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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授予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报业印务分公司等65家企业湖南省印刷企业诚信示范单位称号的决定
创建湖南省印刷企业诚信示范单位活动，是增强行业信誉，建设和谐社会，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印刷行业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为了倡导印刷企业遵

纪守法、诚信经营，科学发展，经省印刷协会、市（州）印刷协会、市（州）党报印刷工作专业委员会推荐，省市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省印协第七届九次常务理事会审议通
过，决定授予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报业印务分公司等65家企业为2018—2019年度湖南省印刷行业诚信示范单位。

2018—2019年度湖南省印刷行业诚信示范单位

湖南日报12月 24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谢甜甜 钟维）“感谢党和政府的关
怀，让我们可以安心过个好年。”日前，农民
工蒋长富等人来到永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
队，代表74名农民工送上一面锦旗。

这个月初，该支队根据相关法定程序，
帮助这些农民工从舜德湘江工程项目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中支付工资207万余元。这是
我省于今年9月出台《湖南省工程建设领域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办法》以来，又一起
使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进行的应急支付。

1 个多月前，永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接到投诉，反映永州市舜德湘江项目拖欠农
民工工资200多万元，而该项目开发商已于
今年8月申请破产。该支队迅速展开调查，发
现情况属实，经与开发商、施工方召开协调
会，一致同意动用该项目于2015年缴存的农
民工工资保证金。

由于项目开发商的一起债权债务官司，

法院已将该项目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账户
资金冻结，支队立即致函法院，对该账户的
属性及资金使用进行了说明，并提供了相关
政策文件资料，法院解冻了该项目农民工工
资保证金账户。12月6日，银行从该项目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账户中划拨了207万余元用于
支付74名劳动者工资。

省人社厅劳动保障监察局负责人介绍，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是我省行政区域内从事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交通、水利设施
等工程建设项目的各类建设单位、施工企
业，在建设工程项目开工前，按照一定比例
向开户银行交存、用于农民工工资应急支付
的专项资金。人社部门劳动监察机构具体负
责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相关工作。

据了解，2004年以来，我省部分地区按
照国家的要求开始探索建立本地区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制度。2016 年，我省出台《湖南
省建设领域农民工劳动报酬保证金管理试

行办法》，统一了全省基本政策，并于今年9月
出台《湖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
金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了有关政
策。新的管理办法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实
行，有效期5年，农民工遭遇欠薪问题，又多了
一个应急保证。

■链接

农民工遭遇欠薪怎么办
省人社厅劳动保障监察局介绍，维权途径

有三条：
1.可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

或拨打12333咨询服务热线；
2.可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法律援助或拨打

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3.可按建设施工现场设立的欠薪维权公示

牌上的信息，向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和劳动监
察、劳动仲裁机构申请维权。

湖南日报12月 24日讯（记者 何金
燕 通讯员 陶琛 皮宇）今天，省高院召开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
介绍全省法院2019年度扫黑除恶十大工
作亮点，并发布十大黑恶犯罪典型案例。

2019年，全省法院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打击黑恶势力，亮点突出：依法从严，始终
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攻坚克难，大要案审
判成效明显；严格把关，确保专项斗争始
终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严审快判，审判
质效处于全国第一方阵；打财断血，铲除
黑恶势力经济基础；打伞破网，突出“摧网

毁伞”主攻方向；深挖彻查，线索摸排核查
效果明显；堵漏建制，铲除黑恶犯罪滋生
土壤；多管齐下，营造扫黑除恶强大舆论
声势；多措并举，建设过硬扫黑除恶专业
审判队伍。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法院一审审结
黑恶犯罪案件1413件，结案率89.7％；二审
审结黑恶犯罪案件594件，结案率95％；已
判决处置黑恶犯罪财产超过23亿元，执结黑
恶犯罪财产案件870件，执行到位3.2亿元。
共摸排、接收案件线索770条，及时向相关行
业管理部门提出司法建议325条。

湖南日报12月 24日讯（记者 刘银
艳 通讯员 曾鹤群 周阳辉）今天，省医疗
保障局组织国家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
生产、配送企业签订《药品购销合同》，此
举标志着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
试点扩围工作在湖南开始全面落地执行。

按照湖南省落实国家药品集采工作
要求，药品购销合同签订是一个必须环
节，是各方权益保障的基础。从12月下旬
开始，全省各市州陆续启动中选药品购销
协议签订工作。为提高工作效率，减轻企
业负担，我省采取“经医疗机构授权，全省
统一合同范本，由省、市两级医保经办机
构集中签订合同”的做法。其中，省医疗生
育保险服务中心具体负责代表湘雅医院
等15家在长沙的部、省属医疗机构与中选
药品生产、配送企业签订购销合同。

合同签订后，12月25日，省医药集中
采购平台将对中选的25个药品及中选价
格挂网采购。我省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
构、驻湘军队医疗机构，以及自愿参与试
点扩围工作的医保定点民营医疗机构，可
以在省集采平台上采购中选药品，患者可
以在上述医疗机构按中选价格使用药品。

省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严
格按照国家和省级实施方案要求，围绕落
实四个确保要求（确保回款、确保使用、确
保质量和确保供应），加强对中选药品采
购、使用的监测、监管和督导检查，并进一
步做好政策协同，包括做好医保支付标准
与采购价的协同；完善医保支付方式；完
善对中选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全链条质
量和市场行为监管；加强用量监测考核
等。

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在我省全面落地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何梦黎

一名普通的综合柜员，因渴望一夜暴
富，在3个月内挪走38笔共295万元公积金，
用于个人炒股，结果一败涂地。

“为了不让事情暴露，他甚至自导自演
骗取办事市民信任，要求私下解决。”近日，
常德市鼎城区纪委监委披露了案情细节。该
案背后的监管漏洞，究竟在哪儿？

为还贷款染指公款

常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鼎城管理
部综合柜员郝一翔，主要负责贷款、公积金
提取、档案管理等业务。虽说上班有稳定收
入，但他一直幻想能够一夜暴富。

2014 年，看到身边一些炒股成功的例
子，郝一翔的心也不安分起来，满怀信心加
入了炒股大军。

然而，等着他的是一次次失败。2014年
至 2018 年，他从金融机构、网络平台借款
190 余万元，除了自用 30 多万元，股市亏损
70 万元，剩余 90 万元全部用于贷款的还本
付息。直到今年3 月，仍负债 140 余万元。走
投无路的他，把目光投向了公款。

“公积金正常支取方式都需要本人的身
份证及银行卡，只有死亡支取可以将钱打到
他人账户。”郝一翔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他利用查询权限，在业务系统中筛选出一批
封存了一至两年的账户，再通过伪造虚假资
料，盗用审批权限，将别人的公积金转到自
己可以支取的账户。

今年3月28日，郝一翔首次成功挪走6
万元，没有被同事发现。之后，一次次作案成
功，让他从战战兢兢逐渐陷入疯狂。

自导自演要求私了

到今年 5 月底，仅两个月时间，郝一翔
挪走了 22 户近 200 万元公积金。他自觉一
切天衣无缝，可 6 月 10 日这天，差点“东窗
事发”。

当天，一位吴姓市民到公积金中心办理
业务，在查询时发现自己的账户已被销户。
窗口人员发现经办人是郝一翔，便将此问题
交给他处理。

“我当时有点慌，如果同事直接跟领导
报告，事情就会暴露，我就想自己私下解
决。”于是，郝一翔将该市民带到档案室，谎
称是系统升级导致故障。他承诺这件事由他
负责处理好，会在3个工作日内将钱打到其
卡上，让他不要再找其他人。

6月12日，郝一翔刷信用卡，将8万元转
到该市民卡上。之后，该市民再也没有提起
这件事。

这次意外并没有让郝一翔收手，他反而

再次铤而走险，“我每天上班都提心吊胆，只要
有人来办公积金业务我就害怕，于是想孤注一
掷，多挪点钱投入股市作最后一搏。”

6月14日下班后，郝一翔盗用部门副主任
的审批权限和U盾密码自行通过一审，再用部
门主任终审权限通过终审，将 16 名缴存户近
96万元的公积金以死亡提取的方式盗取。

6月24日，鼎城区某单位财务人员给单位
退休人员补缴公积金时，发现有2人的账户被
销号，马上要求查账。郝一翔知道后，想像上次
一样私了，但该财务人员并不同意。眼看纸包
不住火，郝一翔才向单位领导交代了自己先后
盗取38户共295万元的违法犯罪事实。

最终，郝一翔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监管漏洞提供机会

“理想信念缺失，心中没有敬畏，胆儿就越
来越肥。”办案人员介绍，郝一翔在盗取公积金
达到100多万元时，还专门上网查了挪用公款
的法律条文，但最终没能使他收手。

办案人员表示，郝一翔既是单位柜员，也
是单位信息员，以至于上骗下瞒、重设密码无
人怀疑。他能盗用领导审批权限和U盾密码自
行通过审核，也反映出业务办理程序中的监管
漏洞，让原本的层层监督审核变成了“牛栏关
猫”，使其有了可乘之机。

案件发生后，根据常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统一要求，鼎城管理部所有工作电脑定人
定责，内网业务U盾专人专用、专责保管，并定
期进行安全检查，健全完善制度，及时堵塞漏
洞。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刘永涛）
记者从湖南省市场监管局获悉，鉴于消费者
对酒鬼酒疑添加“甜蜜素”事件高度关注，12
月24日下午，该局委托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
检验研究院随机对市场上流通的酒鬼酒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产品共30个批次进行抽检。
抽检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甜蜜素是一种非营养型合成甜味剂。
按照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白酒不得
使用甜蜜素。酒鬼酒近日被曝质量问题，
源于经销商石某封存5万余瓶疑被添加甜

蜜素的54度500ml老酒鬼酒，其携多份检
测报告，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市场监
管局实名举报。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此前发布公告
称，其作为公众公司，以维护广大投资者
利益为己任，已提请相关市场监管部门对
其市场流通产品进行全面检测。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局严格依法行政，客观公正处理酒鬼酒
舆情事件，并将于近期向社会公布近3年
来对全省白酒产品的抽检结果。

酒鬼酒里到底有没有“甜蜜素”
省市场监管局随机抽检30个批次，抽检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湖南日报12月 24日讯（记者 彭雅
惠）未来去韶山旅游，用餐依靠全电厨房
烹饪，住宿在全电民宿，出行可租用全电
试驾车，所有用电需求都可通过手机“一
键控制”实现……今天，国网湖南省电力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湖南电力”）召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湖南首个泛在电力物
联网县域示范“数字韶山”初步建成，韶山
开启全电化、数字化进程。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在县域层面实
现坚强智能电网、泛在电力物联网融合发
展至关重要，当前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
有效途径。国网湖南电力从2019年开始启
动“数字韶山”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8.3 亿
元，通过三年时间在韶山全面建成数字化
供电服务指挥体系县域示范标杆和泛在

电力物联网建设成果示范窗口，为在全省
县域建设“三型两网”积累可复制经验。

项目启动以来，韶山地区电网网架结构
优化，输配电能力明显增强，截至目前已基
本解决电网过载问题，低电压问题得到较大
改善，供电可靠率达到99.85%。一批智慧变
电站、智慧线路、智慧型配电室、低压配网智
能感知系统、配电自动化系统等建成，人工
智能技术有效替代传统运维。

通过坚强智能电网、泛在电力物联网
协同并进融合发展，韶山市推广“全电化”
取得显著效果。目前，韶山市公共交通全
面启动电动化换装，全电厨房加速推广，
全市建成充电桩31个，今年内可实现电能
替代300万千瓦时，电力能源消费占比提
升至73.35%，全年减排二氧化碳5960吨。

首个泛在电力物联网在韶山初步建成

全省一审审结黑恶犯罪案件1413件
判决处置黑恶犯罪财产逾23亿元

2015年上半年，被告人王又强、邹斌、
李盛相互勾结从事非法高利放贷，后相继成立

“长沙市芙蓉区宾盛寄卖行”“长沙宝悦鼎时信
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吸收被告人曾亮、张永
等社会闲散人员加入，有组织地通过限制人身
自由等方式实施“套路贷”违法犯罪活动。

该组织通过“套路贷”、违法催收、插手民
间纠纷等方式，先后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
35起，其中抢劫1起、敲诈勒索10起、强迫交
易1起、非法侵入住宅5起、非法拘禁1起、寻

衅滋事16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1起，聚敛财
物和获取经济利益200余万元。这是湖南首例

“套路贷”涉黑案。
12月24日，长沙县人民法院以组织、领

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抢劫罪、敲诈勒索罪、
强迫交易罪等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被告人
王又强、邹斌有期徒刑二十三年，剥夺政治权
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被告人
李盛等人二十一年至一年三个月不等的有期
徒刑。

■相关链接·典型案例

湖南首例“套路贷”涉黑案一审宣判

动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应急支付
永州74名农民工喜得“欠薪”207万余元

■编者按

在城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洒下了辛勤的汗水。春节临近，让他们拿到工资回家欢喜过年，是必须的。做好根治拖欠农
民工工资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的务实举措。我省已于日前启动2019
年度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湖南日报特开设“做好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两清零’”专栏，敬请关注。（“两清零”是指：今年10
月底前发生的欠薪案件，要在今年底前全部清零；其他新增欠薪案件，要在2020年春节前及时动态清零。）

一名普通柜员3个月挪用近300万元公积金炒股

层层监督为何沦为“牛栏关猫”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做好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两清零”

科学育苗
12月24日，湘潭市原

种场蔬菜种苗中心石墨烯
温室大棚，工作人员给辣
椒幼苗间苗。该中心是湘
潭市重点蔬菜种苗生产基
地以及蔬菜基础科研基
地，每年可培育种苗500
万株。近年，中心研究推广
漂浮育苗、石墨烯技术育
苗等技术，搜集与保护地
方蔬菜优良品种，服务于
长株潭地区的蔬菜生产。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朱哲涵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