢
浩博等6人聚众斗殴案， 谢浩博等6名被
告人分别被判处五年两个月至三年不等
有期徒刑；汉寿法院审理的王艺等3人故
意伤害、寻衅滋事、窝藏案，主犯王艺被
判处六年有期徒刑。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常德
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犯罪的高压态势，目
前共受理涉黑涉恶一审案件168件842人，
审结143件641人，96人被判处五年有期徒
刑以上刑罚。

严惩黑恶犯罪 22名被告人获刑
常德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见习记者 成俊
峰 通讯员 汤研科 陈毅 )10月12日，衡阳
市石鼓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李余等27名被
告人进行公开宣判：因犯聚众斗殴罪、寻衅
滋事罪、开设赌场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
害罪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李余
等2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六个月至二十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经审理查明，2011年以来， 被告人李
余纠集其组织成员， 在衡阳市区及周边县
区各大赌场和牌馆内从事非法放贷活动，
并采取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开设赌场等违
法犯罪手段攫取巨额利益。 为获取更多非

法利益，该团伙有组织地实施了聚众斗殴、
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寻衅滋事、
强迫交易、开设赌场等19起以暴力、威胁
或其它手段的犯罪，共导致1人死亡，8人轻
伤、 多人轻微伤， 多名被害人遭受经济损
失，严重破坏了该市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法院审理认为， 李余等27名被告人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组织严密、分
工明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严重破坏了
社会秩序，对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予以严
惩。综合27名被告人各自犯罪事实、情节、
性质以及在黑社会组织内所起到的作用，
石鼓区人民法院依法做出上述判决。

27名被告人涉黑案一审宣判
衡阳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于振宇）
10月10日， 冷水江市检察院对被告人肖勇
志、肖军亮等32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案，依法向冷水江市法院提起公诉。

该案由省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挂牌督
办。自2019年6月28日受理本案后，检察机
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32名被告人享
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17
名辩护人的意见，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

冷水江市检察院起诉指控： 被告人肖
勇志、肖军亮自2012年以来，不断网罗违
法犯罪人员，逐步形成了以其为组织者、领
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在娄星区大肆实

施寻衅滋事、强迫交易、串通投标、开设赌
场等犯罪活动， 并将所获收益用于支持组
织活动； 同时为维护其非法利益， 树立淫
威，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有组织地实
施了47起违法犯罪活动，并腐蚀、拉拢国家
工作人员为其提供非法保护，称霸一方，在
娄星区原白云石村及祖师村形成非法控
制， 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 社会生活秩
序，应当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强迫交易
罪、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串通投标
罪、非法经营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
等追究相关被告人刑事责任。

对肖勇志等32人涉黑案提起公诉
冷水江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
讯员 何宝生）今秋干旱，导致不少地方的水
果蔬菜严重减收。眼下，受损的家庭农场、大
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大干节水农业， 争上水肥
一体化设施， 提升果园、 菜园的抗旱保收能
力。

“农民的劲头上来了，政府再奖补，效果
就更好。”省农业农村厅土肥站站长姚正昌告
诉记者， 今年省里专门拿出4000万元， 在花
垣、君山、桂阳等35个县市区示范推广水肥一

体化，计划奖补水肥一体化面积3.75万亩。
水肥一体化将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是

精细农业的重要内容。省土肥专家介绍，水肥
一体化借助压力灌溉系统， 将水溶性固体肥
料或液体肥料配兑成肥液， 与灌溉水一起定
量定时输送到作物根部土壤。近3年，省土肥
站在山区、平湖区、丘陵区分别创办一批示范
基地，探索多种作物的水肥一体化模式。如在
葡萄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模式、 叶类蔬菜喷
灌水肥一体化模式， 瓜果类蔬菜滴灌水肥一

体化模式；在无稳定灌溉水源的丘陵山区，发
展集雨水窖加滴灌水肥一体化模式。 省里制
订了辣椒滴灌、猕猴桃微灌、设施葡萄滴灌等
3项水肥一体化技术规程，全省水肥一体化推
广面积达到61.8万亩。

示范点的试验数据表明， 采用水肥一体
化技术，普遍节水50%以上；精确施肥到根部
土壤，节肥30%以上；与传统方法相比，施肥灌
溉节省人工90%。 由于精准控制施肥时间和
数量，肥料不流失，减少了污染，清洁了环境。
在汉寿蔬菜产业园的精品蔬菜大棚里， 管理
人员告诉记者，大棚里遍布水肥一体化设施，
水肥调配到位， 只要打开电源， 就能自动浇
水、施肥，一个劳力轻松打理上百个菜棚。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李进科 陈文发） 省政府新闻办今
天在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19年湖
南省（秋季）乡村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24
日至10月30日在临武县举行，24日上午在
秦汉古道（湖南临武段）溱水关文化广场举
行开幕式，盛情邀请游客领略“千年古县”
的独特魅力。

本届文化旅游节以“湘南秋色美 湘粤
一家亲”为主题，将举办第二届南岭旅游发
展研讨会、南方露营大会，推出秦汉古道徒
步游活动、粤港澳精品乡村旅游线路，还将
举办临武县第二届宝玉石文化旅游节、微
电影展播、 特色旅游产品展等一系列文化
旅游活动，展示临武古道、古寺、古渡头、古

碉楼、古民居等文化资源，让游客感受西瑶
绿谷国家森林公园、滴水源、黄龙山植物园
等湘南秋韵，体验临武傩戏、抖糍粑、摔碗
酒等传统民俗。

临武县有“有色金属之乡”“风电之乡”
“玉石之乡”“小水果之乡”等美称，有国家
3A级旅游景区3家，省五星级乡村旅游点5
家。 近年来， 临武县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
业，建成了秦汉古道（湖南临武段）、西瑶绿
谷、滴水源、黄龙山植物园等旅游项目，形
成了一批湘粤融合、文旅融合、工旅融合、
旅体融合的新业态新品牌。

本次节会由省文化和旅游厅、 郴州市
人民政府主办， 郴州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
局、临武县人民政府承办。

湘南秋色美 湘粤一家亲

湖南（秋季）乡村文化旅游节
将在临武举行

干旱之年节水农业备受青睐
35个县市区推广水肥一体化

湖湘万人舞
提振精气神
10月16日， 文艺表演爱好者在

表演舞蹈《我爱你中国》。当天，由湖
南省委网信办、湖南日报社共同主办
的“峥嵘七十载·湖湘万人舞”———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网络文化
展演在长沙橘子洲景区启动， 近千
名来自全省各地的文艺表演爱好者
在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像前翩翩起
舞，抒发爱国之情，展示积极向上的
精气神。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陶韬）记者今天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据测
算， 今年1至9月全省移动互联网产业实现营
业收入981亿元，同比增长24.1%。

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我省移
动互联网产业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加快
转型， 重点骨干企业规模及盈利水平进一步
提升。2018年我省移动互联网产业营业收入
迈上1060亿元新台阶，今年仅前3个季度即已
逼近千亿元。

2019年我省快乐阳光互娱、竞网智赢、草

花互动3家企业入围全国互联网百强榜单。63
家省移动互联网重点企业前三季度的营业收
入和实现利润总额分别同比增长 12.8% 、
14%；吸纳就业人数2.8万余人。

在我省移动互联网产业集聚区———长
沙高新区，今年来新引进（含新注册）移动互
联网企业2516家， 新签约引进了浪潮集团、
ETCP、天融信等重点项目56个；同时，今年
新增融资企业24家， 融资金额达15.141亿
元。目前该园区的移动互联网企业总数达到
9187家。

我省移动互联网产业涌现新亮点。马栏
山视频文化创意产业园加快推动腾讯5G创
新实验室、腾讯智慧文创（马栏山）产业基
地、企鹅新媒体学院等项目落地，开发建设
云视频、云游戏、智慧影业等重点项目，其重
点项目版权交易中心预计年内版权交易额
超过3000万元。

社区电商成为新增长点。 兴盛优选的月
交易额较年初增长了170%，预计全年交易额
将达100亿元，已经成为估值超过10亿美金的
独角兽企业。

湖南移动互联网产业
前三季度直逼千亿大关

快乐阳光互娱、竞网智赢、草花互动3家企业入围全国互联网百强榜单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杨跃武） 湘雅医院及医学院早期建筑、
板梁村古建筑群、勾蓝瑶寨……今后，这些百
姓熟悉的地方有了新的身份———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今天，中国政府网发布了《国务
院关于核定并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的通知》，全国有762处单位入选，其中湖
南45处，是此次全国入选单位较多的5个省份
之一。至此，我省“国保”单位增至228处。

记者从名单中看到， 我省此次新增的45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古遗址11处、古墓
葬2处、古建筑17处、石窟寺及石刻1处、近现代
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13处、其他类型1处。

公布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
曾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桐木
岭矿冶遗址在列。 临澧杉龙岗遗址为研究澧阳
平原早期农业发展和社会形态提供了重要资
料，此次也入选“国保”。湖南是革命文物大省，
毛泽东水口连队建党旧址、 湘赣革命根据地旧
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旧址、浏阳红一方面军

活动旧址、 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指
挥部旧址、湘西雪峰山抗战旧址等入选。

此外， 九嶷山舜帝陵、 罗荣桓故居增补
点、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增补点、湘鄂赣
革命根据地旧址增补点、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
地旧址增补点、 黄埔军校第二分校十四军官
总队旧址6处项目，与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合并。

据了解，此前我省共有183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湖南新增4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至此，我省“国保”单位增至228处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唐婷）还
记得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盛装亮相
的“潇湘今朝”湖南彩车吗？记者今天从湖
南彩车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湖
南彩车日前已经返湘，并将于10月18日至
31日在湖南烈士公园南广场、贺龙体育馆
东广场各展示7天。想一睹湖南彩车风采的
朋友，可以安排时间去这两个地方“打卡”。

湖南彩车长15米、 宽6米、 高10米，重
27.995吨，车头造型为抽象化工程概念车和
磁浮列车，车身主体造型为“青山绿水”双绕
彩车， 凝结了湖南创新开放的丰硕成果。在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群众游行活动
中，湖南彩车荣获地方彩车“华美奖”。10月
12日下午，湖南彩车在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后
经过3天3晚的长途跋涉回到长沙。

18日起
“零距离”感受湖南彩车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