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10月 8日讯 近
期，广东省登革热流行较为
严重，广西疫情也处于上升
态势。三湘都市报记者今天
从省疾控中心获悉，我省国
庆期间也报告了数例登革
热病例， 都是外地输入病
例， 主要从广东省输入，无
重症和死亡病例，目前尚无
蚊虫叮咬而导致本地登革
热病例的报告。

入秋后，我省蚊虫密度

开始下降，且登革热不会经
由人与人之间传播， 据此，
我省未来两个月发生大范
围登革热流行的风险较低。

专家提醒，从登革热流
行地区回来两周内，如出现
发热、出疹、头痛、关节痛等
症状应马上到医院就诊。尽
量避免进入登革热流行地
区，做好居住环境防蚊灭蚊
措施。 ■记者 洪雷

实习生 王敏 李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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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免税额提至3万元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8日发布消

息，经国务院批准，自10月1日起至2015
年12月31日， 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
免税额提高至3万元。 ■据新华社

祁东超级稻实现亩产1003.6公斤
经专家组测产计算，祁东县超级稻“Y

两优900” 单季亩产最高达1038.5公斤，平
均亩产1003.6公斤， 是首个突破亩产1000
公斤的超级稻百亩片。 ■记者 陈鸿飞

拟出新规公示统计严重失信企业
国家统计局8日发布《统计上严重失

信企业信息公示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稿）》， 将把这些企业信息逐步纳入金融、
工商等信用信息系统。 ■据新华社

动政务 态

本报10月8日讯 省纪
委近日公布一批违反作风
建设规定典型案件。

【永州】
东安县政务中心
上班纪律涣散

9月10日上午，市专项督
查组在东安县政务中心督查
时发现， 县林业局窗口陈自
仙、 县国土局窗口李珍春不
在岗；县房产局窗口陈艳红、
王臻在玩手机游戏； 县环保
局窗口唐毅在电脑上看电视
剧； 县人社局就业服务窗口
邓志文在玩电脑游戏。

经研究， 对上述人员予
以通报批评、责成书面检查；
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东安县政
务中心主任廖艳萍、 副主任
邓建军予以诫勉谈话、 责成
书面检查； 责成东安县政务
中心对工作人员上班期间纪

律涣散的问题限期整改。
当晚9点30分左右，市

专项督查组在祁阳县观音
滩镇督查干部“走读”情况。
该镇镇长邓国祁、 政协联工
委主任刘峻组织纪律观念淡
薄，态度恶劣，不配合检查被
通报批评、责成书面检查。

【张家界】
副局长借培训之机旅游

8月7日至11日，桑植县
农业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陈朝袖一行16人在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参加培训。培训
结束后， 于8月12日至13日
集体在长白山旅游。

县纪委对陈朝袖予以
党纪立案，县委常委会研究
决定，免去陈朝袖农业局党
委副书记、副局长，农业利
用外资项目办党支部书记、
主任职务。目前，此案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郴州】
警察吸毒被双开

1月14日， 嘉禾县龙潭
镇党委书记李建军一行在
该镇龙潭行政村焦园冲组
处理群体性矛盾纠纷后，擅
自使用公款宴请焦园冲组
组长胡峰华等人用晚餐，并
饮用当地米酒。 返回途中，
胡峰华不慎摔伤，经诊断为
特重型颅脑损伤。经嘉禾县
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免去李
建军龙潭镇党委书记职务。

去年12月13日晚，郴州
市公安局副处级侦察员、交
警支队民警郭郑进入KTV
娱乐场所，并吸食毒品，被公
安机关当场查获。 经市纪委
决定，报市委市政府批准，给
予郭郑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处分。 ■记者 李国平

省纪委公布一批违规典型案件

副处级侦察员KTV吸毒被双开

本报10月8日讯 省公安厅今天召开
全省公安机关禁毒会战电视电话部署会，
全面启动为期半年的全省公安机关禁毒
会战行动。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
禁毒委主任孙建国出席。

这次禁毒会战主要围绕开展堵截毒
品入省过境内流、查控吸毒人员、整治外
流贩毒、打击制毒犯罪、清剿毒品集散分
销、清理网络涉毒活动等六个主攻方向展
开。长沙、益阳、岳阳作为毒品消费重点城
市，衡阳、邵阳作为外流贩毒重点城市纳
入会战名单之列。

会上通报，我省登记在册的湖南籍吸
毒人数达23.5万人， 实际吸毒人员估测超
过100万名。2011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
破获毒品刑事案件2.1万起，抓获涉毒犯罪
嫌疑人2.41万人，缴获各类毒品2.55吨，年
平均增长分别为19.4%、20.3%和70%。

■记者 陈昂 实习生 刘文敏

禁毒

全省启动禁毒会战

本报10月8日讯 湖南
师范大学近日下发通知，要
求全校所有党员干部不得以
任何名义收受任何单位和个
人的“红包”及购物卡，不准
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参与
任何形式的赌博活动。

该校纪检监察部门公布
了 举 报 电 话 ：
0731-88872206， 将认真受
理群众举报， 严肃查处此类
问题，对于情节严重的、影响
较大的典型案件， 将予以曝
光，公开处理。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杨帆 房玉瓴

高校

湖南师大要求
禁收红包购物卡

本报10月8日讯 10月
12日至17日， 由惟楚书画院
主办的“惟楚雅集———湘藉
国展获奖书法家36人展”将
在湖南国画馆举行。

参加展览的有张锡良、
龙开胜、谭秉炎、刘晓斌、崔
向君、罗光磊等，年龄涵盖
老中青三代，都是在中国书
法家协会举办的书法展中
获奖1次， 或单项奖获奖2
次、 兰亭奖入展2次以上的
书法家， 本次将展出共100
多幅书法作品。

■记者 吴岱霞

展览

湘藉获奖书法家
36人展

本报10月8日讯 日前，
长沙市孝为先社工服务中
心、 雨花区委统战部金地社
区群众工作站等单位， 为雨
花区贫困老人举办专场“敬
老节”。

20名贫困老人领到了节
日礼物———价值1029元的特
备大礼包， 包括老人专用手
机一台、 国内不限时的长短
途话费、365天24小时的关爱
老人服务。

“我是个孤寡老人，从来
没用过手机呢。”在工作人员
的帮助下，76岁的罗爷爷第
一次有了自己的手机， 还学
会了使用，乐得合不拢嘴。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张晶晶

爱心

为贫困老人
办“敬老节”

本报10月8日讯 经过8个月施工，湖
南华电福新宜章县太平里风电项目近日
成功安装第一台风力发电机组，位于宜章
五岭乡坳背村峦山里，海拔485.5米。

该项目是目前我省最大的风电开发
项目， 工程一期规划建设装机规模49.5兆
瓦，拟安装25台风力发电机组，年上网发
电量为9493万千瓦时，每年可为国家节约
标准煤3.23万吨、节水6.80万吨。预计到11
月底，25台总装机容量达49.5MW的发电
机组将全部安装完毕。
■实习记者李江华通讯员刘从武彭月秀

项目

省内最大风电项目
成功安装第一台机组

国庆期间,我省报告数例登革热病例，均为外地输入

入秋蚊虫少，登革热流行风险低

广东省卫计委8日通报，
该省共累计报告登革热病例
24489例。 其中7日一天内，报
告新增病例1403例。累计报告
死亡病例6例， 其中广州5例，
佛山1例。 ■据新华社

链接

广东省登革热病例
达24489例

本报10月8日讯 本报报道湖南烈士
公园荷花池水面因为浮萍泛滥而造成小
孩跌落入池后（详见10月7日封面），记者
今天从烈士公园管理处了解到， 园方正
在组织清理荷花池内的浮萍， 最迟明日
便可完工。

烈士公园管理处园林科科长谭鸿介
绍， 此次清理会留下20%-30%的浮萍在
池内。“原本种植浮萍是为了净化水质，留
下部分浮萍维持正常的生态运转。”他说，
待清理完毕，会在池内投放100多条草鱼，
“只要游客不偷钓池内草鱼， 这些草鱼长
大后食量也会越来越大，就算浮萍生长得
快，草鱼也能吃掉，既维持荷花池的美观，
也不会再出现浮萍像‘草坪’的情况了。”

■记者 彭可心

《烈士公园荷花池水
面成“草坪”》后续

浮萍清理最迟今日完工

10月8日，湖南烈士公园，工作人员在清
理荷花池浮萍。 记者 田超 摄

早前有爆料称广电总
局已通知各大卫视，“凡是
有劣迹的导演、编剧、演员
等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
视剧，要慎重考虑”。

近日， 广电总局正式下
发“封杀劣迹艺人” 的通知，
“吸毒”“嫖娼” 行为被明确点
名， 出轨等道德问题则未提
及；除此前提及的电视剧作品
外，由“劣迹艺人”参与制作的
电影、电视节目、网络剧、微电
影等也都被要求暂停播出。

不得邀请劣迹艺人
参与广播电视节目

通知指出， 一段时间以
来，个别编剧、导演、演员等
广播影视从业人员因吸毒、
嫖娼等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
查处，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

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
构不得邀请有吸毒、嫖娼等
违法犯罪行为者参与制作
广播电视节目； 不得制作、
播出以炒作演艺人员、名人
明星等的违法犯罪行为为
看点、 噱头的广播电视节
目；暂停播出有吸毒、嫖娼
等违法犯罪行为者作为主
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
视剧、各类广播电视节目以
及代言的广告节目。

暂停放映其电影电视

各级有线电视网络公
司在电视视频点播、电视回
看等业务服务中，暂停播出
（点播）有吸毒、嫖娼等违法
犯罪行为者作为主创人员
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和
各类电视节目。

城市电影院线暂停放
映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
行为者作为主创人员参与
制作的电影。

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
构暂停传播有吸毒、嫖娼等
违法犯罪行为者作为主创
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
剧、网络剧、微电影和各类
节目， 不得邀请有吸毒、嫖
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参与
制作网络视听节目、 网络
剧、微电影；不得制作传播
以炒作演艺人员、名人明星
等的违法犯罪行为为看点、
噱头的网络视听节目。

在广播影视对外交流
中，暂停有吸毒、嫖娼等违法
犯罪行为者作为主创人员参
与制作的电影、 电视剧和各
类节目的赠送、销售和交流。

■本报综合

广电总局正式下文封杀劣迹艺人
点名吸毒嫖娼 电影、电视剧、综艺、网络剧皆禁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