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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石旭刚

10月15日，浏阳市沿溪镇“扫黄打非”办
公室。

“嘀嘀”，信息管理员钟伟的手机收到一
条消息，这是网格员通过“钉钉”软件发来的
报送信息，显示“巡查结果正常”。钟伟点进去
后，通过审核，再反馈给网格员。这样，就形成
了一条完整的信息对接链。在沿溪镇，像这样
能“观六路”“听八方”的网格员有近400人。

沿溪镇只是一个缩影。近年来，湖南全面
推进“扫黄打非”进基层，目前，我省共有16个
全国示范点，227个省级示范点。通过创新工
作方法、发动群众参与、完善工作规范，筑牢
了“扫黄打非”一线“防火墙”，形成了示范带
动效应。

创新：“互联网+”成监管利器

“扫黄打非”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
2017年，浏阳市沿溪镇在启动创建“扫

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之初，就寻思着如何充
分发挥“朝阳群众”的力量。

“我们最开始是利用微信工作群和微信
公众平台搜集信息，发现每天要‘爬楼’，稍不
注意信息就被覆盖了， 而且工作对接也不顺
畅。”钟伟说，于是，开始探索全新高效的工作
机制和运转模式，以“钉钉”平台为基础，建立
了“扫黄打非”“互联网+钉钉网格”系统，实
现了线上交办到组（社区）、线下执行到户、责
任明确到人、工作对接无缝、信息归档及时、
数据投放准确，打开了“扫黄打非”工作新局
面。

该系统投入使用以来， 先后组织网格管
理员线上培训300余人次。300多名网格员由
村民、辅警、志愿者等组成，通过他们的“火眼
金睛”，去年共报送信息800余条次，累计出
动检查人员360余人次， 发现案件线索4条，

查缴游商地摊书刊2000余册，使“扫黄打非”
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

“扫黄打非”宣传进企业，是沿溪镇的另
一个创新。该镇辖区内的长沙市三知公司，利
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外观专利的产品国学
机，创作录制了通俗易懂的“健康阅读，文明
上网”三字经等，并在产品包装内附赠宣传小
册，将“扫黄打非”的理念传播给每一位消费
者。如今，该产品已远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国。

织网：联防联治走向深入

黄兴汉是长沙市开福区百善台社区“扫
黄打非”的民情员，每天都要到社区附近转一
转，看看有没有发黄色“小卡片”的，报刊亭和
小摊小贩有没有售卖涉嫌淫秽、 盗版的非法
出版物， 网吧和娱乐场所里有没有违法违规
的现象。他说，“发现问题后，我会及时将线索
发送到专门的微信群，通知执法人员检查、取
缔。”

该社区把“扫黄打非”工作纳入综治网格
化管理平台，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成立了7个
网格党支部。“每个网格由党支部书记、 网格
长、民情员、监督员、综治员组成。”百善台社
区党委书记曾平介绍，充分发挥社区党员、志
愿者的力量，作为巡查、发现、监督“黄、非”问
题的重要力量。

社区还联合文化、公安、工商、城管等部
门，对辖区文化场所联合监管，查出隐患问题
多起，关闭存在严重隐患的KTV1家，查处辖
区1家未经审批从事出版发行业务的食品店，
并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扫黄打非’光靠单个部门或单位来抓
是不现实的，必须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实现
联防联动联治。”省“扫黄打非”办专职副主任
后毅介绍，目前，我省浏阳市、长沙县、涟源市
等11个县市区已完成“扫黄打非”基层站点

100%全覆盖。

宣教：开展活动推动入脑入心

在浏阳市中和镇耀邦故居景区，“扫黄打
非”的宣传栏和宣传标语随处可见，景区门口还
摆放了宣传手册供游客领取。将“扫黄打非”宣
传融入到红色旅游、家风家训之中，形成了中和
镇独特的文化亮点。

“‘扫黄打非’进景区，已成为外来游客了解
中和的一扇窗， 让他们充分感受到了中和文化
的厚重和民风的淳朴。”中和镇党委书记何勇高
兴地告诉记者，在“扫黄打非”宣传的耳濡目染
下，民风大为改善，为中和吸引了更多的人气和
财气。

“‘扫黄打非’工作不能光靠口头宣教，必须
以活动为载体推动宣传入脑入心。” 后毅说。各
示范点也正是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群众教育和
宣传活动，将“扫黄打非”宣传融入到居民的日
常生活。

在百善台社区，有一支快板队自编自演以
“扫黄打非”为主题的文艺节目，在排练时经常
吸引众多居民前来观看。辖区内的新竹小学设
立了护苗工作站，通过举办“21天养成阅读好
习惯”等活动，引导青少年多读书、读好书，健
康上网。

在沿溪中学，“扫黄打非”的宣传文化走廊
遍布校园，学校开展了征文、书法、漫画、演讲
等系列活动，宣传绿色阅读，引导孩子自觉远
离抵制有害出版物和信息。同时，通过1名学生
影响父母及长辈的模式，向家长灌输“扫黄打
非”的思想理念，“金字塔式”的宣传教育成效
明显。

“通过推进‘扫黄打非’进农村、进社区、进
企业、进学校、进景点，打通了宣传教育和市场
监管的‘最后一公里’，形成了人人参与的良好
氛围，使我省基层文化市场更加清朗，涉‘黄’涉

‘非’问题无处遁形。”后毅表示。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肖彬华）记者昨天从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纪委监委获悉， 自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开展以来， 州纪检监察机关重点聚焦
矿区、城区、郊区和农村的涉黑涉恶问题，
严查隐藏在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
护伞”。截至目前，已受理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问题线索640件。

对于案情复杂、涉案人员多、群众反映
强烈的重大案件，集中各方优势联合出击。
古丈县向卫民涉黑团伙涉嫌敲诈勒索、暴
力讨债、 破坏选举等犯罪多达12类53起，
对此，州委成立以纪委监委、政法、公安、检
察和法院主要领导组成的专案指挥部，5名
厅官披挂上阵， 调集精干力量100多人合
力“攻坚拔寨”。目前，已抓获该团伙成员19
人，对4名公职人员采取了留置措施。

对同级查办难度较大的“硬骨头”，通

过提级办理、挂牌督办、异地办案、交叉办
案和联合办案等方式，形成围剿合力。去年
11月，州纪委监委采取提级办理的方式，对
吉首市公安局石家冲派出所原所长张树军
涉恶及充当“保护伞”问题立案审查调查。

坚持“一案三查”，釜底抽薪。 根据省委
巡视组转办花垣县王某雇凶杀人涉黑势力的
问题线索， 端掉了王仕勇为首的涉黑团伙成
员27人。州纪委监委顺势开展“一案三查”，对
充当“保护伞”的花垣县税务局原局长彭世明
等7人进行了查处， 查封收缴涉案资金3700
多万元，既清除了黑恶势力、摧毁了保护伞，
又有力推动了该县矿业整治和发展。

截至目前， 湘西州有160人因涉黑涉
恶腐败、充当“保护伞”、推动专项工作不力
等问题被处理， 查处涉黑涉恶腐败问题11
人、“保护伞”33人、问责116人，其中处级
干部8人，移送司法机关11人。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周闯 罗会学）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16日披露，“溆浦瑶茶”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
审查合格，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从2019年10月8日起实施保护。“溆浦瑶
茶” 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为溆浦
19个乡镇的6万户贫困家庭脱贫致富增添
新的动力。

瑶茶在溆浦有1500多年的饮用历史，

学名木姜叶柯，俗称甜茶，主要产于溆浦县
东南海拔300～800米的雪峰山上。该区域
为茶树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造就了其天然纯洁的优良品质：汤色金黄、
天然清香、滋味甘甜、总黄酮含量高，被誉
为“树上的虫草”。

溆浦瑶茶遍布溆浦县19个乡镇， 总面
积达8万多亩，年可产鲜嫩叶2万吨，已被列
为溆浦精准脱贫的重点项目。

筑牢“扫黄打非”一线“防火墙”
———湖南全面推进“扫黄打非”进基层工作见闻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陈淦璋）
10月15日，湖南省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湖南省P2P网络借贷
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小组办公室联合发布公
告称：对久融金融、星火钱包、58车贷、蜂投
网等24家网贷机构P2P业务予以取缔。

公告指出， 根据国家P2P网贷整治有
关文件精神及《湖南省P2P网络借贷风险
专项整治整改验收工作方案》《湖南省P2P
网络借贷机构合规检查工作方案》要求，经
各市州现场检查验收，省互金整治办、P2P
网贷整治办等相关部门会商会审， 一致认
定我省整治名单内纳入行政核查的24家
网贷机构P2P业务均不符合有关规定，现
予以取缔。

公告称，2016年以来，我省P2P网贷行
业一直在进行专项整治， 至今未有一家平
台完全合规通过验收。 我省其他开展P2P
业务的机构及外省在湘从事P2P业务的分
支机构均未纳入行政核查， 对其开展的
P2P业务一并予以取缔。

24家平台名称如下：1. 久融金融；2.创
世介贷/介贷网；3. 发发金融/国金所；4.升
隆财富；5.看看钱包；6.信投宝；7.湖湘贷/
湖湘财富；8.工程惠贷；9.星火钱包；10.建
工E贷；11.坤融网；12.钱途无忧；13.债融
易；14.中兴易贷；15.惠富天下；16.余易贷；
17.利聚网；18.云金融；19.世富资本；20.58
车贷；21.蜂投网；22.万利金融；23.新融网；
24.e资产。

10月14日晚，怀化市“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革
命历史题材剧目———阳戏《侗
山红》 巡演首场演出在市委大
礼堂举行。阳戏《侗山红》由怀
化市鹤城区阳戏保护传承中心
创作， 是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
戏曲， 讲述了通道芋头侗寨村
民掩护、救助两名受伤红军战
士的动人故事。 阳戏（上河阳
戏） 是一种流行于我国西南地
区的地方性戏剧剧种，2014年
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 潘雨 摄

5名厅官披挂上阵 交叉办案合力围剿

湘西州惩腐打“伞”处理160人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刘奕芸）今年4月以来，益阳市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紧紧围绕中央督导反
馈意见、整改问题清单和交办案件线索，立
行立改，全面整改。截至目前，全市28项整
改任务已逐一落实， 中央督导组交办的
940件案件线索，已全部办结。

为做好督导整改“后半篇文章”，益阳
坚持“四级书记抓、党政同责推”，制定了专
门的整改方案，构建了党委统一领导、领导
小组牵头抓总、 有关部门协同并进的督导
整改工作格局，通过完善运行机制、加强协
调推动、开展督查指导，确保了整改措施落
地见效、问题见底清零。

针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行为， 全市进
一步加强打击力度， 公安机关以开展打击
整治“三贷三霸”、打击侵财类犯罪、禁毒

“两打两控”等专项行动，打掉相关恶势力
犯罪团伙7个、电信诈骗团伙15个。法院系
统将依法严惩方针贯彻全过程、各方面，对
黑恶势力头目、骨干成员及“保护伞”坚决
快审重判。今年4月以来，一审判决涉黑涉
恶案件72件285人， 其中判处10年以上刑
罚10人。

针对行业监管排查不力现象， 益阳市
扫黑办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非法采矿、“校园
贷”“黑诊所”“黑网吧”等部署专项行动，肃
清群众身边的小黑小恶。 全市交通运输部
门开展了中心城区校园周边“治超+扫黑”
10项整治专项行动， 查处违法行为1300
起； 市卫生健康委开展打击“黑诊所”“医
托”等医疗乱象行业，吊销执业证书2人，移
送司法机关2人，行政处罚医疗机构13家，
行业乱象得到根本性扭转。

益阳做好督导整改“后半篇文章”
28项整改任务逐一落实，940件交办案件全部办结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肖军 通
讯员 向云清 米承实）10月中旬， 怀化市
鹤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该区坨院街道办
事处四方田村原村主任曾某等3人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此前，作为恶势力团伙的头目，曾某被
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罢免了村主任职务。截
至目前，怀化市共受理涉黑涉恶腐败和“保
护伞”问题线索830件，立案217件，党纪政
务处分142人，移送司法机关7人。

怀化纪检监察机关将党员干部涉黑涉
恶问题纳入执纪监督、 审查调查和巡察检
查重点，构建形成“三级纪委书记抓扫黑除
恶”的责任体系。市纪委主要负责同志直接
批办签批交办100余件问题线索， 并深入
新晃、沅陵、辰溪等县，协调调度中央督导
组反馈问题整改。在坚持“一案双班”“一案
三查”的同时，对辰溪覃善云案等实行领导
班子包案督导，开展150余次监督检查，15

人因推动扫黑除恶工作不力受到处分。
怀化纪检监察机关与巡察机构、政法

机关、职能部门协作配合，全面起底问题
线索。明确由信访室、案管室共同研判扫
黑除恶问题线索，实行“清单式”线索管
理。中央督导组反馈问题后，市纪委监委
迅速组织力量核查办理。目前，市纪委监
委受理的74件中央督导组交办案件线索
全部办结。

为确保问题线索“清仓见底”，怀化市
县两级纪委监委组织多轮次逐案过筛，查
处了中方县委政法委原书记袁某、 中方县
泸阳派出所教导员周某等一批“保护伞”。
并对专项斗争以来公安机关侦办的涉黑涉
恶案件同步上案、同步调查，实现“打伞破
网”和“打财断血”并举。立案的案件中涉及
处级干部5人，提高了“打伞破网”质量，形
成了强大的震慑。截至目前，共有18名党员
干部主动投案自首。

“清单式”管理 多轮次过筛

怀化“打伞破网”问题线索“清仓见底”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刘立平）生态环境部近日下发文件，通报
表扬2019年以来在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监
督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人员， 我省环境科学研
究院固废所博士邱亚群、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
渌口分局环境监察中队长包晓峰获点名表
扬，为我省增添了荣誉。

今年5月22日至6月4日， 邱亚群作为国

家大气强化监督第24轮次邢台监督帮扶6组
组长，带队负责邢台南宫市、邢台县等区域煤
改电核查及其他督查帮扶任务。工作中，邱亚
群组织组员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督查工作纪
律，不畏酷暑带领组员走村串户，完成了106
户村民的走访调查， 高质量完成了监督帮扶
任务。

今年5月8日，2019-2020年蓝天保卫战

重点区域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工作启动， 包晓峰
被抽调至河北省邢台市参加第23轮次定点帮扶
工作。在接到帮扶抽调令时，包晓峰的父亲正重
病住院，但他不讲条件，服从命令出征。5月17日
凌晨，包晓峰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在定点帮扶
工作中，包晓峰连日奔波，核查信访投诉问题企
业， 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环境污染问题一
查到底，获得同事和企业广泛好评。

据悉，2018年7月，原省环保厅在全国各省
市区中首个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打
造湖南生态环境保护铁军的意见》，作为全省生
态环境保护系统队伍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下乡”的博士邱亚群、“舍家”的孝子包晓峰

我省两名“环保铁军”获生态环境部表扬

“溆浦瑶茶”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为溆浦6万户贫困家庭脱贫致富增添新动力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金慧）长沙国际
新材料产业博览会1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展
会将以“创新、发展、应用”为主题，11月14日
至16日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30余名两
院院士将出席展会。

新材料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先导， 是高端
制造业的关键基础， 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

要体现。本次展会服务国家新材料发展战略，
包含巡馆、开幕式、10个大会主题报告、25个
分论坛、产学研大通道、专业论坛等活动。同
期还将举行2万平方米的展览，设置先进硬质
材料、先进有色金属材料、先进储能材料、先
进碳基复合材料、 检验检测设备及综合等九
大板块，参展商达400余家。

“湖南不仅交通便利，而且有良好的产业
基础。”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秘书长张增志介绍，
湖南重大装备企业较多，选择在长沙市举办展
会优势明显，“以会带展” 的形式将促进行业
“产学研用”全产业链互动发展。

据了解，湖南是新材料产业大省，总量规
模位居全国第一方阵，建立了完善的产业发展
引导体系，培育了一大批竞争力强、成长性好
的新材料企业，已形成10个以新材料产业为优
势的特色园区（基地）。2018年，全省新材料产
值突破4000亿元。

国际新材料产业博览会11月长沙举行
去年全省新材料产值突破4000亿元

我省取缔24家网贷机构P2P业务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贺威）今年
以来，岳阳市累计拆除农村违建、空心、危
险、零散“四房”2566万平方米，腾退土地
12.7万亩，建成集中建房点258个，完成农
村厕改8.2万户， 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农村庭院绿化率大幅提升， 全市绝大多数
村庄实现了“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清清爽
爽”的目标。16日，在岳阳市召开的全省人
居环境整治现场推进会上， 推广了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岳阳经验”。
岳阳市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乡村振

兴的第一仗来打，四级书记一起抓，选派工作
队蹲村带乡，形成了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
作格局。该市把沿江沿湖、交通要道、特色小
镇以及重点村庄作为示范点，以路为线、以段
为片、连片成面，全市1835个村(社区)均行动
起来。同时，以农村“四房”整治为“先手棋”和
突破口，结合规范建房、卫生保洁、移风易俗、

脱贫攻坚、乡村旅游等工作，统筹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

岳阳市还创新投入机制，多渠道筹集资金，
除了加大财政投入、整合项目资金外，充分利用
了农村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 将复耕复垦耕
地指标交易资金主要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同时，特别注意突出群众的主体地位，激发群众
筹资投劳广泛参与，充分发挥“两代表一委员”
“工青妇”和农村“五老一新”人员的作用，形成
了强大的工作合力。 全市在比较完善的督查考
核制度和工作激励机制作用下， 树立了奖优罚
劣的鲜明导向， 营造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比学
赶超的浓厚氛围。

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清清爽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岳阳经验”全省推广

阳戏《侗山红》
巡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