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日 报 10月 10日 讯 （金 慧
蒋 红 霞 ）“今天是第 24个世界精神
卫生日， 祝我们节日快乐！” 舞台
上，42岁的精神病患者心语（化名）
化着淡妆、穿着紫色礼服，成功地主
持了近300人参与的长沙市精神病
医院首届精神健康文化节， 台下一

片掌声。
近年来， 长沙市政府高度重视精

神卫生工作， 为全市的精神病患者提
供药物救助和住院救助， 凡具有本市
常住户口，经县级以上（含县级）精神
病医疗机构诊断的城乡精神病人，均
可进行申请，并在各区县建立7家区级

精神康复会所， 帮助精障患者重返社
会，建立了免费药物救助、免费住院救
助、免费身体检查、免费社区康复四免
费救助康复模式。 据长沙市民政局统
计，今年截止到9月，长沙市共救助了
近9万名精神病患者，药物支出和住院
支出金额逾2000万元。

长沙建立精神康复“四免费”模式

（紧接1版）目前相关顶风违纪的责任人
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党纪政纪处分，并
下发通报正风肃纪，在当地干群中引起
强烈反响。

张家界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
任苏振介绍，今年来，全市共查处违反
作风建设问题86个，89人次、27家单位
被通报批评；查处侵害群众利益行为案
件160起101人次， 全市涉农村信访举
报同比下降了42.1%， 群众满意度明显
提高。

■整改成绩
目前，张家界通过“一单三制”，逐

一建立包括整改内容、责任单位、责任
人、 整改时限和工作进度等问题清单，
将问题集中交办给有关责任单位和区
县进行整改落实，并对整改落实情况建
立动态的工作台账。 目前，18个具体问
题有12个已整改到位， 其余6个正在积
极整改中。

党风廉政建设方面，针对巡视组交
办的19件重要问题线索， 目前8件线索
已调查处理完毕，其中市人防办原主任
王作成等5人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
关； 其余11件问题线索也已初核了结；
今年共对执行落实相关制度不力的10
家单位追究主体责任、7家单位纪委（纪
检组）追究监督责任，履职不力的17名
相关责任人分别受到通报批评、诫勉谈
话或免职的问责处理。针对建设领域反

映问题比较多，张家界梳理违法建设行
为，对全市所有建筑施工工地逐一进行
巡查，建立巡查台账，对不严格履行基
本建设程序的违法建设责任主体及时
责令整改、通知停工和立案查处，共立
案查处违规建设项目11起，结案9起，处
罚款80万元。

作风建设方面， 完善问责机制，对
10种庸懒散乱行为进行严肃问责；广泛
开展电视问政、“四走四问四解”和领导
干部“五联”活动，全市1.5万名党员干
部走访基层老百姓、 老党员老干部、回
乡老乡、企业老板共计6.8万人，收集各
类问题9352个， 集中交办给35个单位，
目前已经整改到位或基本整改到位率
达到了84.4%。规范
行政审批和公共服
务事项的运行流
程， 市本级保留行
政审批173项，减少
167项， 精简49%。
严肃查处违规私设

“小金库”行为和乱
发津补贴行为，狠
刹干部违规操办婚
丧喜庆事宜借机敛
财和公款吃喝、公

车私用之风。今年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典型案例20起，处理党员领导干
部和国家公职人员40人，给予党纪政纪
处分22人。

■感言
张家界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
刘越高

在抓好具体问题整改的同时，张家
界始终把如何举一反三， 拓展巡视成
果，研究、出台治本之策作为巡视整改
工作的重中之重。 目前建立了市委“五
人小组”，定期听取纪检监察、财政和审
计专项监督检查情况汇报；建立市委巡

查制度，成立了4个市委巡查组，定期巡
查监督；完善选人用人机制 ，提高干部
评价使用公信力。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对照巡视反馈
意见，坚持问题导向，不折不扣抓好整
改工作，着力在推动建章立制 、构建长
效机制上下功夫，以整改的实际成效取
信于民。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李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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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5年 10月 10日

第 2015276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280 1040 291200

组选三 534 346 184764
组选六 0 173 0

0 1 1

张家界 多云 15℃～26℃

吉首市 阴转多云 14℃～25℃
岳阳市 多云 16℃～23℃
常德市 多云转晴 15℃～25℃
益阳市 多云转晴 16℃～26℃

怀化市 多云 14℃～25℃
娄底市 多云转晴 13℃～24℃
邵阳市 多云转晴 12℃～25℃
湘潭市 晴 14℃～26℃

株洲市 多云转晴 15℃～25℃
永州市 小雨转多云 15℃～24℃
衡阳市 阴转多云 16℃～25℃
郴州市 小雨转多云 17℃～24℃

今天，多云间晴天
明天，晴天间多云
北风 2~3级 15℃～25℃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２０15年10月11日 星期日

长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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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法人微博湖南日报公众微信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张明子 乔雁城）10月8日，临湘
市境内的岳阳环宇药业新上的2条生产
线正式投产，这个由农业银行临湘支行
“输送”2800万元贷款所支撑的项目，将
使该企业生产规模扩大1倍， 年产值达
1.7亿元。 据了解， 临湘市自年初开展
“借力金融助增长” 活动以来， 先后有
207家企业受惠金融机构“输血”而实现
了“快速增长”。

临湘市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将“借
力金融” 作为助推增长的一项重要对

策来抓。该市从优化金融生态入手，每
季度召开一次政银协调联席会， 解决
金融机构运行中的重难点问题， 对恶
意逃废银行债务行为， 该市掀起不良
贷款清收风暴。截至9月底，该市累计
为金融机构清收不良贷款1.2亿元，国
家公职人员不良贷款已基本“颗粒归
仓”。

该市出台了《临湘市金融机构信
贷投放奖励办法》，重点考核各金融机
构新增贷款，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有效
信贷投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年奖励

金额达30万元。 市财政建立了贷款担
保基金500万元，引导金融机构发放创
业再就业贷款累计达到6500万元。该
市金融办不定期牵头召开银企洽谈
会，指导企业完善财务管理，不断提高
信用等级。今年来，该市金融办联手八
大商业银行， 举办有关金融知识培训
班2次， 企业人员共受训137人次。
该市还鼓励各商业银行金融人才
驻企对口“援助”。

政府与金融机构的“携手”，给
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活力， 该市各

金融机构今年累计投放贷款较去年同
期增长12.1%， 至9月底贷款余额达到
51.3亿元。金融机构输送的“血液”，使
该市13家企业“长大”为规模企业，为该
市带来了41亿元的新增产值，助推全市
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 新增就业岗位近
4000个。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石林荣）“我家的苗绣花带每年
纯收入都在3万元左右。”10月8日， 花垣
县麻栗场镇沙科村村民刘家志一边展示
着花团锦簇的苗绣产品， 一边笑嘻嘻地
对记者说。 而花垣县文化产业办提供的
数据显示， 该县苗绣产业年产值已突破
亿元，年实现利润4100万元左右，苗绣产
品远销日、美、德、法、澳等10多个国家。

苗家女人人会刺绣。古老神秘的苗
绣色彩鲜艳明快， 纹样造型夸张生动，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苗族人口占77.3%的花垣县，先后
投入400万元， 用于苗绣、 织锦的新工
艺、新产品开发和技术攻关，并在政策、
税费、贷款、物资等方面实行重点扶持，
使其在传承的同时,走向市场。目前全县
已开办了县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厂、振兴

机绣厂、边城工艺厂等19家国营、集体、
私营的苗绣、织锦专业生产厂家 ,并有
苗绣研发公司21家、苗绣合作社18家和
苗绣、 织锦培训基地15家以及苗绣、织
锦传习所38家。到9月上旬，全县已有从
事苗绣生产的作坊和工厂129家， 拥有
固定资产达7865.3万元。

为培养后继人才，花垣将苗绣艺术
引进中小学美术课堂，苗绣大师定期到

校园传授技艺。同时，该县采取民间老
艺人传帮带的办法，举办苗绣、织锦工
艺培训班， 年培训学员达5000人次。目
前，全县有专门从事苗绣、织锦产品开
发的专业技术人员126人，有各类苗绣、
织锦设计、 绘制和绣织的民间老艺人
3360余人；苗绣、织锦艺术示范户1226
户，从事苗绣产业的人数达1.6万人，年
制作各类苗绣、织锦工艺品81万件。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通讯
员 王建军 记者 廖声田 ）10月
10日，张家界市旅游主管部门依
法依规对近期新闻曝光的两起
旅游宰客事件进行顶格查处，张
家界市委常委、副市长程丹峰表
示， 凡是损害游客利益的行为，
坚决一查到底，顶格处理。

国庆前夕，新京报记者暗访
某旅行社“湖南六日游”，以《张
家界一景点门票 96元导游收
230》为题，报道导游挨个说服参
加自费项目，变相强制游客消费
内幕。10月9日晚，中央电视台财
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以《张家
界低价宰客：让你走不了》为题，
报道强卖套票“有猫腻”。

国庆期间，针对新京报报道
变相强制游客消费内幕，张家界
就成立联合执法组，全面检查景
区价格防止欺客宰客现象发生，
并加强明码标价和服务公示，增
派工作组，采取明察暗访、公开
通报等方式，重点监督旅行社和
导游。

10月10日， 张家界旅游主
管部门对新京报暗访所涉及的

张家界纳百利旅行社组团时存
在虚假宣传问题处以5万元罚
款，对纳百利旅行社组团后转交
平安旅行社地接时未履行告知
义务，未征求游客本人书面签字
同意的问题处以30万元罚款；对
纳百利旅行社涉事门市部经理
个人处以2万元罚款， 没收纳百
利旅行社违法所得，暂扣涉事导
游员导游证6个月。 对于央视报
道所涉及的张家界中国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和张家界中青旅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进行初步
处理，报请省旅游局依法依规吊
销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导
游证，市工商部门依法依规吊销
旅行社营业执照。 张家界旅游
“一诚通” 管理系统对两名导游
终身禁止从事旅游接待活动。

同时， 张家界市旅游工作委
员会还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立即终
止景区捆绑经营行为， 并对景区
景点价格行为进行规范整治；对
涉事景区是否有商业贿赂行为进
行调查处理； 所有涉旅职能部门
对全市旅游市场秩序进行全面整
治。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通讯
员 郭雯）9月底， 株洲市石峰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李某等27人
涉嫌非法拘禁罪一案，27名被告
在法庭“排排坐”。据悉，这是该
区历史上审理的一起提起公诉
人数最多的非法拘禁案。

起诉书显示， 去年6月至当
年底，被告人李某、周某、周某分
别担任株洲一传销组织“寝室”
的领导。为发展下线，该团伙以
谈恋爱、做生意等为由，从全国
各地骗人入伙。去年9月28日，团
伙成员王某以谈恋爱为由，将受
害人邓某骗到株洲。邓某不愿入
伙，被人扣押手机、贴身看守等。
第二天， 他准备出逃时被追回。

数天后，不堪压力的邓某只得花
16000元购买了该传销组织提
供的产品。考虑到邓某家人已报
警，团伙成员将邓某押送到火车
站后“放归”。此时，邓某已被剥
夺人身自由16天。

该团伙还用同样方式， 非法
“扣押”多人。遇到不顺从者，则以
恐吓、打骂逼其就范。审理案件的
法官介绍，被提起公诉的27人中，9
人为女性，部分曾是传销受害者。

公诉人介绍， 这起案件中，
27名犯罪嫌疑人主要活跃于石
峰区一带，在“寝室长”领导下，
分工协作，形成一个整体，系共
同犯罪，所以都被以涉嫌非法拘
禁罪提起公诉。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脱冬 易朗朗

10月10日14时30分，岳阳市岳阳
楼区区委书记秧励兴高采烈地给岳
阳市江豚保护协会送来一条大鲵（又
称“娃娃鱼”）。他说：“你们是保护水
生野生动物做得很出色的民间组织，
你们的事迹很感人。希望娃娃鱼能在
你们这里得到救护。”

12时35分，秧励致电江豚保护协
会，称其获得一条娃娃鱼：“太珍贵太
可爱了，想送给协会放生。”

14时30分，他手端一个红色塑料
盆子，来到协会。盆内大鲵长约65厘
米，重约1.5公斤。为了防止被蚊虫叮
咬，秧励特意用自家精致的篾筛子罩
在盆子上。他深情地说：“它哭得像小
孩，很可怜，所以我赶紧送来了。”

协会秘书处迅速调来专门的高
级兽医师谢拥军， 对大鲵全身悉心
检查。“大鲵是两栖动物， 属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叫声很像婴儿的哭声，
因此人们又叫它‘娃娃鱼’，主要产
于长江、 黄河及珠江中上游支流的
山涧溪流中。”谢拥军说，“这条娃娃
鱼尾部皮肤有轻微的充血。 建议送
到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通讯
员 李银明）今天下午，一场精彩
的演唱会在长沙举行。这是来自
全国各地的一批原创歌手为身
患尿毒症的重病退伍军人孟富
坤募集治病资金。

孟富坤是湖南沅江人，今年
32岁，系退伍军人，不幸患尿毒
症，前期治疗已经花费了大量资
金，今后进一步治疗还需要很多
费用。前不久，长沙本土原创歌
手晏文彬等获悉孟富坤的情况

后， 对他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
他们纷纷行动起来，联系全国各
地一批原创歌手，包括香港歌手
阿昌连夜从香港赶来，为孟富坤
伸出援手。他们在中国公益总会
湖南工作委员会、义工组织常青
藤爱心会、湖南梦之声明星传媒
的组织下，发起了一场公益演唱
会，并将所有演出收入捐献给孟
富坤。 据演唱会导演于洪光介
绍，当天的演出，共募集爱心款
近10万元。

通讯员

高额罚款 吊销执照

张家界顶格查处
旅游宰客事件

传销团伙非法拘禁多人
石峰区法院开庭审理李某等27人涉嫌

非法拘禁罪一案

原创歌手倾情重病退伍军人

书记
心疼娃娃鱼

10月10日，益阳大桥钢围堰在资江顺利下水。该钢围堰由益阳中海船舶有限责任公司建造，长45米、宽18.6米、高12.5
米，总重450吨。钢围堰是在深水中建造水利工程时修建的围护结构。 李中宏 摄

金融输血 企业健旺临湘

传奇苗绣 产值过亿花垣

“一单三制”抓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