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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在京
举行招商推介会
5大项目落户马栏山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陈铎林）28日，“中国V谷”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在
北京举行马栏山时间专场招商推介会。 爱奇艺、腾
讯、优酷等近200家国内领先视频文创企业参加。

会上，观众网华南总部基地、梅兰芳艺术基金会
马栏山国艺复兴项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
中心战略合作项目、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国家
工程实验室）马栏山大数据应用项目、北京中技国达
文化“中青视界”短视频项目等五个项目成功签约落
户马栏山。

湖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王晓鸣说，
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深入推进文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对做大做强文创产业尤为重视，提出了打造

“北有中关村、南有马栏山”产业发展格局的宏伟愿
景。 随着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省部共建
协议的签订，马栏山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引得很多在
京企业垂青，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据了解，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自2017年12月
20日成立以来，发展迅速。 目前，省、市两级政策支
持体系已经全面出台，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年内将基
本完成，湖南广电、中南传媒、电广传媒、中广天择等
上市企业正在园区加速发展，新浪、爱奇艺、西瓜视
频等260多家企业新注册落地， 园区知名度、 美誉
度、集聚度持续攀升。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周运菊 荆道滨 欧阳友忠

3月27日，宁远县委组织部如愿领回
2018年度“永州市基层党建工作先进县”
奖牌。更令人欣喜的是，前不久，他们还获
得“全省组织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宁远县基层党建工作历来突出，
2014年至2016年，曾连续3年获得“永州
市基层党建工作先进县”荣誉。 这是这些
年宁远县委组织部勇于探索， 全体组工
干部乐于奉献、辛勤付出的结果。

干部沉下去 工作实起来
“要不是骆主席帮忙，我们一家人还

得过穷日子！ ”3月26日，站在自家20亩鱼
塘前， 宁远县太平镇夏堂村养殖户夏昌
稳感激地说。

夏昌稳最初因泥鳅孵化技术不过
关，4年下来亏损近30万元，成了贫困户。
2017年， 县畜牧水产局工会主席骆辉东
结对帮扶他后， 夏昌稳的养殖事业开始

出现转机。
去年6月，夏昌稳养殖的泥鳅，出现大

批死亡现象，骆辉东忙组织技术人员会诊，
并提出解决方案，将损失降低到最低。夏昌
稳无钱购买饲料，骆辉东又作担保，帮助他
赊购饲料3万多元。 在骆辉东精心帮扶下，
去年夏昌稳纯赚16万元，成功脱贫。

“干部沉下去，工作实起来。 ”宁远县
委常委、组织部长雷军平介绍，近年来，县
委组织部创新开展“亮身份、作表率，六大
战役见行动”等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沉下去，在项目建设、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当先锋、作表率，取得显著效果。

去年年底，宁远县委在全县党员干部
中开展“比忠诚、创一流形象，比实干、创
一流作风，比贡献、创一流业绩”的“三比
三创”主题活动，进一步推动党员干部在
基层争先创优、建功立业。宁远县委、县政
府领导率先垂范，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
间，听民声，解难题。各级党员干部把产业
项目建设，作为开展“三比三创”活动的主
阵地，加快了项目落地速度。开春以来，两

次项目集中开工，21个项目总投资达
133.5亿元。

基础强起来 发展快起来
阳春三月， 宁远县湾井镇下灌村综合

服务中心，秩序井然，一派祥和景象。 景区
里，游客如云，尽享大自然的悠然与愉悦。

下灌村又名“状元村”，以前却是全县
有名的软弱涣散村，村干部说话没人听。如
今却成为全省美丽乡村和湖南省历史文化
名村。该村后进变先进的背后，是与宁远县
委组织部推进“能人治村”分不开的。

宁远县委组织部大力实施“能人治
村”工程，在外做生意的李乾旺被镇村干
部请回来当村党支部书记。在李乾旺的带
领下，下灌村脱胎换骨。 去年下灌村成功
创建国家3A级景区， 旅游综合收益达
8900万。 村民们反映，这是组织强村、旅
游富村给大家带来的实惠。

下灌村由乱变治，是该县全力整治软
弱涣散村， 筑牢基层战斗堡垒的一个缩
影。

该县“四大家”领导干部带头联系大
村、难村、软弱涣散村和扶贫村，带动带领
全县各级领导干部创建党建示范点236
个；派驻村党组织“第一书记”131名，覆盖
所有贫困村、软弱涣散村和集体经济薄弱
村。 强化经费保障，村党组织书记报酬月
均超过3000元，每年安排100万元奖励优
秀村干部,并为每位在职村干部购买4份保
险。投入2.3亿元完成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建
设，也强化了党建阵地，推进了党建工作
标准化，百姓办事也更便捷了。

与此同时，在宁远县委组织部布置推
动下，100名党员干部活跃在104家两新
组织，担任党建指导员。 宁远裕宁电子有
限公司自从有了党支部，设立了博士工作
站，引进了国内电子散热技术专家。 2018
年企业产值达6亿元，入列“2019年湖南
省电子信息制造业30个重点项目”。

党建强，发展动能足。2018年,宁远县
正式摘掉了省级贫困县的“帽子”，成功创
建省级高新区。预计今年一季度各项经济
指标均好于预期，有望实现开门红。

省公安厅现场兑现
举报黑恶势力奖励25万元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颜英华）
今天下午， 省公安厅召开集中兑现举报黑恶势力犯罪奖
励新闻发布会， 通报全省举报黑恶势力犯罪奖励实施情
况，并现场对15名有功举报人颁发奖励，其中，单人最高
奖励4万元。

据介绍，自2018年1月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全省人民群众积极参与， 踊跃提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
索。 截至目前，全省公安机关共收到群众举报线索10452
件，其中有效线索2674件，对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各
类黑恶违法犯罪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次，按照《湖南省举报黑恶势力犯罪线索奖励实施
办法》和《关于对〈湖南省举报黑恶势力犯罪线索奖励实
施办法〉进行修订的通知》规定，决定对12起案件的15名
举报人进行集中奖励，奖励金额25万元。加上此前发放的
奖励，目前已经兑现奖金共计90万元。 公开兑现举报黑
恶势力犯罪奖励，表明了湖南省公安机关扫黑除恶、除恶
务尽的坚定决心。

长沙4人举报
涉黑涉恶线索获奖励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记者 李国斌 王晗 通讯员

刘彬）今天下午，长沙市公安局召开扫黑除恶线索举报
奖励大会，对新出台的《长沙市举报黑恶势力犯罪线索
奖励实施办法》进行解读，并对4名举报人发放了6.5万元
奖金，其中有3名举报人各获2万元。

据悉，为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鼓励人民群
众积极举报黑恶势力犯罪线索，3月25日，《长沙市举报
黑恶势力犯罪线索奖励实施办法》出台。 此次受奖励的4
名举报人，也是该办法出台后奖励的首批群众。 该办法
规定，举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线索，公安机关查
证属实并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奖励
5000元至5万元人民币；举报恶势力犯罪线索，公安机关
查证属实并以恶势力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奖励5000元
至3万元人民币。

据了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长沙市共打
掉涉黑组织9个、 恶势力犯罪集团23个、 恶势力团伙47
个。 该市公安机关共摸排核查黑恶线索1000多条，其中
有一半以上来源于群众举报。

新邵县6个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
总投资近7亿元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肖斌辉 刘艳）3月28日， 新邵县重大产业项目集中
开工仪式在新邵经济开发区雪峰路项目现场举行，
宝铂新材料、亚通机械、奥托机械、海旭管业、卓旺机
械、保税仓监管仓等6个产业项目集中开工。

此次开工的6个项目涵盖新材料、 智能制造等
多个方面，计划总投资近7亿元，全面建成投产后，
预计年产值可达9.4亿元，年创税收5300万元左右，
解决就业1200人左右。 这些重大项目的集中开工，
将进一步优化新邵产业结构，拉长产业链条，壮大实
体经济，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近年来，新邵县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
优势，紧紧抓住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
的历史机遇， 全力打造全省承接产业转移新高地。
2018年，新邵县共签约项目115个，其中上亿元项目
15个，合同引资73.5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熊腾飞

陈老倌是个磨刀匠， 他出门磨
刀，总会在胸前别枚党徽，对孤寡老
人、残疾人从来不收钱。 如遇上要磨
匕首的愣头青，他非但不磨，还要教
训。

3月21日，南县南洲镇，记者见到
陈老倌时，正是他“最郁闷的时候”，
屋外艳阳高照，他却因腰椎老伤发作
不能出门。 只有聊起他的“磨刀经”，
老人才显得格外精神。

陈老倌名叫陈玲波， 今年71岁，
党龄已有45年，也许是长年弯腰磨刀
的缘故，老人的背一直佝着，脸上的
皱纹如刀刻一般。

陈老倌是1998年开始磨刀的，开
张那天，他拿着高音喇叭喊：“陈老倌
磨刀锋快的，残疾人磨刀不要钱!”其
实，陈老倌的家庭条件并不好，他原
本是个下岗职工，生育了4个儿子，50
岁的时候， 陈老倌操持磨刀的小生
意，就是要为一家人谋生计。

每天早上10时许，陈老倌出门磨
刀，方圆10余公里内，走街串巷，晚上
8时左右才收工。“磨刀喔，陈老倌磨
刀锋快的!”南县义工协会的人说，在
一些老南县人心里，这声吆喝不仅仅
能唤醒记忆，更能温暖人心。“他说我
生活不容易，从来都不收我钱，听到
他熟悉的声音,我就感到舒服 !”水果

街的熊娭毑说。
磨了20余年刀，陈老倌磨出了自

己的一本经，他将那些需要免费磨刀
的人家庭地址一一记下，摸索出每家
下一次需要磨刀的时间，及时上门服
务。 陈老倌把这称为“结对子”，这些
年来，“结过的对子”已经无法准确计
算，但免费的人群一年年在拓宽。

“我是一名党员，我要跟着党中
央的政策走。 提倡关心残疾人时，我
要提供帮助，关心空巢老人时，我就
要尽自己的能力。 ”陈老倌说，每晚磨
完刀回家，他就看新闻，看看中央最
近在关注哪些人群，他就要对这些人
群实施精准帮助。 现在 ,和他“结对
子”的有孤寡老人、残疾人、重病患者
和少数民族人群，人数超过了300户。

陈老倌在走街串巷的过程中，还

洒下了更多的爱心。 2008年，汶川地
震，他当天就把身上磨刀攒下来的50
余元捐了，回到家还动员儿子们献爱
心。 南县创建文明卫生城市后，他又
会沿街拾捡垃圾，并把它们分门别类
放进垃圾桶里……

正如磨刀需要两面推送，陈老倌
的另外一面也同样“锋利”。“我是有
点多管闲事！ ”陈老倌说，如果有人开
饭店或者摆宵夜摊找他磨刀，他会不
厌其烦地告诫别人要诚信经营，千万
别用潲水油等坑人的东西；如果一些
小年轻找他磨“匕首”类管制刀具，他
会劝阻乃至报案。 这20多年来，他阻
止了200余件可能发生的流血斗殴事
件。

东红社区有个叫曹建的居民，他
说他从孩提起， 就看陈老倌磨刀：一
张长木凳，几块磨刀石，一个电磨机，
一桶清水，一双大手捏着刀在磨刀石
上反复推送。 多年过去，这个壮汉渐
渐成了一个佝偻老人，他从事的行业
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凋零，但
他的精神会永远温暖人、激励人。
■点评

陈玲波今年71岁， 磨刀21年，一
直坚持给一些需要帮助的特定人群
免费磨刀，还会管一些“闲事”。 作为
一名老党员，他多年来跟着党中央的
政策走 , 对一些特殊人群给予关爱，
做的虽然都是一些小事，却温暖了很
多人的心。

扫黑除恶进行时新时代 组工先锋 干部沉下去 基础强起来
———宁远县委组织部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纪实

祁东扫黑除恶取得新战果
3名“保护伞”被移送审查起诉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贺志华）
记者今天从祁东县纪委监委获悉，该县公安局过水坪派
出所原所长张传民、原副所长蒋湘华和该县公安局刑侦
大队原副大队长周峰， 已于3月26日被县纪委监委以涉
嫌滥用职权罪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这是祁东县
纪委监委对已侦破的涉黑涉恶案件循线深挖，铲除黑恶
势力“保护伞”的又一新战果。

据了解， 自2018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祁
东县侦破了以彭展保为首的黑社会势力和以龙科为首
的恶势力犯罪集团，2018年12月对两起案件的39名黑恶
势力犯罪分子进行了依法宣判。 该县既打击黑恶势力，
又追查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和“保护伞”，还倒查党
委、政府的主体责任和有关部门的监管责任。 县纪委监
委对两起案件涉及的30余名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
进行了追责，其中就包括查办张传民、蒋湘华为“彭展保
涉黑案”充当“保护伞”和周峰为“龙科涉恶案”充当“保
护伞”的问题。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陈玲波是个磨刀匠，他出门磨刀，总会在胸前别枚党徽———

走街串巷磨刀 点点滴滴洒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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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烘焙
长技能

3月29日， 长沙
市雨花区高桥街道
永祥社区，学员在学
习糕点制作技艺。 当
天，该街道举办“创
业就业学堂”， 帮助
本地失业人员和失
地农民掌握技能，实
现就业。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谢小慧
摄影报道

“3·2”涉黑案件一审宣判
24名涉黑人员获刑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艳

刘敏）3月26日，新邵县人民法院对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
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督办的新邵“3·2”涉黑案件24名被告
人进行一审宣判。

据判决， 被告人曾某鹏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
开设赌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决
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3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周某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开设赌场罪、
非法持有枪支罪、敲诈勒索罪、非法经营罪，数罪并罚，决
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对其他22名被告人按照每个人在黑社会
性质组织中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以及所犯罪行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12年至4年不等的刑罚（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
徒刑21人），并处罚金、没收个人财产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截至3月26日，新邵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结打黑涉恶案
件8件53人，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30人，其中认定
构成涉黑犯罪1件24人，认定构成涉恶犯罪7件29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