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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村干部的信件怎么到省、 市里去
了？”在永州，2016年有组数据让人尴尬：全市
信访举报件，“村民告村官”747件， 占信访总
量的34.42%，还有30%涉及乡科级干部；一些
本该在乡镇、村里能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导
致群众越级访上升……

2017年， 是永州市委确立的全市基层党
建全面提升年。永州市纪委深入推进“乡镇纪
委在行动”，紧盯扶贫领域“雁过拔毛”式腐败
问题。很快，一支能征善战的基层反腐“铁军”
披荆斩棘， 一组组数据反映出群众获得感不
断提升。

“查处不是最终目的， 关键是扎紧制度
‘笼子’。”11月上旬，面对记者采访，永州市委
常委、 市纪委书记杨永表示。2017年上半年，
永州社会综治民调得分居全省第2位，群众纷
纷点赞。

“小气候”汇聚成“大气候”
明亮的谈话室，墙壁软包，高清摄像头全

覆盖；监控室内不仅可以全程监听、监看，指
挥人员还可通过耳机与主谈人及时沟通、调
整策略……

这是永州零陵区邮亭圩镇纪委的谈话室
“标配”。

乡镇纪委换届后， 永州市配齐181名乡镇
纪委书记，组建1101人的纪检干部队伍。这181
个乡镇纪委，全部实现有装备等“十有”目标。

“硬件”达标，“软件”也跟着升级。各县市
区普遍推行提级办案、分片协作、异地交叉、
上下联动办案，县乡“最后一公里”拍蝇治贪
的“小气候”，正汇聚成全面从严治党的“大气
候”。

前不久， 东安县白牙市镇纪委书记龙建
设收到一份信访举报件，问题线索盘根交错。
龙建设一边开会集体研究， 一边向县纪委报
告。很快，县纪委统筹协调，派人指导跟进，2
个问题线索很快被查实，违纪者被追责。

东安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廖劲松介绍，
该县纪委打造“三个四”联动模式，整合县纪
委、乡镇、派驻纪检组力量，以县纪委4个纪检
监察室牵头成立指导组，共同组成4个办案合

作区。像这样握紧拳头、创新机制，东安县各
乡镇今年来已立案46件，结案41件。

在道县，按照“县纪委、片区、乡镇、联村、村
级”五级划分，推行“网格化管理”；在江永，全县9
个乡镇分成南北2个纪律审查协作区……

点点成线，点线成面。今年1至10月，永州
市乡镇(街道)纪委共接受信访举报2864件，立
案646件，超过去年全年立案数，结案496件、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96人、移送司法机关6人，
党内问责1794人次。

小纪委可以办大事
道县清塘镇纪委书记周海康案头， 收藏

着一份纪律审查“思维导图”。
每当他在纷繁的问题线索中琢磨不透、

举棋不定时，翻开导图，豁然开朗。
自2016年乡镇纪委换届以来， 该县22个

乡镇纪委的137名专职纪检干部中， 有131人
是纪检新兵，占比达96%。县纪委充分研究农
村信访举报件特点，归纳总结、精心编制了6
类易发多发违纪问题审查工作的“思维导
图”，分别针对村级财务、惠民、救助等违纪问
题，每类问题的查处都有步骤书、时间表、路
线图。

“对村账乡代管和村干部坐收坐支账
目进行清账，大约4天；调取银行资料，大约
2天……”导图上，以涉及村级财务的违纪问
题查办为例，只要步骤衔接紧密，20天左右即
可快查快结。

“既是指导，也是导压。”在道县县委常
委、县纪委书记雷军平看来，导图把流程全部
写清楚，解决“怎么做”、“做什么”的问题，既
给下级纪委壮胆撑腰， 也是督促———不能对
案件久拖不结。

督促有力，指导得当，让纪检干部能办
案、敢办案。2016年，蓝山县浆洞乡在办理
一起村支书侵占危房改造资金案时， 从立
案到审理用了5个月；2017年， 在办理一起
类似案件时，因为初核扎实，从立案到审理
缩短为90天。

江华瑶族自治县桥市乡纪委书记唐艳明
上任次日， 将源头井村原党支部书记唐某带
进谈话室。此前有群众反映，唐某帮村民申领
危房改造资金时“雁过拔毛”。唐某“信誓旦

旦”说“绝无此事”。唐艳明拿出早已从银行开
具的流水清单时，唐某哑口无言。

小纪委可以办大事。随着“乡镇纪委在行
动”的深入推进，永州各乡镇纪委主动担当、
加大作为， 全市乡镇独立查办基层腐败案件
559件，同比增长3.3倍。

你不办案就要“挨板子”
蓝山县塔峰镇、 楠市镇等12个乡镇纪委

负责人没有想到，自己被“娘家人”请回去约
谈了。

“你不办案，我就办你！”今年7月，蓝山县
委常委、县纪委书记何红喜对“雁过拔毛”式
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不力的乡镇党
委、纪委书记进行约谈。约谈一结束，各乡镇
立即加大对问题线索的排查力度。

不办案被追责，永州动真格，各县区纪委
目前已约谈43个“零办案”乡镇的党委书记和
纪委书记。

道县白马渡镇， 镇纪委书记黄进立对此
感受深刻。

今年9月，白马渡镇党委书记黄涛违规操
办婚丧喜庆有关事宜。很快，黄涛被免职，黄
进立因监督不力、提醒不够、制止不力，也“挨
了板子”。面对记者，黄进立坦言，今后一定严
格履职，做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人。

“紧箍咒”越来越紧，确保“最后一公里”
监督执纪越来越严。

双牌县江村镇乌石村村支书杨某、 村主
任莫某， 将移民项目款中的3.5万元资金用于
村内环境卫生整治。经江村镇纪委立案调查，
杨某、莫某被给予警告处分。该镇纪委书记李
远卿说：“我们就是要确保每一项资金在‘最
后一公里’管理和使用规范。”

自2016年3月至2017年9月，永州共清理
排查“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线索15727个，立
案1243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912人，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84人，清退群众资金1020万余元。
据了解，在扎紧制度“笼子”的基础上，永州继
续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督”平台建设，各县区
也相继出台《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
的意见》《关于严明村级财务管理纪律的八项
规定》《村级财务管理办法》等文件，严防“有
权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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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过后 ，对不少 “剁手党 ”来说 ，
最难熬的就是等快递。有时候物流信息几
天没有更新 ； 有时物流明明显示正在派
件，却过了几天才到手。

快递员的辛苦不言而喻。这几天风寒
雨冷 ，笔者所在的小区 ，凌晨一两点仍有
快递员在自助快递柜投递快件。

然而，仍不可避免有个别末端网点出
现运营异常、 包裹积压无人派送等情况。
至于服务质量 ，就更加难以保证了 。据媒
体报道 ，暴力分拣 、野蛮装卸等问题仍有
发生。

一直以来，国内的快递业习惯以低价
竞争和粗放式经营抢占市场，导致快递收
入虽不断上升 ，利润率却很低 。由此也导
致很多问题 ，如加盟点亏损关门 、野蛮装
运、丢件损件、快递员流失率高等。而采取

高价 、高质服务策略的顺丰 ，盈利状况和
服务质量远远好于其他快递公司。

就在今年“双11”开始前，中通、圆通、
韵达等快递公司先后宣布涨价。 据称，今
年以来 ，纸箱 、塑料等原材料价格一路飙
升，涨价是为了对冲成本上涨所带来的经
营压力。

不过，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说，结束“价
格战”，也是快递企业摆脱粗放式经营、实现
健康发展的需要。大家更关心的是，快递涨
价的同时，快递服务能否跟上来。

如今，顺丰和“四通一达”均已先后登
陆资本市场 ， 快递业的竞争格局趋于稳
定，接下来，服务质量、寄递效率的提升将
成为行业竞争点。

“双11”最能显示快递企业的运营实
力， 直接影响快递公司的品牌和股价。涨
价之后，期待“双11”网购商品能尽快完整
地送达消费者手中。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黄晓晖

名片
王跃，1986年生，衡阳人，深圳一咕噜

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2014年， 在新
加坡留学的王跃与两位朋友一起开发了
Igloohome———以蓝牙技术为核心的智能
门锁生态系统。2016年， 王跃带着项目回
国发展，今年9月，该项目在湖南省青年创
新创业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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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 我在国外有一套上了
Igloohome智能锁的房子， 那边的房客要
租我家房子而我又不在，我只需要通过手
机将智能门锁设定一个密码以及密码生
效的时间发送给他，他便省去了联系我亲
自去开门、拿锁、还锁等环节。”11月16日，
王跃就向记者介绍他的离线智能门锁。

2008年至2015年，留学新加坡期间，王
跃先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核算生物学实验
室，帝国理工学院数学系从事核算生物学和
大数据研究，毕业后在新加坡电信担任数据
科学家。王跃直言：开发Igloohome智能锁，
源于本人的出租房屋体验。

Airbnb是一家联系旅游人士和家有空
房出租的房主的服务型网站。 在新加坡期
间，王跃是Airbnb网的一名房东，曾在新加
坡接待过超过300个房客，这种风靡全球的
共享经济让更多旅客感受到了集约住宿的
实惠便利。但是对于王跃来说，传统住宿模
式每次同房客交流、对接、安排客房、拿钥
匙、收钥匙浪费了大量时间精力。

“一年时间内我接待300个不同的房
客，转交钥匙，房客飞机晚点不能按时拿
到钥匙，我一年浪费100个小时，清洁工扑
空，订单的咨询不像酒店前台，有些订单
在我睡觉的时候来， 问我可以入住吗？我
没办法接待他们， 这便导致订单的损失，
一年超过3000美金。”王跃说。

为此，2014年， 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留
学博士的王跃和同在新加坡留学的两
位朋友一起研发了这套为分享经济住
宿定制的智能门锁。该系统含有蓝
牙、 键盘密码、 物理备用钥匙等。
“系统对房东来说， 具有自动为订
单生成时效键盘密码、密码在退房
以后自动失效、自动激活清洁清洗
服务、随时可以接单等功能。对房
客来说， 具有随时入住而无需等
待、自动获取订房密码、不用担心

钥匙丢失等特点。”王跃介绍说。
2014年，Igloohome项目在新加坡电

信创业比赛中拿了第一名，然后在美国做
创业孵化，把这个项目变成了产品，成为
Airbnb房东生态系统的全球官方合作伙
伴之一， 成功为超过100000名Airbnb房
客实现无钥匙入住和退房。

“国内创新创业势头足，政策环境好，
就回来了。”王跃说，目前 Igloohome在和
国内知名的短租民宿预订网络平台———
小猪短租合作，并于2016年在深圳成立了
一咕噜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9月，在湖南
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中，项目以总分第一
的成绩获得一等奖。目前，项目为上海、北
京、悉尼、墨尔本、费城、曼谷、吉隆坡等房
东服务，正在逐步成为长租公寓、短租房
源、医院、办公室等资产管理入口。

“智能无钥匙门锁是未来一个蓝海市
场，当整个社会一步一步因为移动手机支
付迈向无现金的社会的时候，人们有理由
相信未来也是一个无钥匙的社会。” 聊起
共享经济，王跃认为，在分享经济下，商品
的使用权在频繁的转交与切换，不仅仅是
共享住宿、共享汽车、办公空间的门锁、共
享存储空间 、 房产中介 ， 这些都是
Igloohome未来的目标市场。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立冬以来，长沙气温大幅下降，不少人都
穿上了秋衣秋裤抵御风寒。

“这个冬天不太冷！”11月17日一大早，家
住长沙洋湖生态新城的市民黄仕华， 依旧穿
着单衣带着孙女在家玩。 随着湖南湘江新区
两座智慧能源中心启动集中供暖， 以湘江水
为能量源的“空调”，开启了我省集中供暖的
“春天”。

湘江水的热量“搬”来供暖，
集中供暖在长沙成为可能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却在南方被冻
成了狗。”这个在网上流传颇广的段子,是不少
北方人长期以来对南方冬天的印象。近几年，
随着极端天气增多和人们生活质量要求的提
高，南方一些城市开始布局集中供暖。

“目前湖南集中供暖大部分还是采取传
统供暖形式，例如电、燃气锅炉等，只有小部
分使用的是可再生能源进行集中供暖。”省绿
色建筑委员会秘书长王伯竣透露。

我省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如何有效利用，
解决冬季湿冷天气的采暖问题？ 江水冬暖夏
凉，与环境温度有着一定的温差，推广水源热
泵无疑是个好的选择。

根据《湖南省“十三五”地热能开发利用
规划》，长沙市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以湖南湘
江新区建设为依托， 新增浅层地温能供暖制
冷面积525万平方米，重点发展地埋管地源热
泵项目， 在湘江沿岸地表水丰富的地区鼓励
发展地表水水源热泵项目。

水源热泵技术是指利用地球水体作为

冷、热源，进行转换的空调技术。“水源热泵夏
天利用地球水体自然散热后的低温水作为冷
源， 冬天利用了地球水体所储藏的太阳能资
源作为热源，为建筑供冷供热。”空调技术专
家、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李念平解释，
把湘江地表水成为空调系统冷热源， 是一种
利用清洁可再生能源的技术。

在夏季，当环境温度为35℃时，湘江温度
约为30℃，最高温差达7℃，能源中心提取湘江
水作为空调系统冷却水，通过热泵把室内多余
的热量“搬”到湘江冷却水里；在冬季，当室外温
度为0℃时，湘江温度约为9℃，能源中心通过
输入少量的电能提取湘江水中的热能制取热
水，再把湘江水的热量“搬”给建筑物供暖。

如果说， 利用燃煤锅炉供暖是集中供暖
1.0时代，柴油和燃气锅炉供暖是集中供暖2.0
时代， 智慧能源供暖将开启的则是全新的集
中供暖3.0时代。

经济、节能、环保,
智慧能源中心构建“两型”供暖体系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的核心城市、 全国可再生能源建筑示范城
市、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长沙这座城市的
发展，天然带着节能低碳的属性。

事实上，早在2016年12月27日，作为长沙
首个水源热泵集中区域供能项目， 滨江新城
智慧能源中心就已经完成了试运行。

目前， 由中节能先导城市节能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滨江新城智慧能源中心、 洋湖生态
新城智慧能源中心，已率先为区700余户住宅
用户及50余户商务用户提供优质供冷供暖服

务，今冬供暖面积达32万平方米。全面投入使
用后，预计供能总面积可达300万平方米。

相比传统空调系统， 水源热泵供能系统
在热源稳定、 节能减排和成本开支上更具优
势，经济效益显著。李念平教授曾为水源热泵
算了一笔“节能账”：和一般中央空调相比，利
用水源热泵技术， 夏季将节能15%至20%，冬
季将节能30至40%。同时，运行费用为普通中
央空调的50%至60%。

“这个空调与传统空调相比，减少了大约
4到5倍的机房占地面积， 缩小了投资费用。”
楷林国际工程部苏道军说， 成本也是一个重
要因素。商业建筑夏季空调可节约电费10元/
平方米，冬季可节约燃气费约25元/平方米。

家庭使用方面， 以100平方米的房子为
例， 安装燃气壁挂炉带地暖每月采暖费约需
1920元， 而采用水源热泵功能系统集中供暖
每月仅需650元。

“更重要的是，水源热泵区域能源系统在
用能期间无任何污染，无燃烧、无排烟，不产
生废渣、废水、废气和烟尘，可以说实现了环
境‘零污染’。”中节能先导城市节能有限公司
董事长岳劲松介绍， 除了已经投入使用的两
座智慧能源中心外，还有9座能源中心正在进
行选址、设计，总投资超过30亿元。全部建成
后，将基本覆盖湖南湘江新区全域。

记者了解到，这样的“福利”不仅仅限于
新建成或新规划的小区， 老旧小区也可以通
过水源热泵能源中心实现集中供暖。 距离能
源中心半径2公里范围外的小区，只需承担相
应的费用，得到居民、物业全体同意，便能通
过铺管施工等过程，接入整个供暖系统中。

在长沙， 一个由智慧能源中心构建起来
的“两型”供冷供暖体系正加速成型。

乡镇纪委在行动
———永州市强化基层管党治党严惩“微腐败”掠影

你的“双11”快递安全到达了吗
谈经论市

王跃：未来将是一个智能钥匙的社会

湘江水变“空调”

长沙迈入集中供暖3.0时代

11月17日， 技术人
员在长沙滨江新城智慧
能源中心泵房控制室内
操控取水供暖设备。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秦源谣

摄影报道

爱的传递
11月19日下午，湖南图书馆少儿分馆，孩子们和家长一起制作贺卡。当天，该馆举行

“爱的传递”主题活动，50多名小朋友和家长通过学习手语歌，体验爱的接力、心心相印等
游戏，让孩子们感受到爱。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姜进 摄影报道

王跃 图/张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