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西至长沙南增开临列
铁路部门在12306网站发布公告，为了满

足铁路暑运高峰，7月31日至8月2日，北京铁路
局将临时开行北京西至长沙南的高铁1对，车
次为G83/506次。 ■记者 梁兴 实习生 何达

旅游企业“黑名单”制度实施
为加大对旅游行业违法失信行

为的惩处力度，督促旅游经营者遵守
法律法规，我国将全面实施旅游企业
“黑名单”制度。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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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增三成
长沙市工商局今日发布消息称， 今年

以来长沙市场主体不断增加， 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高新产业加快发展，上半年高新技
术产业企业增长近三成。 ■记者 丁鹏志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
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部署推进城市地下综
合管廊建设，扩大公共产品
供给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
确定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
的政策措施，打造稳增长调
结构惠民生新支点； 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
力法（草案）》。

建造地下综合管廊

会议指出，针对长期存
在的城市地下基础设施落
后的突出问题，要从我国国
情出发， 借鉴国际先进经
验，在城市建造用于集中敷
设电力、通信、广电、给排水、
热力、燃气等市政管线的地
下综合管廊，作为国家重点
支持的民生工程。

会议确定，各城市政府

要综合考虑城市发展远景，
按照先规划、 后建设的原
则，编制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专项规划，在年度建设中优
先安排，并预留和控制地下
空间。在全国开展一批地下
综合管廊建设示范，在探索
取得经验的基础上， 城市
新区、各类园区、成片开发
区域新建道路要同步建设
地下综合管廊， 老城区要
结合旧城更新、道路改造、
河道治理等统筹安排管廊
建设。创新投融资机制，在
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通
过特许经营、投资补贴、贷
款贴息等方式， 鼓励社会
资本参与管廊建设和运营
管理。 发挥开发性金融作
用，将管廊建设列入专项金
融债支持范围，支持管廊建
设运营企业通过发行债券、
票据等融资。

拓宽旅游企业融资渠道

会议认为， 通过改革创
新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对
于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增
加就业和居民收入， 提升人
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要改善旅游消费环境，
支持加强中西部地区支线
机场、连通景区道路、停车
场、旅游厕所等建设，规范
旅游市场价格和经营秩序。
放宽在线度假租赁、旅游租
车等“互联网＋”新业态的
准入和经营许可，发展旅游
商品创意研发和旅游装备
制造。发展老年旅游、研学
旅行、健康旅游和游轮经济
等。调动社会力量，鼓励采
取PPP等模式投资建设和运
营旅游项目，拓宽旅游企业
融资渠道，鼓励金融机构加
大信贷支持。

《反家庭暴力法》草案通过
国务院部署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反家暴草案通过
要求明确各方职责

会议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草案）》。 草案按照预防
为主、教育与惩处相结合
原则，规定根据情节轻重
对加害人出具告诫书、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或追究
刑事责任等， 明确了政
府、社会组织、自治组织
和学校、医疗机构等各方
职责，并设立人身安全保
护令制度，切实保障家庭
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权
益。会议决定将草案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据新华社

本报7月29日讯 今天，
记者从大美洋湖·2015中国
(长沙) 雕塑文化艺术节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 本届雕塑文
化艺术节将于9月10日至10
月10日举行， 来自世界五大
洲19个国家和地区的24位国
际雕塑大师们将齐聚洋湖，
挥洒激情和才情“雕琢”长
沙。

本届雕塑文化艺术节以
“城市精神·城市文化·城
市创造”为活动主题，以“绿
色未来·城市梦想” 为雕塑
创作主题。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王震

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
挽回经济损失387亿元

中央纪委案件监管室案件协调处处
长韩晋萍29日在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站在线访谈时说， 从党的十八大到今年6
月份，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处腐败案件
同时，已有效挽回经济损失387亿元。这个
数字还在不断更新。

韩晋萍说，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
中， 如果发现官员通过实施腐败行为，在
收受钱款的同时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
那么就会在办案的同时责成相关部门或
地区挽回经济损失。 通过这样的方式，纪
检监察机关给国家挽回了大量直接经济
损失。从十八大以来到今年6月，全国纪检
监察机关除将涉嫌犯罪所得款物移交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外， 共收缴201亿元违纪
所得上缴国库。 ■据新华社

深圳至重庆高铁
31日开行途经我省3站

本报7月29日讯 记者从广铁集团获
悉，7月31日起，广铁将开行深圳北至重庆
北G1312次高速动车组。

据了解，该趟列车将采用朝发夕至运行
模式，早上7点43分从深圳北站出发，途经广
州南、郴州西、衡山西、长沙南、武汉、汉口、汉
川、天门南、潜江、荆州、宜昌东、恩施、利川、
长寿北等14个车站，19点35分到达重庆北
站，全程耗时11小时52分，较现有普速列车
运行时间缩短至少20个小时以上。

票价方面，从长沙南至重庆北全程商
务座车票为1299.5元、一等座车票为575.5
元，二等座车票为424.5元。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戴昊君

长沙市纪委29日通报
了9起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典
型腐败问题， 一批村干部、
社区干部因为贪污贿赂、侵
吞公共财物、骗取国家专项
资金等问题受到严肃查处。
从通报情况来看，部分村干
部侵吞公共财物数额较大。
比如 ，2010年至 2013年期
间，浏阳市淳口镇黄荆坪村
原党支部书记寻金花利用
职务便利，通过虚拟村级工
程量的方式，共套取村级集
体资金160余万元， 并将其
中的18.03万元非法据为己

有。2015年6月浏阳市纪委
给予寻金花开除党籍处分，
司法机关已依法追究其刑
事责任。

骗取、截留国家专项补
贴等问题也比较突出。比
如，2013年12月， 长沙市岳
麓区梅溪湖街道联络村山
塘组原组长于泽贵利用负
责联络村境内征地迁坟工
作的便利，伙同他人采取虚
报迁坟户的方式，骗取国家
迁坟资金5.8万元， 分得2.8
万元。2014年12月， 岳麓区
纪委给予于泽贵开除党籍

处分，司法机关已依法追究
其刑事责任。

部分基层干部利用职
务贪污受贿。 如2013年6月
至8月间， 宁乡县城郊乡重
点办原副主任姜建雄利用
其征地拆迁小组成员的便
利，先后采取虚增拆迁房屋
面积、改变房屋结构等方式
为他人谋取利益，并多次收
受贿赂共计11万余元。2015
年5月宁乡县纪委给予姜建
雄开除党籍处分，司法机关
已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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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山枪击案
凶手被判处死刑

一天之内4次出手杀人， 造成6死4伤
的严重后果。7月29日上午，上海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对2013年发生的“6·22”上海
宝山枪击案作出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范
杰明因故意杀人罪、 抢劫罪等数罪并罚，
被判处死刑。 ■据新华社

非法集资8亿余元
娄底商人一审被判无期

记者29日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获
悉， 娄底市中院27日对被告人曾志鹏集资
诈骗案一审公开宣判。 被告人曾志鹏犯集
资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被
告人曾志鹏的违法所得，返还被害人。

娄底市中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曾志鹏
于2005年年底开始经商，因缺乏资金而于
2006年开始以支付3%左右的月息为条
件，向其在经商过程中认识的陈长荣以及
经陈长荣介绍的胡喜和、李泗娟夫妇等人
借款经营。

为骗取更多的社会资金，曾志鹏多次
以召开融资会议、组织旅游等方式向社会
公众传播其集资信息， 并用集资款项出
资。截至2014年3月，曾志鹏向社会公众共
计非法集资8亿多元，实际诈骗1.4亿余元。

■据新华社

法制

7 月 29 日 ，“美 丽 中
国———美丽孟加拉” 中孟青年
美术家国际交流展亮相长沙地
铁2号线。

今年适逢中孟建交40周
年，从7月29日至8月4日，长沙
地铁2号线开通两条中孟文化
专列、通过36幅美术作品展示
两国文化风采。作品涵盖国画、
油画、水彩等多种艺术形式，分
别由28位中国青年画家和8位
孟加拉国青年画家创作， 这也
是异域文化展首次亮相长沙地
铁。

此外， 中孟青年美术家国
际交流展将于7月29日至8月2
日在湖南省画院美术馆举办。
记者 郭立亮 叶子君 摄影报道

湘视界

异域文化展
进长沙地铁

长沙雕塑文化
艺术节9月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