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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浓眉大眼，精神抖擞，扎身在数叠厚厚的案
卷资料堆中。

11月13日，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
局主任科员雍新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正在起
草对省内某燃气企业垄断案的处罚决定书。

主办10余起传销大要案， 参与遣返传销
人员1200余人，营救被困传销人员40余人；协
助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20余次，
主办经营者垄断案件7起、行政性垄断案件20
余起……近20年来，雍新安坚持“执法为民”，
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处。

最近， 省委组织部通报表彰一批担当作为
的优秀干部，雍新安名列其中。

深入“虎穴”：铲除传销“毒瘤”
“传销害人害己，一定要打小打早，将其消

灭在萌芽状态。” 多年办案经历，让雍新安对打
击传销有了更深理解。

早些年，雍新安接到群众举报：湘潭易俗河
地区有大批异地传销人员聚居。为逃避打击，传
销组织白天睡觉，深夜洗脑培训，并派专人望风
把守，控制传销人员人身自由，组织极为严密。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雍新安自告奋勇前去卧底， 打入传销组织

内部3天3晚，终于摸清了基本情况。经周密部
署，当地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出动200多名执

法人员，一举端掉该传销组织，现场抓获传销头目
10多名，清理遣返传销人员300多人。

雍新安一身是胆。他经常实地暗访，直接查办
多起重特大传销案件， 令许多传销骨干分子又恨
又怕。

为破获某国“莱科萨斯”特大传销案，雍新安
带领岳阳市有关办案人员远赴广东珠海直取“莱
科萨斯”中国区域的“巢穴”，查获该传销组织大量
关键证据。其后，公安、市场监管部门联手抓捕该
案传销头目4名，成功铲除这一传销“毒瘤”。

敢于出手：“整治”公用企业
公用企业集中在供水、供电、供气、通信、公共

交通等行业领域，对其经营行为进行规范整治，事
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

公用企业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如违规收费、
强制搭售等， 损害消费者利益， 影响市场公平公
正，是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

2016年，雍新安深度参与调查长沙某燃气公
司违规收取企业、单位用户押金问题，最终促使该
燃气公司整改，全面清退已收押金1.3亿元，受益
企业1000多家。

让雍新安印象深刻的事， 还有对长沙某公交
公司涉嫌不正当竞争问题的调查。 其结果直接惠
及民众： 促使该公司每张异形公交IC卡降费6元，
并整合公共交通类IC资源，推行“五卡合一”举措，
让市民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反垄断法》实施以来，雍新安还主办了保险、

混凝土、盐业、电力、燃气等行业经营者垄断案件
多起。如，一些市州保险行业分割新车保险市场、
永州盐业行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他将案子办
实办好，给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016-2018年，为期3年的全国集中整治公用
企业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专项执法行动中， 湖南
查办的案件数量连续3年位列全国前三。

毫不懈怠：做群众利益守护者
常年行走在办案一线， 面对久攻不下的棘手

案件，如何迎难而上最终攻克？
“得有坚定的信念，不能轻易言败，还得有办

案的智慧技巧……”谈及多年的办案经验，雍新安
说，最关键的是要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处，敢拼敢
闯，懂得取舍。

2017年，雍新安和同事查办长沙税控设备销
售行业垄断案，一度陷入僵局。雍新安没有气馁，
经受多重压力， 连续两天在当事人办公室查阅财
务账本，发现关键证据，最终顺利办结该案。

“奉献不言苦，追求无止境。”这是雍新安恪守
的人生信条。 他经常在8小时之外钻研办案方法，
默默付出。他主办和参与的100余起案件中，没有
一起产生复议、诉讼。

雍新安还参与《禁止传销条例》等法规起草、
《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 等法律法规修订。
他在学中干、干中学，已是全省系统内公认的竞争
执法办案专家， 被称为打击传销和竞争执法办案
的“活字典”。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龙
文泱 刘谦）11月13日，由中央文史研
究馆书画院、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湖南
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北京画院联合
主办的“张青渠中国人物画作品展”在
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 美术界名家王
镛、马新林、王培东、于洋、李乃宙、朱
训德、魏怀亮等出席了开幕式，北京画
院原院长王明明观看了展览。

本次展览展出了张青渠创作的人
物画作品100余件， 分为人物画和传统
京剧人物画两个部分。这些人物画格韵
高雅，注重笔墨、留白，充满灵动之气
韵，既有传统中国画的底蕴，又有学院

派严谨扎实造型的功底。尤其是传统京
剧人物画《穆桂英挂帅》《梨花颂》《群英
会》《铡美案》《琼林宴》等，是画家在常
年关注京剧艺术、与京剧演员深入交流
的基础上创作的。活灵活现的京剧人物
形象，受到北京观众的欢迎。

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中国文
联副主席冯远对张青渠在中国人物画
方面的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张青渠，1944年生，河南偃师人，
号半方楼主，1970年毕业于广州美术
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
馆员。

11月15日，涟源市古塘乡中心学校，研究生在给学生们上语文课。今年，通过自愿报名和考核选
拔，南华大学挑选6名研究生来到对口扶贫的偏远山乡，开展为期一年的研究生教育扶贫支教活动。

曹正平 摄

“张青渠中国人物画作品展”
在京开展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徐
亚平 通讯员 方颖军)今天，记者从岳
阳职业技术学院获悉，该院29名学生
进入融创文旅集团“欢乐工程师”人才
培养项目， 该院即将毕业的253名游
乐设施学院学生已被全国20多家游
乐产业龙头企业抢订一空， 市场热切
需求也紧盯上了尚在学校学习的近
1000名学生。从学生求职就业到企业
“抢人大战”， 岳阳职院正充分享受着
这种人才被迫切需求的育人“红利”。

作为目前全国唯一的游乐设施产
业联盟人才培养培训基地、 全国第一
家大型游乐设施检测员（师）考证与培
训基地， 岳阳职院已成全国游乐产业
人才培养的摇篮。 该院依托机电一体
化技术（游乐设施运营与维护方向）专
业， 于去年成功入选国家第三批现代

学徒制试点单位。今年1月和10月，该
院成功举办了两期全国大型游乐设施
检验员（师）资格证考核培训班，共有
358名学员参加。

今年来， 岳阳职院乘国家优质高
等职业院校、国家“双高院校”高水平
专业群立项建设单位东风， 积极打造
行校融合、互培互用、师生共建模式，
助推产业建设。 学院挂牌成立游乐设
施专业2个大师工作室， 聘请27名游
乐设施企业一线专家担任兼职教师，
组织教师下企业锻炼， 联合开展横向
技术攻关课题项目1个， 共同开发湖
南省游乐设施行业标准、检测标准、企
业员工岗位标准等； 申请游乐设施相
关专利1项， 制作了教学视频和动画
等教学资源726个、 专业核心课程标
准14门。

游乐龙头企业展开“抢人大战”
岳阳职院坐收育人“红利”

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处
———记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局主任科员雍新安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金慧 李银鸽）今
天， 第三届长效缓释新药研发国际高峰论坛暨
2019湖南医药原辅料产业园（长沙）投资合作
论坛，在长沙市望城区开幕。国内外近20位生
物医药领域的专家学者聚集长沙， 共话大健康
产业。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振峰、周其林出席。

该论坛为期2天，以“共话创新成果、促进产
业融合”为主题，由望城区政府、长沙市生物医
药产业链推进办公室主办，望城经开区管委会、
湖南华腾制药有限公司承办。 专家学者们围绕
长效缓释新药开发技术与应用、 生物医药新技
术产业化等议题进行探讨， 为推动中国新药创
制成果应用及产业化提供思路。

“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人民群众健康与生
活质量的重要产业， 也是长沙重点发展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生
物医药产业链链长王国海介绍，近年来，长沙市
以加快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培育、引
进了一大批医药知名企业，形成了以现代中药、
药用辅料、高端原料药和制剂、检验检测为主的
产业发展格局。去年，全市生物医药规模工业总
产值突破700亿元。

生物医药大咖聚长沙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李辉辉) 如何发挥标准引
领作用推动产业发展？11月14日，由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湖南大学主办的
第四届“标准化与治理”国际学术会议
暨产业高质量发展 (长沙) 主题活动
上，法国标准协会、英国标准协会、UL
美国保险商实验室分别与长沙市标准
化协会签约， 为长沙产业快速发展提
供标准体系和标准支持。

长沙近年实施“标准强市”战略，共
组织或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10项、国家
标准180多项、湖南地方标准近600项，
先后有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264烟
花爆竹、ISO/TC96起重机，全国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混凝土机械分技术委员会，
省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
组）等落户长沙。同时，鼓励浏阳市烟花
爆竹行业400多家企业积极参与国家
第二批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专
项行动，对326项标准进行比对，将57家
烟花爆竹企业成功培育成行业内的标
准“领跑者”。

来自美国、德国、韩国、荷兰等国
家的专家学者，以及国内政府、高校、
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 与会专家认
为， 长沙与各国标准机构的合作，有
助于实现中国标准与国际实践接轨，
为湖南新兴产业经验推广到国际舞
台搭建良好渠道。

长沙稳步推进“标准强市”战略
法国标准协会、英国标准协会、UL美国保险商

实验室分别与长沙市标准化协会签约

研究生支教进山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