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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2日讯 昨天，
湖南省就业创业工作会议在
长沙召开。 会议透露今年全
省就业目标： 确保就业目标
全面完成、 就业大局总体稳
定、就业质量稳步提升，全年
实现新增就业70万人以上。

会上提出， 将城镇调查
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城
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
内；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40万人， 新增农村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7.65万
人； 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再就
业10万人，完成贫困家庭“两
后生”(即初、高中毕业未能继
续升学的贫困家庭中的富余
劳动力)技能培训1.12万人。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陈尽美实习生尹霜

本报5月22日讯 今日，我省
郴州、邵阳、永州、益阳等地法院
依法集中公开宣判15起涉黑涉恶
案件，84人获刑。

赌博起冲突，开枪打死人

因赌博起冲突，2017年3月
18日，邵阳人张华佰纠集多人，携
带枪支与陈某等人约定斗殴，并
开枪将陈某打死，将王某打伤。邵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张华
佰以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
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 对另外5名被告人以故意杀
人罪、故意伤害罪和窝藏罪分别判
处一年至十三年不等有期徒刑。

垄断木材市场，杀害同行

多年前参与黑社会，威胁、敲
诈勒索、 拦截扣押等方式垄断市
场，还为他人提供枪支杀害同行。
22日上午， 昔日黑社会组织的漏
网之鱼黄安玉被永州蓝山县人民
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2004年初至2007年初，以周祖刚
（已判刑） 为组织者、 领导者，吉
猛、肖江峰、黄少友为骨干成员共
32名人员参与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为追求经济利益，打击竞争对
手，垄断了蓝山县大麻、紫良、大
桥等地的木材市场。

2007年1月14日晚上， 黄安
玉知道肖江峰准备用枪杀害同在
此地做木材生意且产生矛盾的周
国志，提供一支枪给肖江峰，肖江
峰、彭志海持自制步枪，将周国志
击倒在家门口， 致其抢救无效死
亡。 蓝山县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黄
安玉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
事罪等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
徒刑十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
万五千元。

卖淫场所藏酒店，组织者获刑

罗弘羽、 吴长青等人为牟取
非法利益，于2013年1月起，逐步
将旗下经营的圣水华庭酒店四楼
变成卖淫场所，招募、组织多名卖
淫女在四楼从事有偿卖淫服务。
2017年1月13日23时许，桃江县公
安局民警根据益阳市公安局指令
统一行动，在益阳市圣水华庭酒店
抓获卖淫女36人、嫖客27人。

根据罗弘羽、 吴长青等15人
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等，桃江
县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罗弘羽、吴
长青以组织卖淫罪依法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十二年、十一年，并均处
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八百万元。

另12起涉黑案件也被宣判

另外， 宁远县人民法院对被
告人欧阳海鹏寻衅滋事、 组织卖
淫案， 资阳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
瞿占等7人故意伤害、非法持有枪
支、容留他人吸毒、寻衅滋事案，
赫山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石峰等
2人寻衅滋事案，安化县人民法院
对被告人陈良等4人寻衅滋事、非
法持有枪支案， 宜章县人民法院
对被告人谢金等3人故意毁坏财
物案、被告人李峰峰等4人非法拘
禁、贩卖毒品、容留他人吸毒案、
李云昊等3人故意伤害案，汝城县
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朱宇星聚众斗
殴案、卢磊寻衅滋事案，湘潭市雨
湖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陈真等9
人寻衅滋事、组织卖淫案，桃源县
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王琪苗等9人
聚众斗殴、 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
案，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
人唐恒星等18人寻衅滋事案（二
审） 等12起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依
法宣判， 根据不同罪责依法判处
各被告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陶琛

本报5月22日讯 记者今
天获悉，长沙市住建委日前下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农
民工工资实名制管理的通知》
（下简称《通知》），对涉嫌恶意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建设单位
和施工企业，将启动联动惩戒
措施列入“诚信黑名单”，在财
政资金支持、招投标、资质审
核等方面依法依规予以限制。
该通知将于今年6月1日起实
施。

《通知》要求，建筑施工企
业和建筑劳务企业必须在银
行开设专门用于支付农民工
工资的账户，建设单位须按照

合同约定将应付工程款中的
人工费单独拨付到农民工工
资专用账户，同时公布农民工
工资按月发放情况。各级建筑
行业管理部门将定期对农民
工工资发放情况进行专项检
查， 并在每季度5日之前对那
些未按要求实行农民工工资
实名制管理和拖欠农民工工资
存在隐患的单位及时上报长沙
市住建委建筑行业管理处。

对涉嫌恶意拖欠农民工
工资的建设单位、 施工企业，
长沙市住建委将启动联动惩
戒措施，督促拖欠农民工工资
的项目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
进行整改。 ■记者 陈月红

我省集中宣判15起涉黑涉恶案件
84人获刑，最高获死刑

人工费须单独拨付到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拖欠农民工工资将被联动惩戒

我省今年实现新增
就业70万人以上

本报5月22日讯 记者
今天从长沙市发改委获悉，
为充分发挥服务业重点项目
对加速推进全市服务业发展
的支撑作用，长沙拟在全市范
围内筛选和储备一批带动作
用大、示范效应强、市场前景
好的服务业项目，建立2018年
度长沙市服务业重点项目库。

据介绍， 项目库范围以
长沙市现代服务业“三百工
程”重点项目为核心，涵盖现
代物流、 电子商务、 信息消
费、文化创意、旅游休闲、现
代金融、 健康服务等十大重
点产业和其他新兴产业等项
目。 ■记者 陈月红

长沙拟建服务业
重点项目库

本报5月22日讯 今天下
午，省委召开会议，听取全省
14个市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
的突出问题情况汇报。省委书
记杜家毫主持会议并强调，全
省各级各部门特别是党员干
部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
高位置，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真正
把党的好政策写在群众的笑
脸上、 装进群众的心坎里，以
一个个务实行动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密切党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厚植党
的执政基础。 省委副书记、省
长许达哲出席。

省领导乌兰、傅奎、黄关
春、王少峰、胡衡华、谢建辉、
叶红专、彭国甫、易鹏飞出席。

群众来信来访
就是有揪心事要办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
门把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坚持领导带头办、严格依
法依纪办，跟踪督查办、深入
一线扎实办，推动解决了一大
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在此过程中，也使广大党员干
部受到了深刻生动的党性教
育和作风锤炼，进一步密切了
党群干群关系，促进了各项惠
民政策落实落地。

杜家毫充分肯定这项工
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他说，
群众来信来访，就是有心里话
想说，有揪心事要办。多解决
一个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 就会多消除一个风险隐
患、 多增添一分社会和谐稳
定、多提升一分党在人民心中
的威信。一些群众反映的突出
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说到
底还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之不深、
悟之不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树得不够牢；说到底还
是干部的作风问题、对老百姓
的感情问题，没有真正设身处
地站在群众立场解决好群众

身边问题。 百姓心中有杆秤，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实践证
明，解决群众身边问题，检验
的是对群众感情的深度，关键
看领导作风，重点是推动问题
解决， 核心在于党的坚强领
导。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
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
定自觉地向党中央、向习近平
总书记看齐，始终把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位置，从夯实执政基
础、检验“四个意识”的高度，
带着感情和责任推动解决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杜家毫强调，要始终保持
定力，一以贯之、持之以恒解
决群众反映的新问题，加强对
已办结问题的巩固提升，防止
反弹。要继续扛牢抓实工作责
任，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
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
则，不断深化和拓展五级书记
办信访的工作格局。要继续坚
持领导包案，继续实行重点信
访件上提一级领办。要正确把
握办理与办结、质量与效率的
关系，把好办理标准关、质量
关、时效关。要坚持精准发力、
分类施策，做到情况不查清不
放过、 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措
施不落实不放过。要加强跟踪
督办，强化清单管理，加大办
结情况抽查回访力度，确保群
众反映的问题件件有着落、事
事有回音。要总结好、坚持好、
完善好“四不两直”式调研、定
期接待群众来访、信访突出问
题领导包案等好经验好做法，
建立健全解决群众反映突出
问题的长效机制。要大力选派
优秀年轻干部到信访一线锻
炼，不断增强群众观念，提高
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要进一
步整合基层力量，当好百姓的
“贴心人”，做到主动上门听取
意见、 真心实意为民办事、合
情合理调解纠纷，让人民群众
有更多获得感。 ■记者 贺佳

省委召开会议听取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情况汇报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问题

5月22日晚，“长沙文化艺术之都”专场焰火在橘子洲上空璀璨绽放。本次焰火晚会通过橘子洲山水实景情
境演绎，融合现代科技，编排三章焰火画卷———《夜话星城》、《印象潇湘》、《逐梦未来》。 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