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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蒋海兵 张璐）6月30日21时55分，装
载118个集装箱的厚德8号班轮，驶离岳阳
城陵矶新港码头，驶向上海洋山港。至此，
湖南城陵矶国际港务集团今年上半年共完
成集装箱吞吐量30万标箱， 同比增长
76.78%，占全年目标任务的62.5%。

今年来，城陵矶国际港务集团紧盯全
年48万标箱，其中岳阳城陵矶新港完成36

万标箱的“港口大会战”目标任务，抢抓全球
经济回暖、湖南进出口货物大幅提升的有利
时机，优化内部管理，坚持集团和各子公司
每天一调度、每月一分析、每季一讲评，对生
产经营情况进行查漏补缺。大力推行船图作
业模式，实行“一船双线”作业，装卸效率稳
定保持27箱/小时，不断刷新单月生产记录。
对集装箱堆场科学分区，错峰安排集装箱货
车提箱、卸箱地点和行驶路线，确保外来集

装箱货车30分钟作业超时率控制在10%以
内，提高了服务效率和质量，客户满意度达
到95.8%。同时，加强与船舶公司及船代公司
合作，“衡阳—长沙” 每周一班，“常德—岳
阳”每周两班，“长沙—岳阳”天天班，加快船
舶周转，提高装载率，保证箱量稳定。集团还
成立了市场拓展小分队，引进长江上游新航
线。3月份，重庆太平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
限公司首次到岳阳中转了近400标箱。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余颖 王平

在衡阳市原市委书记李亿龙家从事保
姆工作的胡兴红通过找李亿龙打招呼、批
条子，帮人调动工作、找工作，从中收受他
人贿赂共计20万元，最近被长沙县人民法
院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4个月。

为李亿龙当保姆3年，
每月工资3000元，
由市委办公室承担

胡兴红于1970年11月出生， 初中文
化，无业，住衡阳市华新开发区洋州丽园小
区。

2013年6月18日， 衡阳市委机关行政
事务管理处与胡兴红签订劳务合同， 虽然
合同只签订半年， 但从2013年6月至2016
年4月， 胡兴红为李亿龙在衡阳市警备区
的住宅提供家政、保洁服务，工资待遇为每
月3000元，费用由市委办公室承担。

长沙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显示， 胡兴
红和李亿龙关系密切。

找李亿龙批字，
把人从常宁市公安分局调到
蒸湘区公安分局，收了10万元

2014年初，衡阳某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王某， 了解到胡兴红在衡阳市原市委书记
李亿龙家中从事保姆工作这一情况后，找
到胡兴红，想通过她找李亿龙打招呼，将其

在常宁市公安分局工作的表弟小涛调到衡阳
市工作。

胡兴红说，调到市里来不好调，很难。王
某对胡兴红说，小涛是我的亲戚，他父亲年老
多病，没人照顾，想调到衡阳市工作，方便照
顾父亲，你尽力去试，搞成功后我给你10万
元到15万元都可以。

几天后，胡兴红见李亿龙在家心情不错，
便拿出小涛的调动报告，对他说，这个人是我
的亲戚，父亲年老多病，没人照顾，想调回市
里工作，方便照顾家里。李亿龙看了看报告，
问小涛在常宁市工作了多长时间， 随即就批
了字，大概意思是：请衡阳市公安局局长周某
酌情照顾为荷。大约两年时间，小涛调入衡阳
市公安局蒸湘区分局工作。

2016年4月， 王某为此送给胡兴红10万
元现金，胡兴红予以收受。

通过李亿龙帮忙，把人调入
南华大学工作，收了10万元

2014年年中，王某又找到胡兴红，说他
老家有个老兄的儿子小谢想去南华大学工
作，小谢符合进南华大学工作的条件，看能不
能找李亿龙批字解决。王某说，这是自己家人
的事，帮下忙，办好的话，老规矩不变。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胡兴红拿着小谢的
简历等资料，很小心地对李亿龙说：一个朋
友的儿子想去南华大学，应该还优秀，可否
帮忙批个字。 当时李亿龙翻看了一下资料，
没有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李亿龙在材料上
批了字，大概意思是：请南华大学校长文某
给予酌情考虑。2014年7月， 小谢被聘用到

南华大学工作。
而在李亿龙批字的前一天， 胡兴红就找

到了王某，说事情可以办好，王某给了她10万
元现金。

案发，因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获刑

2016年4月8日， 李亿龙涉嫌严重违纪，
接受组织调查。 同年4月23日，长沙市雨花区
人民检察院对胡兴红立案侦查。

经雨花区人民检察院查明， 胡兴红从
2013年6月起在衡阳市原市委书记李亿龙家
从事保姆工作， 负责李亿龙一家的日常生活
起居，属于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
其利用李亿龙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请李亿龙在请托人王某递交的材料上作出批
示，要求对他人的工作调动、应聘予以照顾，
在此过程中，胡兴红收受了王某人民币20万
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388条第一款之规定，涉嫌利用影
响力受贿罪。

案发后，胡兴红分别于2016年10月11日
向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退缴赃款10万
元人民币，于2017年1月5日向长沙县人民法
院退缴赃款10万元人民币。

该案由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长沙县人民
法院管辖。2016年10月25日， 长沙市雨花区
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对该案侦查终结， 并移送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017年3月20日， 长沙县人民法院以利
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胡兴红有期徒刑1年4个
月，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20万元，并处罚金
人民币10万元，上缴国库。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沙兆华）6月
30日，省残联启动2017年“情系基层”康复服
务行动，今年主题为“情系基层，健康扶贫”，
重点服务内容为精准康复服务指导、 基层康
复机构建设指导和直接为建档立卡的贫困残
疾人提供康复服务，通过推进精准康复服务，
进一步提高基层康复能力。

近年来， 我省残疾人康复事业的投入不
断增加，但是基层康复机构、康复人才队伍等
康复服务体系的建设严重滞后， 服务能力与
残疾人的需求差距巨大。 针对这一短板，
2013年开始，省残联决定成立“情系基层”康
复服务队， 服务队队员来自省残疾人康复研
究中心、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等单位康复专家，
通过持之以恒地开展康复帮扶活动， 面对面

地解决基层面临的实际问题。5年来， 康复服
务队对全省14个市州，200余个各类基层康
复机构，20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5000多名
残疾儿童和家长开展了面对面的康复服务。

在康复服务行动推进下，全省残疾儿童康
复机构数量和康复质量大大提高。全省残疾儿
童康复机构从五年前的87家发展到目前的
158家，益阳市、怀化市、永州市等地实现了县
级机构“零”的突破。基层康复机构的质量不断
提高，涌现了郴州市朝阳儿童培智中心、岳阳
市博康康复管理中心、邵阳市隆回启智康复中
心等一批样板机构。4年来，1670名聋儿，9200
名智障儿童，1770名孤独症儿童，11045名脑
瘫儿童得到更优质的康复服务，残疾儿童的康
复有效率、家长的满意率逐年上升。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
讯员 刘双）6月29日， 华融湘江银行发布全
新打造的普惠金融重点产品： 互联网消费贷
款“融安贷”。打开手机，在华融湘江银行直销
银行“华融e银”APP中点击“贷款+”，即可体
验使用，最快1分钟获得贷款额度。

“融安贷”是华融湘江银行与众安保险联
手推出的一款互联网消费贷款，采用了大数据风
控与履约保证保险相结合的新模式，贷款面向湖
南省内具有稳定收入的企业职工，无抵押，无需

任何纸质资料，无任何中介，无手续费，全流程线
上办理。该产品充分体现了“方便、快捷、低门槛”
的普惠金融特点。用户通过直销银行“华融e银”
APP提交申请后，1分钟即可获得自己的贷款额
度，发起借款后资金10分钟即可到账。借款金额
门槛低， 最低可以只借1000元， 最高可借30万
元，且采用循环授信模式，在授信有效期内可以
随借随还， 帮助用户轻松应对各类消费需求。更
重要的是，“融安贷” 作为一款普惠金融产品，借
款成本更加实惠，借1万元每日费用低至1.9元。

城陵矶港集装箱吞吐量飙升
上半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2.5%，同比增长76.78%

保姆利用影响力受贿20万元
获刑1年4个月，处罚金10万元，违法所得20万元被没收

推进精准康复
省残联启动“情系基层”康复服务行动

手机一点可贷款 最高可借30万
华融湘江银行“融安贷”上线

7月3日，保靖县清水坪镇马王村，村民采摘金银花
上市。近年来，该县推行“公司+基地+农户”运作模式，加
快山区群众脱贫致富步伐。 俞采华 陈亚平 摄影报道

金银花助农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