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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周月桂 通讯员 张佳成

正是酷暑时节，水果消费一路走旺。 记者
走访长沙市区多家水果店、超市发现，各类进
口水果占据了店面最重要位置，泰国的榴莲、
智利的樱桃、 越南的火龙果、 马来西亚的椰
子、澳大利亚的芒果……“洋水果”们一个个
光鲜亮丽、引人垂涎。

随着消费水平提升， 人们对进口水果需
求不断增加， 越来越多进口水果快速进入湖
南市场，成为市民水果篮子里的“主角”。

上半年全省进口水果增长超1倍，其
中，进口榴莲6000多吨、樱桃1000多吨

7月23日，长沙市开福区金马路一家绿叶
水果店， 分装在透明包装盒里的泰国榴莲肉
摆在店门口显要位置，吸引了不少市民挑选。
保鲜柜里，进口水果包装得整整齐齐，占据了
大部分空间。

“现在吃进口水果的人越来越多，泰国榴
莲一天可以卖掉几十个。 ”店员介绍，以前进
口水果在店面较少，买的人也少；现在店面进
口水果占到一半左右。

省内最大的水果进口企业湖南果之友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进口水果已经不再

是小众水果，现在，消费者选择水果越来越看重
的是品质和安全，而非价格，进口水果在外观、
口感、包装、口碑、食品安全方面具有优势。

据海关统计，2019年上半年， 湖南进口
鲜、 干水果及坚果2.6万吨， 比去年同期增加
1.1倍；进口额3.5亿元，增长83.4%。 进口主要
源自泰国、智利等东南亚及南美洲地区。 榴莲
为进口最多的水果，樱桃次之，龙眼、山竹、开
心果、火龙果等进口大幅增长。

其中，上半年榴莲进口额达1亿元，增长
41.7%；进口量为6016.6吨，增长35.6%，占同
期湖南省鲜、 干水果及坚果进口量的28.5%。
此外，上半年我省进口樱桃5330万元，进口量
为1072吨 。

水果全球化采购， 进境水果指定
监管场地运营， 助推进口水果更快更
多入湘

水果进口量大增，长沙海关分析，随着居
民消费水平提升，对进口水果需求不断增加；
本地企业参与全球化采购， 拉动了水果进口
量上升。

据了解，2016年以前，我省进口水果主要
从沿海口岸进口经销商手上采购。 随着近年
海关通关制度改革， 本地企业逐步获得了从

国外直接采购的条件， 进口配额在家门口提
出申请便可得到批准， 湖南本土企业得以参
与全球化采购， 湖南进口水果逐步减少国内
流通环节，节省了物流成本。

2016年，湖南果之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绿叶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等在海关办
理了注册登记，取得了进出口经营资质。 今年
上半年，这两家进口水果龙头企业进口鲜、干
水果及坚果2.5亿元，占同期湖南进口鲜、干水
果及坚果总额的71.4%。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
地今年6月正式运营，进口水果通过飞机直接
从长沙黄花机场入境，进一步缩短物流时间，
降低物流成本。 进口商长沙市绿叶农产品贸
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通过长沙机场口岸
直接入关，水果新鲜程度大为提升，市场价格
也有不同程度下降。

海关分析，未来，进口生鲜跨境电商或成
为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冷链物流技术的进步，
水果行业吸引了很多电商进入， 缩减了中间
流通环节，提高了毛利水平,成为水果行业的
一个重要发展方向；5G+人工智能技术搭载的
物联网平台， 则可降低生鲜电商企业运营成
本，提升运营效率。 基于跨境电商监管模式的
生鲜水果市场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 � �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记者 何金燕 通
讯员 刘岚 曾妍）今天，中国庭审公开网庭
审直播突破400万场颁证活动在娄底市中
级人民法院举行。此前的7月18日，娄底市中
级人民法院（2019）湘13刑终426号案成为
中国庭审公开网直播的第400万场案件。

近年来， 湖南高院着力打造开放、动
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不断推进
庭审直播工作，取得优异的成绩。 2019年
上半年， 全省143家法院依托中国庭审公
开网直播庭审案件49470场， 同比增长
250%， 庭审直播总观看量突破3243万人

次。娄底两级法院落实司法责任制，院庭长
带头办案，带头直播庭审案件，推进辖区法
院庭审公开常态化。 在全国首届百场优秀
庭审评比活动中，娄底中院直播的（2016）
湘13刑初43号被告人王建平受贿案被评
为优秀庭审案件。

据介绍， 中国庭审公开网是人民法院
的第四大司法公开平台，2016年9月正式
上线， 目前已实现全国3521家法院全接
入、全覆盖目标，全国超过11万名员额法官
网上直播庭审，日均直播量15000场，网站
总访问量超过180亿人次。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杨宏

“我真是糊涂啊，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
者，做出这样与民争利的事，实在太不应该
了。 ”

说这句话的， 是长沙市芙蓉区某民办
幼儿园执行园长刘某。

7月23日， 说起刘某违规冒领补贴被
处理的事， 芙蓉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 这还得从该区纪委监委开展教育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说起。

检查发现假公章
今年4月，芙蓉区纪委监委驻区政协

机关纪检监察组和芙蓉区教育局组成联
合检查组， 对全区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幼
儿入园补助的84所幼儿园进行了全面检
查。

为了确保130.5万元教育扶贫资金公
平公正发放到位，此次检查，专门延伸到了
民办幼儿园。

“许组长， 你看看这申报表上盖的公
章，‘芙蓉区东岸乡村民委会’， 东岸乡从
2012年就调整改成东岸街道了，这个章子
也没有具体到村， 中间还漏了一个‘员’
字。 ”在查阅某民办幼儿园申报资料时，检
查组成员刘青青发现了疑点。

“确实是，这个公章有问题。 ”带着疑
惑，检查组一行找到了这张证明的申报者。

原来，申报者是该幼儿园的一位员工，
申报的补助对象是其外孙。在申报过程中，
他找当地村委会出示证明， 村委会工作人
员因其家庭经济情况尚好， 拒绝在其贫困
证明上盖章。 他便找人用假章盖了假的困
难证明，领了不该领的补助。

在检查人员的帮助教育下， 当事人认
识到了自己的不当行为， 当场羞愧地表示
立即退回所领的补助。

园长慌乱露马脚
被冒领的钱退回来了， 事情却并没有

结束。
“申报资料上这么明显的错误， 幼儿

园、教育部门审批时为什么没有发现？幼儿
园对员工经济情况基本了解， 为什么对不
是困难家庭的申报没有及时叫停? 申报过

程中是不是还存在其他违规行为?”
检查组找来该园执行园长刘某进一步

了解情况。
“这次补助申报，幼儿园是否有组织评

审小组进行评审以及公示?”
“我们有进行过。 ”
“评审小组的成员是哪些人?评审小组

的书面评审意见在哪里?”
“这个……”
面对连续追问， 刘某开始支支吾吾无

法对答。 检查人员立马察觉：“这个园长可
能有问题。 ”

在检查组的思想教育下， 刘某终于道
出了实情。

原来，刘某作为执行园长，自己也在这
次申报中虚报冒领了补助。

因为有私心想掩人耳目，审核、公示等
确保补助公平公正的制度， 在该园便形同
虚设，根本没有得到落实。在“把关者”刘某
为自己“钻空子”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给别
人虚报冒领开了“后门”。

“扶贫奶酪”动不得
“原以为在民办幼儿园，自己又不是党

员，这种小事不会有人盯着，没想到纪委监
委这么快就查来了。”对自己违规冒领补贴
的事，刘某后悔不已。

“教育扶贫是彻底稳定脱贫的重要抓
手，必须精准到户。 ”芙蓉区纪委监委驻区
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许芳说，“有限的
指标被冒领一个， 就会相应有一户困难群
众的利益被挤占剥夺。 无论是公办园还是
民办园，涉及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我们
都必须监督落实到位，‘扶贫奶酪’ 谁都动
不得!”

最后， 刘某受到教育监管部门的严肃
处理，虚报冒领的补助资金被追回，区教育
局相关审核人员也被问责。

举一反三、由点及面，该区纪委监委随
即向教育部门发放纪律提醒函， 督促其围
绕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补助资金的申请
审批和管理发放开展自查自纠。 教育部门
所在派驻纪检监察组加强监督检查， 发现
问题线索7个，运用“第一种形态”处置3
人，党纪政务处分1人，追回不该领的补助
资金1.2万元。

长沙迎今年首轮
持续性高温天气
预计高温日将有35天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 （欧阳倩 王向）根
据长沙市气象局今天发布的消息，目前，长沙
已迎来今年以来首轮持续性高温天气， 高温
日将有35天，极端高温或达39℃至40℃。

根据气象定义， 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
35℃为“高温日”。 长沙今年进入持续性高温
时段较晚。 7月上半旬，长沙气温较往年偏低
1.4℃，且尚未出现持续3天以上的高温天气。
长沙市气象局预测，今天起至7月31日，受西
伸加强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 长沙最
高气温将持续在35℃以上，最高将达39℃。

2018年夏季，长沙平均气温为28.8℃，高温
日数为46天，高温日最长连续13天，其中城区极
端最高气温为38.9℃。 根据目前天气趋势，长沙
气象局预测今年夏季平均气温为28.5℃， 高温
日数为35天，最长连续12天左右，极端最高气温
比去年偏高，将达39℃至40℃。

长沙气象部门提醒， 市民出行需注意防
暑防晒， 户外活动比如工程作业时间要尽量
避开高温时段。 同时，水库、山塘做好蓄水保
水工作，防范后期可能出现的干旱。

� � � �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欧阳毅臻） 昨天， 省残联举行省
级培训班， 就及时了解掌握全面小康进程
中残疾人的困难和需求， 推动城乡基层组
织和基层残联组织依据实名制数据提供个
性化服务， 努力打通服务残疾人“最后一
公里” 提出明确要求。

去年9月， 中国残联、 国家统计局等
12部委共同下发 《关于建立全国残疾人基
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工作
长效机制的意见》， 就建立残疾人大数据
动态更新工作长效机制和升级版作出部
署。

据悉， 2018年， 我省完成了171.9万
名持证残疾人和3.2万余个村 （社区） 的动
态更新工作， 2019年是长效机制下开展动

态更新第一年， 对及时摸清、 实时反馈残
疾人基础数据提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我省
还有12.4万建档立卡残疾人尚未脱贫， 动
态更新工作将逐户逐人识别， 真切了解未
脱贫户的现实困难与需求， 全力协助有关
部门因户综合施策， 帮助其脱贫解困。

全省各地也通过数据指引， 精准对接
残疾人服务需求， 补足残疾人工作短板。
去年， 湘潭市通过对动态更新数据分析，
全市新增残疾人就业638人， 扶持984名
残疾人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入学，
2.6万名残疾人获得康复服务， 推动市有
关部门落实解决了残疾儿童入学、 残疾人
“两项补贴” 提标、 残疾人C5驾照培训等
残疾人普遍关心的民生问题， 从泛泛的
“只问需” 落实到点对点的“真服务”。

� � � � 7月23日17时许， 长沙市湘江财富金融
中心， 中建五局工人在高温下安装幕墙玻
璃。 当天， 湖南迎来高温天气。 24日起，
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8℃。 提醒广大市
民与户外劳动者加强防暑降温措施， 谨防中
暑。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全省法院上半年直播庭审近5万场
娄底中院一案件成为中国庭审公开网直播的

第400万场案件

补助证明上的公章为何漏了字

我省打造残疾人大数据
动态更新升级版

经济视野

湖南水果进口量为何大增

� � � � 越来越多的进口水果正快速进入湖南
市场， 装入市民的水果篮子。 今年上半年，
我省进口水果量增长超1倍———

� � �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何少波）义工筹款赈灾，一位曾是贫困户的老人
前来捐款，却坚决不留名，受到网友点赞。 7月22
日下午，在双牌县民政局、双牌县泷泊镇政府等
部门的协助下， 几位网友终于找到了这位捐款
不留名的老人———唐培淮。 老人说：“我自己有
困难时，得到了别人的帮助。 当别人有困难的时
候，我们应该尽力去帮助别人。人人为我，我为人
人，就这么简单。 ”

“我捐1500元，为灾区重建贡献自己的绵薄
之力。 ”7月20日，在双牌县文化广场，县义工协

会正在举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活动，为防汛
救灾进行募捐。人群中，一位老大爷来到募捐处，
将一叠爱心款递到工作人员手上。 经清点，整整
1500元。清点完善款后，工作人员询问老人是哪
里人，叫什么名字，怎么联系。 老人坚持不留住
址、不留姓名、不留电话，拄着拐杖就要离开。 大
家追上去软磨硬泡， 老人最后只透露自己曾是
霞灯村的一个贫困户。

贫困老人捐款不留名的善举， 让在场的人
们非常感慨。 县义工协会把这个消息在该县环
保志愿者协会工作群、 义工协会工作群进行了

传播，引发大量围观和留言，许多网友相约结伴
去寻找、看望这位好心的老人。在县民政局、泷泊
镇政府等部门的协助下， 大家终于找到了这位
好心的老人唐培淮。

唐培淮老人今年84岁， 是双牌县泷泊镇
霞灯村8组村民、2014年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2017年， 在当地党委政府和驻村扶贫工作队
的帮扶下，老人通过养殖鸡鸭、种植芋头等，
成功脱贫摘帽。

老人告诉大家， 自己是从受苦受难中走
过来的，非常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帮助
他和家人过上了幸福生活。 7月13日，强降雨
使双牌多处受灾，自己感同身受，便有了匿名
捐款的行动。 当大家邀请老人担任县义工协
会名誉会员时，老人欣然答应。

昔日贫困他人助 今日脱贫助他人
双牌老人捐款不留名被点赞

� � �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记者 唐亚新 王晗
李文耀 通讯员 刘彬）今天上午，记者从长沙
市公安局、 长沙市知识产权局联合召开的新
闻通报会上获悉， 长沙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
罪侦查支队日前破获一起特大生产、 销售假

冒日化用品案件，截至目前共刑拘19人、逮捕
5人，查获假冒产品1.6万余件，涉案金额1.6亿
元， 成功斩断了一条长期向长沙等地供应假
冒日化用品的犯罪链条。

今年3月，长沙市公安局接到“长沙多地
发现销售假冒洗发水、 洗衣液等日化
用品”的举报，随即成立专案组。

专案组侦查发现， 这些假冒的日
化用品，主要由河北、广东、湖南邵东
等地制造并流入长沙。 随后，民警兵分
两路， 一组在长沙进一步核实销售经
营情况； 另一组赴外地查明假货的生
产情况。 经过连续14天的日夜追踪，一
个以唐某为首的长沙特大售假团伙和
一个以赵某为首的邵东特大制假团伙
浮出水面。

侦查发现，赵某的生产原料、塑料包材及
商标标识主要来自浙江、广东、河北等地。 专
案组民警分别赶赴广东、浙江、河北、湖南邵
东等地调查取证，并查明了唐某、赵某等犯罪
团伙的人员情况、产业链条、层级架构等。

5月28日，长沙警方调集精干警力，赴长
沙、邵东两地开展收网行动。 29日下午，两地同
步出动警力150余人，对所有的生产窝点、仓储
点、销售门店、嫌疑人住所采取行动，共抓获主
要犯罪嫌疑人19人，查封生产销售窝点26个、日
化品流水生产线6条，查获大型仓储库房6个、运
输网络物流公司4家， 查封制假原料20余吨、半
成品10余吨， 扣押假冒注册商标的标识标签20
余万张、假冒注册商标的日化商品16200余件，
涉及20余种知名日化品牌。

案件共冻结涉案资金300余万元，扣押涉
案物品价值1000余万元，查明唐某、赵某等人
涉案金额共计1.6亿元。 目前，唐某、赵某等主
要犯罪嫌疑人被批准逮捕， 该案正在进一步
审查深挖之中。

涉案金额1.6亿

长沙警方破获特大假冒日化用品案
� � �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欧阳倩）今天，长
沙雨花经开区在全省园区中首开先河，发布
《关于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 建设智慧
园区的若干意见》（下简称《意见》），设立1亿
元专项资金， 用于支持人工智能场景应用、
企业引进培育、研发创新、人才培养等。

对完成智能化技术改造的企业， 雨花
经开区在长沙市级补贴15%的基础上，按
实际完成投资额再给予30%补贴； 若同时
获评国家级、省级、市级智能制造示范项目
（车间），在国家、省、市奖励的基础上再分
别给予100万元、20万元、10万元的配套奖
励，单个企业奖补最高额度1000万元。

在推动企业引进与培育方面， 对投
资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 雨花经开

区给予投资额的5%作为奖励，单个项目
奖励最高1000万元； 对通过租房新入驻
园区的人工智能企业， 雨花经开区根据
投资面积给予25万元至200万元不等的
资金奖励； 对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创新
获得上级认可的企业， 可按研发投入的
20%给与补助。

为拓宽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雨花经
开区不断加快智慧园区建设，重点打造智
能工厂、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等9大场景。力
争到2021年，形成15个以上人工智能深度
应用场景、30个以上人工智能应用示范项
目、15个以上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平台，集聚
一批人工智能领域的龙头企业和隐形冠军
企业。

1亿元专项资金支持人工智能产业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