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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大屯营镇:
党建引领农村“五治”，助推乡村振兴

2019年以来，宁乡市大屯营镇擂响农村“五治”的战鼓，
通过以党建引领，探索在全镇开展治厕所、治垃圾、治房子、
治污水、治人情风的新模式，吹响了“五治”工作的号角。

打造出“三级沉淀，人工湿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
通过化粪池、隔油池、生态池净化和人工湿地过滤，末端出水
可达到农业灌溉标准，同时对小微水体岸线做到渠成线、塘
成景，把小微水体打造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创建了小微水
体示范片靳兴村崔家湾组。

依靠基层党员干部进组进户宣传垃圾分类知识，推动农
户自己在家中进行干湿垃圾的分离，在源头上进行垃圾分
类。农户家中的湿垃圾放在自家的农田里沤肥，干垃圾由环
保员入户指导回收处理。自开展其他垃圾二次分类后，垃圾
分类的效率提升了20%。

村容村貌变了，民风更是大变，党建引领文明新风深入
人心。走进大屯营村移风易俗公共服务点，服务点管理员工
作职责和办事流程、大屯营村红白理事会章程等资料张贴在
墙，一目了然。由党员、志愿者担任队员的宣讲队入户宣讲
移风易俗理念，村红白理事会对村内红白喜事进行日常管
理，文明乡风吹遍全村每个角落。 （李曼斯 胡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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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初，在广州创业的85后青年
李林回家乡邵东探亲；研究了当地的
产业扶贫政策后，他在邵东斫曹乡开
设箱包扶贫车间，并在当地招募了近
百名职工，其中包括30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和部分留守老人留守妇女。

在当年举办的湖南第六届“创青
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中，李林的创业
项目受到投资人的欢迎，被湖南省财信
产业基金相中，获得了意向签约机会，
他的创业项目因此得到进一步发展。

举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为青年
提供创业帮扶，是近年来团省委开展
青年创新创业帮扶的缩影。

以赛带创，点燃青年创业梦想

“2014 年以来，团省委联合省财
政厅、省科技厅等厅局举办湖南省‘创
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迄今已举办
六届，共募集资金过亿元，吸引近
6000个项目团队逾 3万青年参与，直
接扶持的青年创业项目逾千个，带动
就业超过 11 万人。”团省委副书记钟
娜介绍。

“创青春”大赛通过邀请相关厅

局、金融机构、创投机构、专家学者参
与，实现人才、资金、政策等要素的有
效对接，成为创业青年比拼才能、交流
成果、提高本领、赢取机遇的课堂和舞
台。一批代表湖湘文化特色的青年创
业项目参加全国赛事，参赛成绩稳居
全国第一阵营。

专业从事农村电子商务的湖南惠
农科技有限公司，是其中的受益者之
一。公司2013年成立，通过区域“培训
中心+产业带+农产品采购节+溯源平
台”的落地方式，促进互联网与农业融
合发展。在 2017 年团省委举办的“创
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中，惠农科技
荣获金奖，获得了后续创业指导和资
金扶持，企业得以步入高速发展的轨
道。到 2019 年底，公司旗下的惠农网
APP 平台涵盖超过 1.4 万个常见农
产品品种。

“去年，我们进一步创新赛事方
式、联动赛事资源，将各个厅局单位原
有的创业赛事与之合并，形成全省一
盘棋，切实解决青年在创新创业中培
训辅导、政策扶持、金融帮扶等方面的
操心事、烦心事。”钟娜说。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为增强典型的示范作用，团省委还
以“创青春”大赛为基础，组织获奖者

走进全省 67 所高校，举办“奋斗的青
春最美丽创业分享会”、创业讲坛等活
动2242场，参与学生36万人次，引导
青年增强创业意识，点燃广大湖湘青
年创业梦想。

精准帮扶，让创业青年做大做强

团组织帮扶青年创业，是服务全
省中心工作和大局的有效途径。想要
帮扶青年创业，就要知道他们最缺什
么，帮助解决青年创业中痛点、难点。
为此，2015年，团省委制订了“三年计
划”，囊括 5大类 15项具体工作，形成
了系统的帮扶体系。

去年4月，中国青年创业社区（益
阳站）在益阳青年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挂牌，成为湖南省首家中国青年创业
社区。通过打造“开放式生态办公+复
合式股债融资+多维度平台社交”的
全要素、一站式创业服务综合体，该青
年创业社区为“湘漂创客”提供精准保
姆式托管服务，大幅降低了创业企业
的管理成本。目前，青年创业社区建设
已在全省铺开。

面对资金困难这一青年创业路上
最大的“拦路虎”，2017 年，团省委与
湖南股交所联合打造了湖南青年创新
创业板，为青年创业企业搭建展示宣

传平台，组织路演活动，提供各类融资
产品。去年 4 月，团中央、国家农担公
司、团省委又在长沙启动了“青创 10
万+”中国青年农业创业金融扶持专
项计划，为农村创业青年、返乡创业青
年特别是扎根贫困地区创业的青年提
供“近在身边、快速便捷”的贷款服务。

久久为功，成效初显。团省委逐步
建立了“六个青创”工作体系，形成了
以“创青春”青创赛为引领，结合线上

“青创云”平台、线下“青创园”阵地、融
资“青创板”挂牌、人才“青创群”集合、
培训“青创课”等有形化青年创新创业
人才培养体系，打造了“海峡两岸暨香
港、澳门青年视频文创营”等一系列青
创项目。

据统计，“三年计划”出台以来，全
省共培训创业青年 30 万人次，帮扶 3
万名青年获取创业贷款，培养了2万名
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和 1000 名开办
中小微企业的城市青年创业人才，整
合资源建设了20个青年创业园区，为
广大青年创新创业提供了坚强依靠。

“经多年跟踪培育，不少扶持项目
基础好、项目实、社会效益明显，项目所
有人能带动老百姓一起致富，改变本地
面貌，多名受助青年因项目的开展被推
选为村长或村党支部书记。”钟娜说。

湖南日报1月 3日讯（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陈超）“感谢政府在这么短的时间
内帮助我们追回欠薪。”日前，农民工陈某
龙等人来到张家界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代表18名农民工感谢该支队为他们追回
13.95万元工资。

2019年11月25日，张家界市劳动保
障监察支队接到陈某龙等人投诉，称中铁
四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黔张常铁路
四分部）拖欠农民工工资 13.95 万元。该
支队立即立案处理。因该铁路项目涉嫌违
法分包、转包、拖欠工程款等问题，该支队
依据《张家界市工程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监督管理办法》和《张家界市根
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工作职责及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将案
件移送给张家界市发改委处理。张家界市
发改委积极协调，黔张常铁路四分部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付清陈某龙等 18 人
13.95万元的工资。

省人社厅劳动保障监察局负责人介

绍，我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行业
监管”的原则，不断完善省人民政府负总
责，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具体负
责，行业部门履行监管责任的工作体制，
加强监督管理，把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消
化在企业、化解在行业、解决在基层。

张家界市成立根治拖欠农民工工
资工作领导小组，并印发《张家界市根
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工作职责及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其中，明确市发改委履行对市辖区内铁
路建设项目的监管责任，负责查办因挂
靠、违法分包、拖欠工程款等造成的欠
薪案件。张家界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介
绍，通过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各部门加
强协调配合，大大提高了根治拖欠农民
工工资工作的效率。

■链接

咨询服务热线：12333
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

湖南日报 1月 3
日讯（记者 陈淦璋）
2020 年长沙土地拍
卖 市 场 今 日 拉 开 帷
幕，首宗“限房价竞地
价”地块竞拍激烈。在
经过 24 轮出价后，望
城区 037 号地块达到
土 地 交 易 最 高 限 价
32543 万 元 而 遭 遇

“熔断”，其普通商品
住宅（毛坯）销售均价
不 超 过 每 平 方 米
7800元。

长沙市国土资源
网上交易系统公告显
示，1月14日上午，该
宗地块将在长沙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进行现
场摇号，确定最终竞
得者。

该宗地块位于金
山桥街道吴家冲路与
彩霞路交叉口，出让
面 积 68274.18 平 方

米，为住宅用地并配套商业，容积
率≤2.0，建筑密度≤24%，绿地率≥
40%，建筑限高≤80 米，挂牌起始
价为 26466 万元，土地交易最高限
价为 32543 万元。至今日挂牌截止
前，共有7位买家参与竞价。

今日还有长沙市118号地块竞
拍激烈，共有9位买家参与，经过35
轮出价后最终成交，住宅（毛坯）销
售均价不超过每平方米9200元。

该宗地块位于岳麓区东方红
路与千灯路交会处，出让面积为
89955.61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商住
用地，建筑限高 36 米，挂牌起始价
为 51071 万元。35 轮竞拍后，湖南
梦 想 置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最 终 以
68411 万元的价格将该宗地块收
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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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1月 3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杨紫东）传统天气雷达采用机械
扫描方式，速度慢，很难检测到短时强降
雨等极端天气现象；X 波段相控阵阵列
天气雷达采用 8-10G频率的无线电波，
俯仰向0-90°、水平向0-360°的全空
域扫描最快只要12秒，填补了国内气象
精细化探测空白，目前在长沙黄花机场

得到应用。1月3日，在2019长沙高新区
麓谷创新创业大赛上，湖南宜通华盛科
技有限公司凭借X波段相控阵阵列天气
雷达项目获得一等奖。

此次麓谷创新创业大赛涌现出一批
创新性强、发展潜力大的项目，如长沙莫
之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聚焦60、79HZ毫
米波雷达智能应用产品，湖南爱芷生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研制出深低温方法破坏肿
瘤细胞并激发机体自身免疫的新技术。

据悉，长沙高新区打造“高新麓谷”
本土创新创业大赛品牌，建立科技引领、
产学融合、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双
创”生态体系。目前该园区累计打造省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
基地、众创空间49个。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杨哲）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获悉，今年 1 月 1 日起，长沙对
湘 A 号牌的轻、微型货车在城区禁货范
围通行实行提前报备、网上办理的管理
措施。截至 1 月 2 日，长沙共办理备案登
记 1231 起，审核发放临时禁区通行证
605张。

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城
区道路禁行范围不变的情况下，实施小
货车便利通行新政，将有利于科学引导
长沙城市物流配送，确保城区道路交通
安全、有序、畅通，并为小货车在城区通
行提供更大便利。如今，驾驶员通过手机
就能够申请临时通行证，提交申请操作
过程不到5分钟。每天8时至21时30分，
交警部门安排专人负责审核，确保 30 分
钟内完成审核。

长沙交警部门提醒，车辆每年必须到
车辆登记地所属辖区交警大队进行报备，
才能具备本年度在长沙市城区范围内便

利通行的资格。市民可通过“便民服务桥”
微信公众号线上办理报备。办理报备的车
辆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湘 A 号牌的
轻、微型货车；车辆达到国四排放标准；车
辆检验合格、无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未处
理记录；驾驶人驾驶证状态正常。

据介绍，为确保新政顺利实施，目前
交警部门留出了 3 个月的缓冲期。4 月 1
日后，未办理车辆报备的小货车将不再
享受便利通行政策，通行范围按城区原
禁货范围规定执行，也不能网上申请临
时通行证。

值得注意的是，驾驶人要准确填选
通行的目的地，如果出现通行线路与实
际线路不一致，可能被电子警察抓拍。此
外，通行证申请审批成功后，如果车辆 1
个月内两次未在申请区域通行的，将自
动取消自审批通过之日起 1 个月的申请
资格。1个月内4次未实际通行使用的，车
辆将被列入黑名单，取消其申请临时通
行证的资格。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唐亚新
封跃林 吴功诚）记者今天从省高警局获
悉，1月1日，省高警局株洲支队查获一起
非法运输烟花爆竹案。

当天上午，株洲支队天元大队民警
在京港澳高速建宁服务区对一台江西牌
照的轻型厢式货车进行例行检查时，发
现满满一车厢被伪装成货物的烟花爆
竹。

经查，该车共运载烟花 800 箱。据驾
驶员欧某交代，这批货系从江西上栗县
运往广西钟山县，但并未办理烟花爆竹

运输手续。而且，该车为普通货车，不具
备运输烟花爆竹的资质，属于非法运输
危险品，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民警对欧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
据相关规定，对其未经批准运载危险物
品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对其运载
危险物品时未悬挂警示标志的违法行为
处以驾驶证记6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株洲市天元区
公安局作进一步处理。欧某因非法运输
烟花爆竹，被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并没收
全部货物的处罚。

创业，擦亮青春底色
——团省委帮扶青年创新创业综述

压实行业监管责任 提高治欠保支效率

张家界：帮助18名农民工
追回13.95万元工资

两天发放临时通行证605张

长沙实施小货车便利通行新政

800箱烟花爆竹伪装成货物

株洲查获一起
非法运输烟花爆竹案

气象精细化探测填补国内空白
长沙高新区涌现一批创新创业好项目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何金
燕 通讯员 岳正）今天，“红通人员”彭
旭峰及其妻子贾斯语违法所得没收申
请案一审宣判，裁定没收犯罪嫌疑人彭
旭峰、贾斯语在境内的违法所得人民币
1.03亿余元、黄金制品以及在澳大利
亚、塞浦路斯、新加坡、圣基茨和尼维斯
联邦等国家共计5处房产、250万欧元
国债、50余万美元；对彭旭峰、贾斯语违
法所得追缴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2019年12月31日，岳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红通人
员”犯罪嫌疑人彭旭峰受贿及其妻子
贾斯语受贿、洗钱违法所得没收申请
一案。经审理查明：2010 年至 2017
年，犯罪嫌疑人彭旭峰单独或伙同犯
罪嫌疑人贾斯语等人，利用彭旭峰担
任长沙市住房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
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土地承
租、设备采购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收

受有关单位、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
合人民币 2.38 亿余元和美元 12 万
元。2012 年至 2017 年，犯罪嫌疑人
贾斯语将犯罪嫌疑人彭旭峰受贿所
得人民币4299万余元通过地下钱庄
或者借用他人账户转移至境外。彭旭
峰、贾斯语分别于2017年3月24日、
3月10日逃匿境外，至今未到案。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
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彭旭峰实施了
受贿犯罪，贾斯语实施了受贿、洗钱犯

罪，检察机关申请没收彭旭
峰、贾斯语在境内外的有关
财产属于2人的违法所得及
其他涉案财产，依法应当适
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裁定没
收。法庭遂作出上述裁定。

湖南省和岳阳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
界群众30余人旁听了庭审。

“红通人员”彭旭峰及其妻违法所得没收申请案一审宣判
裁定没收人民币1.03亿余元及其他财物

直播带货 农产远销
1月3日，永顺县就业服务中心在石堤镇九官坪村举办2020永顺年货大集网络直播推广活动，帮助该村农民售卖

农产品，通过“直播带货”，当天销售额达32万元。 刘文化 欧阳芳龙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