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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4 月 20 日讯（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蒋伟）记者今天从
省 纪 委 监 委 获 悉 ，长 沙 市 委 原 常
委、市人民政府原常务副市长陈泽
珲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
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长沙房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董事、总经理田安阶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长沙市纪
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长沙
市 国 资 经 营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党 委 委
员、董事、副总经理陈熙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经省纪委监委指定，目
前正接受衡阳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陈泽珲，2000年10月至2006年
9月，历任岳麓区委书记，长沙市委助
理巡视员、岳麓区委书记；2006年9月
至 2011 年 10 月，任长沙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2011年 10月至 2017年
1月，历任长沙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长沙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

常务副市长、市人民政府党组副书
记。

田安阶，历任中国铁通益阳分
公司总经理，中国铁通长沙分公司
总经理兼党委书记，中国铁通河南
分公司副总经理兼郑州分公司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中国铁通湖南分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副总经理（其间于
2010 年 11 月至 2013 年 7 月，挂职怀
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长沙市轨道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长沙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
理等职务。2019 年 7 月至今任长沙
房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董事、总经理。

陈熙，历任长沙市天心区工业经
济局副局长，共青团天心区委员会副
书记、书记，天心区大托街道主任、党
工委书记等职务。2016年 9月至今任
长沙市国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委员、董事、副总经理。

长沙3名党员干部接受审查调查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记者 周
俊）4 月 18 日，娄底市娄星区对辖区
内学校疫情防控工作开展全面督查，
并加大对无症状感染者筛查，消除疫
情隐患。通过加强筛查发现、隔离治
疗、复诊随访、社会宣传等举措，娄底
切实筑牢疫情防控屏障，有效控制潜
在传染源。

在企业复工复产、学校复课的关
键时期，娄底将无症状感染者防控工
作摆在突出位置，进一步拧紧疫情防
控安全阀门。动员社会公众、企业、学
校在复工复学前开展核酸检测，并对
重点人员实行全覆盖；全市医疗机构
率先对无症状感染者执行与确诊患
者相同的防控措施，锁定可能的密切
接触者并落实隔离措施；将无症状感
染者一律安排到市级定点救治医院，
参照轻症病例管理，提供心理疏导，

进行全方位医学干预；无症状感染者
接触隔离医学观察后，及时网络报告
其转归和管理情况，杜绝瞒报、迟报、
漏报等现象。

娄底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服务
作用，每名无症状感染者安排 1 名
网格管理员、1 名家庭医生、1 名公
安民警共同负责，对其进行健康检
测和提供生活服务保障，确保隔离
医学观察到位、登记记录到位、信息
报送到位。

同时，加强健康教育，提升公众
对无症状感染者的认识，引导公众既
不麻痹大意，也不盲目恐慌，自觉坚
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和自我防护。加大
重点场所和特殊人群管理，全面强化
学校、托幼机构、监管场所、养老机
构、福利院、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等场
所防控，确保安全。

扎实做好无症状感染者防控

娄底拧紧疫情防控安全阀门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记者 陈淦
璋 通讯员 彭姣 李牧天）中信银行长
沙分行与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 月 16 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约
定，未来3年内该行将为湘投集团提供
100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助力其在新
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投资发展。

湘投集团是省属大型国有投资平
台，旗下现有 2 家上市公司，作为省政
府的出资人和产权代表，参与省内能源
基础设施项目、省重点工程项目以及政
策性项目的投资建设。作为“气化湖南

工程”等重大民生工程的实施主体，湘
投集团还担负着推动我省能源产业发
展的重要社会责任。

湘投集团董事长邓军民介绍，湘投
集团未来将围绕“3+1”业务发展模式，
即“新能源、新材料、战略性新兴产
业”+“投融资等现代服务业”，实现从
传统的投资公司到科技创新型投资公
司的转型，力争实现 1000 亿元资产规
模，打造 100 亿产业规模，年利润额达
20亿元。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在子
公司授信合作及“5G+大数据”新基建

业务方面，与中信银行建立更深、更广
的合作关系。

在签约仪式上，中信银行长沙分
行行长王顺清表示，中信集团目前是
在湘子公司数量最多的央企之一。充
分依托中信集团金融与实业并举的综
合协同平台，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综合
金融服务，一直是中信银行长沙分行
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此次与湘投集团
携手，将加大对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
的支持力度，合力助推新旧动能转换

“加速度”。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记者 金
慧 王茜）近日，省及长沙市“一号工
程”中联智慧产业城项目土方机械园
区顺利完成钢结构首吊，掀起项目建
设新热潮。

“接下来，我们将抢抓时机，争分
夺秒，全面推进施工各项工作。”项目
现场，中联重科助理总裁董军介绍，
该项目首开区建筑面积达 40 多万
平方米，其中 6 万平方米基础建设
基本完成，目前开始进行部分建筑
单体钢结构安装施工，预计 6 月主
体施工完成。

以工程机械为代表的装备制造
业，是推动湖南制造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引擎。中联智慧产业城定位为工程
机械行业国际领先、规模最大的园
区，总投资约 1000 亿元，占地 9000
余亩，建成达产后将成为环保、生态
的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基地和人工智
能研究应用基地，推动“湖南制造”向

“湖南创造”转变。
中联智慧产业城项目现场负责

人禹卓龙介绍，项目建设目前进展
顺利，有关施工单位全力以赴抢抓
工期。同时，省及长沙市有关部门、
长沙高新区管委会强化调度、靠前
服 务 ，调 配 大 量 设 备 进 行 土 方 作
业，为项目建设快速推进打下良好
基础。

中联智慧产业城项目
钢结构首吊完成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记者 胡
信松 通讯员 冯平 肖卫群）美食达
人在民间。今天，华天杯首届民间厨
艺大赛在湖南华天大酒店启动，为

“隐藏的大厨”提供一展身手的舞台。
作为芙蓉区政府推出的“芯动芙

蓉·美好生活消费月”系列活动之一，
此次民间厨艺大赛旨在寻找“隐藏的
大厨”，通过发掘湘菜的民间高手和
传统湘菜食材的制作技艺，从美食
角度吸引广大市民参与美食制作与
美食文化传播，积极发展饮食行业
文化和社区文化，全面展现家庭厨

艺乐趣和魅力。同时通过政府助力，
引导街道和社区企业、居民广泛参
与，为疫情过后提振消费、促进经济
增长作贡献。

据湖南华天大酒店负责人介绍，
此次比赛不设门槛、不限年龄、不分
性别、不收报名费，比赛分初赛、半决
赛和决赛三个阶段，将选拔10名优胜
者进入决赛。决赛的胜出者，除获得
丰厚奖金外，还将获得湖南华天大酒
店美食街档口一年的冠名经营权。比
赛启动当天就吸引了100名民间厨艺
达人报名。

寻找“隐藏的大厨”
传播湘菜文化

华天杯首届民间厨艺大赛启动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与湘投控股集团战略合作

未来3年提供100亿元综合授信

湖南日报4月 20日讯(记者 胡信
松 通讯员 许瑞仪)今天，几代湖南交通
设计人聚集在办公楼前坪，通过举行一
个简朴隆重的升旗仪式，来纪念交通设
计院走过的60年历程。

1960 年 4 月 20 日，湖南省交通规
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简称“湖南交
通设计院”）的前身——湖南省交通厅

规划设计院挂牌成立。通过几代人的接
续奋斗，湖南交通设计院从小到大、由
弱到强，产值从成立之初的每年几万元
到如今超过18亿元，市场占有率和各项
生产经营指标稳居全国同行业省级院
前茅，位列全国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百强
和中国建设系统综合实力企业百强。

作为湖南交水建集团“咨询与勘察

设计”板块核心企业，60年来，湖南交通
设计院累计勘察设计公路 20000 多公
里、桥梁 1600 座、隧道 440 公里，航道
2000 余公里、港口 150 余处，设计了湘
西矮寨特大悬索桥、长沙湘江橘子洲大
桥、上瑞高速邵怀段雪峰山隧道、四川雅
西高速公路、杭瑞高速洞庭湖大桥、湘江
大源渡航电枢纽、长沙港霞凝港区等一

大批精品经典工程。先后荣获国家级、部
省级科技进步、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咨询
奖近500项，其中，国家级奖项近50项，
包括1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6项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7项国家优秀工程勘察
设计金奖、6项詹天佑土木工程大奖。

近年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湖
南交通设计院省内外市场同时发力，专
业板块和新兴业态不断取得新突破。先
后承接设计长株潭一体化“三干三连
线”市政工程、凤凰磁浮文化旅游项目，
成功中标湖南首个 100 公里智慧高速
示范项目、省界收费站撤改设计项目。

湖南交通设计院

60年勘察设计公路20000多公里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记
者 唐亚新 通讯员 刘彬）记者
16 日从长沙市公安局获悉，今
年以来，长沙市公安机关共破
获电诈案件 275 起，刑拘 251
人，捣毁窝点 62 个，受理预警
劝阻指令 17 万余条，成功劝阻
资金 9200 余万元。同时，打掉
多条买卖银行卡、手机卡和对
公账户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黑
灰产业链，实现对电信网络诈
骗的全链条打击。

长沙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 3 月以来，电诈案件
发案数排名前三的分别是虚假
投资平台诈骗、代办贷款诈骗
和兼职刷单诈骗。下阶段，长沙
公安将全力推动打、防协同发
力，压控发案数，提升破案率，
守护好人民群众“钱袋子”。

■相关链接
典型案例

天心警方捣毁电诈窝点
4月8日，天心分局民警在

日常摸排工作中发现，辖区一
出租房疑为电诈窝点。经查，该窝点诈
骗团伙以王某威为首，通过微信、QQ伪
装成年轻美女、帅哥或者高级金融白领
等，添加异性受害人为好友，获取受害
人信任后，诱导其在虚假赌博网站上充
钱买彩票，再通过后台操控中奖结果实
施诈骗。目前，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 4
名，扣押作案电脑6台、手机20余台。

望城警方破获刷单诈骗案
3月29日，望城分局民警接报警称，

受害人谭某被人利用兼职刷单诈骗3万
元。望城分局专案民警层层追查，确定犯
罪嫌疑人身份信息和落脚点。4月11日，
民警在花垣县某宾馆内将嫌疑人周某、朱
某抓获。次日，民警抓获曾在境外专门从
事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6名。目前，
该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扣押作案电
脑2台、银行卡20余张、手机数十台。

岳麓警方侦破积分兑换诈骗案
3月10日，岳麓警方接到举报线索：

岳麓区某小区内有人冒充移动客服人
员，诱导全国各地多名受害人兑换手机
积分，并通过赚取差价实施诈骗。经侦
查，长沙等地存在多个利用同样手法实
施诈骗的窝点。4月13日，岳麓警方在长
沙及沅江市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经查，
今年3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李某与多家手
机积分兑换平台签订协议成为代理，并
招揽业务员冒充移动公司客服人员实施
诈骗。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长沙沙河大桥二期建设正酣
4月20日，长沙市开福区金霞片区，工人在湘江路沙河大桥二期项目工地进行桩基施工。该工程南起兴旺路，北接沙河大

桥一期工程主线桥梁，线路总长1173.8米，规划路幅宽60米，设计速度60公里/小时，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预计2021年6
月底前建成通车，将有力促进望城区与开福区的经济联系和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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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0日讯（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林俊 刘军舟）长沙海关今
天发布信息称，近日，长沙黄花机场海
关连续查获 4 起防疫物资存在伪瞒报、
冒用认证、相关信息缺失或不符等违规
出口情况。长沙海关郑重提醒，参与出
口医疗物资的市场主体，在出口医疗物
资时必须严格履行如实申报的责任。

根据《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关于有序开展医疗物资出口
的公告》和海关总署 2020 年第 53 号公
告，长沙海关进一步加强出口医疗物资

监管，对出口医疗物资加大审核力度，
精准分析布控，严格实施查验。

据介绍，4月15日，长沙黄花机场海
关对一批出口防疫物资进行查验时，发现
400副申报为“医用射线防护眼镜”的货
物，实际为个人防护用眼镜，与申报不符，
存在伪瞒报逃避商品检验情形，且生产厂
家也无此项商品的医疗器械备案信息。

4 月 16 日，长沙黄花机场海关查验
发现某公司申报出口的一批物资标注
有“FDA”认证，而实际企业无法提供相
关认证信息，属于冒用认证，共计 300

件非医用隔离衣、500个非医用口罩。
4 月 18 日，长沙黄花机场海关又发

现两起不合规情况：一批拟出口的 100
万个非医用口罩，合格证缺失保质期信
息；另一批医疗物资，申报的型号不在生
产企业的医疗器械注册信息范围内，共
计9000个一次性医用口罩。

目前，长沙海关对上述 4 起违规出
口防疫物资均依法暂扣，并移交后续处
置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长沙海关郑重提醒：出口医疗物
资质量安全直接关系人的生命健康，

海关将依法履行医疗物资出口法定检
验的职责。进出口企业、报关企业、出
入境快件企业、交通工具所有人和运
营人等参与出口医疗物资的市场主体，
在出口医疗物资时，必须严格履行如实
申报的责任。对如实申报的守法企业，
海关将一如既往提供通关便利；对于通
过伪瞒报、夹藏、夹带等方式逃避法定
检验，或出口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
充好的违法、失信企业，海关不仅将给
予行政处罚，符合刑事立案标准的，将
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长沙海关加强出口防疫物资监管
提醒相关企业严格履行如实申报的责任

▲ ▲（上接1版）
从疫情初期的 6000 吨、8000 吨到

1 万多吨，1月 28日复工以来，海吉星市
场蔬菜日成交量不断上升，自 3 月下旬
以来，市场交易量已逐步恢复到去年水
平。据统计，4 月 19 日，长沙海吉星蔬菜
日交易量为 1466 万公斤，均价为 3.19
元/公斤，交易量与前一天持平，较去年
同期增长13%；价格也与前一日持平，较
去年同期下跌19%。

既 保 供 应 也 保 安 全 ，
“菜篮子”提得稳稳的

长沙海吉星市场入口处，每一辆进
入的货车，都会接受自动喷淋消杀装置
的消毒处理。在每个标准化蔬菜交易大
厅门口，都有一块显示屏，公示蔬菜农药
残留速测结果，保障市民的餐桌安全。市
场内还有专人监测价格，及时公布市场

里蔬菜等产品的价格，保障价格公开透
明。

“消杀不能停，食品安全要跟上。”长
沙海吉星总办主任姜思同介绍，每天有1
万多人次进场交易，货车 5000 多辆，车
多人杂，市场内每天都进行消毒处理。

“买全国、卖全省。”长沙海吉星蔬菜
日均批发交易量名列全国前茅，其一级
批发市场份额占到全省的 85%，还辐射
江西、湖北、贵州等省。疫情发生以来，海
吉星菜价稳定，未出现一例确诊和疑似
感染病例，为全省人民撑起了食品安全

“保护伞”，保障了农产品的稳定供应。
疫情发生后，长沙海吉星第一时间

推动园区内的经营户到各自的基地采购
货源，选取核心客户签订保供协议，落实

保供货源，在保障全省蔬菜供应需求的
前提下，每天要储备1万吨的存货。

保供稳价，相关部门纷纷出手。
省商务厅指导海吉星建立农保供微

信群，开展蔬菜生产情况调查，实现产销
信息共享，加强本地菜产供销对接。疫情
防控初期，由于各地交通限制，省商务厅
联合省交通厅向海吉星发放了300多张
绿色通行证，打通二、三级市场农产品流
通渠道，保供稳价。

为帮助经营户复工，在疫情防控最
紧张时，省发改委支持海吉星免收经营
户交易服务费，疫情期间市场免收交易
服务费 300 多万元。商务部门拨给海吉
星3.7万只口罩以及大量消毒水、消毒液
等。

目前，市场经营户已经全面复工。长
沙海吉星正在拟定方案，给在疫情中损
失严重的经营户减免部分租金。

“市场来货充足，蔬菜价格稳定，全
省的蔬菜供应没有任何问题。”姜思同坚
定地说。

值得一提的是，长沙海吉星国际农
产品物流园的二期将在今年下半年启动
建设，计划打造全国最大的海鲜水产集
散中心。届时，湖南人的“菜篮子”将更为
丰富充足。

复工复产、开学复课，
粮油肉蛋均有保障

随着企业复工、学校复课，各类生
活必需品的需求也逐步增大。省商务厅
市场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省生活必
需品市场价格平稳运行。“菜篮子”安全
有保障，粮油、生猪等大宗商品也供应

充足、价格平稳，各类日用消费品供应
正常。

4 月 19 日，记者从湖南红星盛业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早在正月
初二就已陆续向市内各大商超系统配供
冻肉，正式复工后，积极提升屠宰供应
量，目前日宰量鲜猪肉白条已达 600 至
700 头，分割冻品猪肉每天近 10 吨，肉
牛屠宰量每天也达30头左右。同时积极
组织省外肉源，将产品优质优价的肉品
调入省内保供。

“销售价格相较疫情初期明显下降，
目前省内生猪养殖复养补栏积极，省内
市场肉品供应未来将逐步稳定好转。”红
星盛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欧阳
泽介绍，猪白条肉出厂价格已从最高峰
时每公斤 60 元，下调至目前每公斤 45
元，下降幅度达25%左右。

记者走访省内多家超市、菜市场发

现，猪肉零售价格在每公斤 50 元左右。
据商户介绍，猪肉货源充足，进货渠道畅
通，猪肉价格从3月以来逐渐回落。

“超市民生必需品货源充足，有些单
品还会举行促销。”步步高超市长沙南国
店店长王闪介绍，目前超市供应的米、
面、油、肉、蛋、奶等货源都是保证充足
的，价格也是平稳的。

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处分析认为，目
前全省粮油供应充足，后期粮油价格以
稳定为主，不会出现较大波动。随着北方
天气逐步回暖，蔬菜的主要供应地北移
到山东、河南、河北、江苏一带，冷棚蔬菜
会集中上市，四五月份上市蔬菜的产量
是有保证的。

据省商务厅统计，截至目前，我省
44 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复工率 100%，
2628家农贸市场复工率90%，2781家超
市复工率100%。

“菜篮子”稳稳当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