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7日，中车株洲电机公司车间。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湖南日报10月19日讯 （见习记者

肖霄 通讯员 欧阳超）10月14日，隆回
县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一起省挂牌
督办扫黑案件。 该院对被告人肖某红
等20人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赵某
求等9人涉恶势力集团犯罪、钟某杰等
15人涉嫌个案犯罪一案，依法对组织、
领导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被告
人， 分别判处二年至二十五年不等的
有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
产或罚金。

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11月，邵东
市（原邵东县）肖某红纠集肖某虎等人
强行为与邻居发生纠纷的姐姐“出
头”，将前来处警的两名民警及一名群
众打伤，并将警车车门拉坏，之后肖某
红未受到法律追究。2009年后，肖某红

伙同李某平等一起相互配合高利放贷
和实施“套路贷”，并网罗被告人刘某
军、 肖某武等负责收贷及实施其它违
法犯罪活动。一个以高利放贷、暴力讨
债和实施“套路贷”为主要活动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基本形成。

肖某红还通过贿选谋取到人大代
表身份，并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
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该黑社会
性质组织在违法犯罪活动中致4人轻
伤、3人轻微伤，李某中、陈某、贺某友
等被害人的企业破产， 某银行巨额贷
款被骗， 集资参与人7600余万元至今
没有归还，严重破坏邵东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生活秩序， 在邵东境内造成重
大影响。

被告人赵某求不断拉拢、发展有

前科劣迹的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加
入其恶势力犯罪集团，多次实施违法
犯罪活动，并带领部分团伙成员加入
肖某红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有组织
地采取暴力、威胁或者滋扰、纠缠等
“软暴力”手段，多次实施非法高利放
贷、暴力讨债、强迫交易、寻衅滋事、
开设赌场、串通投标、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巨额经济
利益。

以被告人赵某求为首要分子，被
告人陈某意、 张某伍等为较为固定重
要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 经常纠集
在一起，聚众造势，以暴取财，充当“地
下出警队”，为他人“撑场子”“了难”，
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非法获利8.7
万余元。

在“博览会”上，有来自19个国家的行业部门
主管、驻华使领馆官员、行业商协会代表组成的
采购团，以及庞巴迪、西门子、西屋制动等世界知
名企业派出的参会团队。

能够举办如此“国际范”的活动，得益于中国
已是全球轨道交通产业体系的中坚力量。

规模大———截至2018年底，中国已开通运营
高速铁路近3万公里，以“四纵四横”为骨架的高
速铁路网络基本成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铁
网络。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副总经理王同军表示：“我
们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铁路网、最发达的
高铁网。”

载荷重———9月28日， 连接7个省区、 全长
1813.5公里的浩吉铁路开通运营，这是世界上一
次性建成并开通运营里程最长的重载铁路。按照
设计要求，浩吉铁路的重载列车一次能拉上万吨

货。如果说风驰电掣的高铁让中国铁路进入“高
铁时代”， 那么绵延千里的浩吉铁路， 则以载货
“洪荒之力”，引领中国铁路进入“新重载时代”。

覆盖广———我国地域宽广，地形复杂，中国
的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和集成了大量应
对极端环境的技术，高原铁路、高寒铁路、荒漠铁
路等一系列“建设禁区”都被一一攻破。

“轨道交通特别是地铁的建造离不开被喻为
装备界‘穿山甲’的盾构机，我们的盾构机力道
大、速度快、可经受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等极
限考验。”中国铁建重工首席科学家刘飞香说。

运行稳———每小时350公里，“复兴号” 是目
前世界上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铁列车，有着十分出
色的安全运行记录。 高速度同时实现高稳定、高
舒适，是中国高铁的“看家本领”。在高速行驶的
高铁列车窗台、小桌板上，矿泉水瓶能倒立，硬币
和签字笔能“叠罗汉”……让世人啧啧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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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9日讯（记者 郑旋）今年70岁的
徐燕平是长沙一名退休党员，国庆节前夕，她游览
岳麓山， 偶然在爱晚亭听了一堂红色文化宣讲课，
兴趣大发。“以前不知道岳麓山上竟然有这么多红
色故事，游一圈下来，爱国情怀更深了！”近日，她再
次上山，并邀请数十名退休干部职工同行，完成了
一次新的探访和学习。

2018年以来，岳麓区通过整合岳麓山、橘子洲、新
民学会旧址等红色资源，打造党员群众身边的“红色
移动课堂”，采取固定式、流动式、党课式等形式，深入
游客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宣讲红色文化。

据了解，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脉络，该区对岳麓山
抗战文化园、长沙会战碑等抗日纪念设施及遗址加以
修缮利用，连点串线，打造了红色经典游、辛亥名人纪

念游、抗战纪念游3条红色精品宣讲线路；同时，开发
《从毛泽东诗词找初心》《毛泽东的红色足迹》 等一批
红色精品课程，深受党员群众喜爱。

为了让宣讲取得实效， 岳麓区组建以高校师生、
“五老”成员为主的老中青相搭配、专兼职相结合的100
余人先锋讲学团， 精心为党员群众授课。2018年以来，
累计开展红色宣讲550批（场）次，接待社会组织团队
169批次27600余人，覆盖国内外游客100余万人次。

连日来，岳麓区城管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含浦
街道机关等单位的党员干部职工先后来到岳麓山，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通过“红色移
动课堂”的创新学习形式，大家纷纷表示学习了知识、
悟到了初心、提高了修养、增强了使命，今后将深厚的
精神力量化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行动。

湖南日报10月19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郭飞
刘晓玲）10月15日， 怀化市鹤城区迎丰街道华峰社区
下岗职工刘明珍，手里拿着茶艺师资格证和育婴师初
级证对记者说：“深圳和怀化都有公司开出高薪，包吃
包住请我去上班哩。我又可以上班了。”刘明珍能够拿
到“两证”，得益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迎丰街道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方式，探索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

迎丰街道以基层社会治理网格为基础单元，将每个
社区划分为6至8个网格，把支部建在网格上，通过在社
区成立网格党支部，成立楼栋党小组，配备专职网格员，
零距离服务群众。目前已构建三级组织体系，即，社区党
委、网格党支部（可成立临时党支部）、楼栋党小组。

今年5月，华峰社区网格员在入户排查摸底中发

现， 该社区一些改制下岗女职工存在再就业困难，
年龄多为“4050”。“社区请专业的培训机构， 针对
150余名下岗职工举办茶艺师培训班和月嫂培训
班。”华峰社区党支部书记彭宏林说，刘明珍参加了
培训，拿到了资质证书。

截至目前， 迎丰街道12个社区建立网格党支部88
个、楼栋党小组111个，并将辖区539名党员纳入网格党
支部和楼栋党小组进行管理。明确网格“七个任务”，包
括常在小区了解民意、常到楼道知晓民情等。“通过暖心
的服务，让社区群众感受到党组织随处存在、时刻就在
身边。”迎丰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刘洪说。

今年以来，鹤城区迎丰街道网格党支部共化解矛
盾纠纷120余起，为民办事300余件，实现“需求在网
格发现，资源在网格整合，问题在网格解决”。

湖南日报10月19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李莉滨）10月15日， 张家界市
永定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涉嫌犯非法拘
禁罪的案件宣判， 被告人苏某朋犯非
法拘禁罪、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
年，并处罚金6000元。其余12名被告
人犯非法拘禁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二个月至二年六个月不等刑
罚。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特别是对照
今年4月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反馈意
见和下沉督导张家界整改问题清单，
该区结合督导整改， 以“黑恶积案清
零、问题线索清零”为目标，持续发力、
精准打击， 不断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向纵深推进， 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
感、安全感进一步提升。该区坚持走群
众路线， 群众对涉黑涉恶线索举报的
积极性明显提高。创新开展“支部进小
区” 活动， 在68个小区成立党支部试

点，市区14277名党员到所在小区（社
区）报到，鑫成君泰等小区实现由“乱”
到“治”。

对中央督导组及各级部门反馈、
收集的案件， 永定区第一时间组织精
干力量进行核实， 并逐一落实精干办
案力量。重大黑恶案件线索，运用“一
案三查”机制，循线深挖，对黑恶势力
背后的保护伞不查清的不放过， 失职
渎职问题不查清的不放过， 确保扫黑
除恶和打“伞”破“网”同向发力，同时
及时依法查封、冻结、扣押、处置、追缴
涉案财产， 彻底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
础，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从“深挖根
治”向“长效常治”迈进。

截至目前，永定区共打掉1个黑社

会性质组织团伙和12个恶势力犯罪团
伙， 共破获刑事案件113件、 刑拘141
人；对2起涉黑案件的3人及9起涉恶案
件的35人进行判决； 查处涉黑涉恶腐
败和“保护伞”问题线索86件，5名“保
护伞”落马，2名“村霸”被查办。

岳麓区
景区变课堂 干群来学习

迎丰街道
网格建支部 服务零距离

隆回公开宣判一起
省挂牌督办扫黑案件

从“深挖根治”迈进“长效常治”
永定区推动扫黑除恶向纵深发展

荨荨（上接1版）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参加此次“博览会”

的国家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刘勇
等专家表示， 轨道交通产业的带动效应十分显
著。先进轨道交通体系通过助力人才流、货物流、
信息流的广泛高速传输，能提高产业布局的灵活
性、提升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提振区域经济的
融合发展、促进人力资源的流动与共享，对国民
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博览会”举办地湖南，围绕轨道交通产业
就形成了规模近2000亿元的产业集群。

拥有中车株机、中车株所等知名轨道交通企
业的湖南省株洲市， 如今是著名的“中国动力
谷”。在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只能维修一些蒸汽机
车。新中国成立后，这里造出了中国第一代电力
机车。如今，这里已是研制城际动车组、磁悬浮列
车、先进重载电力机车、高铁列车核心部件等高
端轨道装备的世界级工业重镇。

“就是够喝一杯咖啡的距离。”中车株机公
司宣传部副部长颜常青说，从公司所在地株洲

“田心”出发，大约5公里范围内可以找到生产
一台电力机车所需的上万个零部件的配套生
产企业。随着产业链的延伸和完善，“中国动力
谷”还在不断提升“轨道经济”的“含金量”。

创新能量 “超越” 梦想
自动唤醒、自动运行、自动诊断、自我修复，能满

足79个场景的使用要求， 可随环境变化进行调整适
应……10月17日，湖南省株洲市，上海地铁18号线
全自动驾驶项目列车在中车株机公司下线。这样“聪
明”的列车将逐步进入人们的生活。

未来已来。 在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
业博览会上，一批新产品、新技术登台亮相，有的企
业“一口气”展出了10款创新产品，包括中国商用磁
浮2.0版列车、储能式现代有轨电车、多流制电力机
车等。

畅想未来，轨道交通会是什么样子？在博览会上，
不少业内人士用“更快速、更绿色、更智能”来描述。

更快速———从蒸汽机车到电力机车， 从“绿皮
车” 到高铁， 更快的速度是人类交通出行的孜孜以
求。 随着设计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在
青岛下线，高铁和航空运输之间目前的“速度空白”
也可望由新型磁浮列车来填补；未来，采用“高温超
导磁悬浮+真空管”、时速可超过1000公里的“超级
高铁”，也已成为技术研发的热点。

更绿色———已在长沙运营3年多的磁浮快线，具
有低噪音、零排放、低辐射等特点，可以成为未来城
市轨道交通的有效解决方案；储能式现代有轨电车，
利用“超级电容”提供动力，车辆运行无须架空接触
网供电， 利用车站停车上下客的30秒时间即能充满
电能，并且能将85%以上的制动能量回收。

更智能———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
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推动轨道交通智能化。今年
6月，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重要交通保障设施，
中国首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全线轨道贯通； 采用虚
拟轨道跟随控制技术， 通过车载各类传感器识别路
面虚拟轨道线路的“智轨”列车，已在一些城市测试、
运行，有形的轨道化为了无形，不要轨道的列车已经
上路……

“智能无处不在，创新永无止境。”中国中车股份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徐宗祥介绍，“复兴号” 动车组设
置了2560个传感器，是典型的智能化产品；新一代碳
纤维地铁车辆， 可实现全自动驾驶， 安装了智慧车
窗、智能空调、自感知照明系统。目前，中国中车正在
致力于打造智能轨道交通生态圈。

轨道之上，技术的变革仍在不断孕育。中车株机
新研发大楼里的基础研究与仿真部是中车株机“最
强大脑”之一，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前瞻性研究和仿
真分析。

“我们要坚守轨道交通技术进步的‘初心’———
更安全、 便捷、 快速地把乘客从一个点送到另一个
点。”中车株机公司基础研究与仿真部负责人蒋忠城
说，“绿皮车”时代，很多人“做梦都不会想到”今天会
有这么“牛”的高铁；再过一二十年，人们可能将会迎
来今天“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更牛”高铁。

（新华社长沙10月19日电）

中国列车 “领跑” 全球

� � � � 2017年5月4日,弯道行驶中的长沙磁浮快
线列车。 本版照片均为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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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 浩吉铁
路洞庭湖大桥。

� � � � 10月18日，观众在
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
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
览会上观看轨道交通
产品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