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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启动Ⅳ级
救灾应急响应

本报6月11日讯 6月6日以
来， 湖南省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
程，部分地区受灾严重。今日，省
应急管理厅、 省减灾委员会办公
室印发了《关于启动湖南省自然
灾害救助应急Ⅳ级响应的通知》。

《通知》指出，根据《湖南省自
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于11
日9时，针对衡阳市、邵阳市、郴州
市、 怀化市等市州部分县市区启
动湖南自然灾害救助应急Ⅳ级响
应，要求各地、各有关单位按照预
案和规程， 切实做好防灾减灾救
灾等各项工作。

■记者 丁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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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上午，中国消费者协会
回应媒体称，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实名举报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销售不合格空调产品事件
关涉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 该协
会对此高度关注。中消协注意到，该
事件已经引起广大消费者的担忧和
不安， 也引起有关监管部门高度重
视， 该协会期待尽早给出结论。同
时， 中消协呼吁相关经营者始终树
立“消费者优先”理念，为消费者提
供品质可靠的产品和服务， 保障消
费者合法权益。（本报今日A08版）

这两天，格力和奥克斯彻底撕
破了脸皮，格力公开高调举报奥克
斯，在举报信中称：奥克斯空调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的8个型号空调产
品与其宣传、标称的能效值差距较
大，能效比和制冷消耗功率的检测
结论均为不合格。

夏季是空调的销售旺季，每到
这个时候，品牌之间最常见的争夺
市场手段是“价格战”，像今年这样
两大空调巨头之间的猛烈战火实
属罕见。格力此次举报的恰恰是奥
克斯在售的热销型号， 如此一来，
势必会对空调销售市场起到一定
幅度的振荡， 从消费者层面来说，
会产生选择变化， 从监管方层面来
说，无疑会促使其采取监管行动，国
家监管总局就表示， 已注意到格力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奥克斯空

调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合格空
调产品的举报信》，对此高度关注。

从网络舆论来看，“吃瓜群众”
乐见两虎相争，因为行业巨头之间
因为质量问题而产生的战争，最终
受益者必定是消费者，正所谓“鹬
蚌相争渔翁得利”是也。面对这样
的“神仙打架”，仅仅围观当然是不
够的，实际上，这种争端也暴露出
一些行业“潜规则”，比如有的企业
将实验室的理论数据宣传为实际使
用数据，误导消费者，而空调的能效
值等功能参数在实验室的理论数据
与实际使用数据是存在差别的，这
就相当于一种不诚信。 此次格力也
针对这一问题特意对奥克斯的8款

机型进行了专业权威检测， 并贴出
了检测报告。虽说格力目前披露的8
份检验报告均未显示抽样地点、送
样者以及抽样日期， 因此也遭受了
一定的质疑， 但随着监管部门的进
一步确认， 很快就能得出到底是有
依据的举报还是恶意举报。

从目前来看，此事最大的益处
就是能够让消费者通过这场“战
争”得到相关的科普知识和维权知
识，同时这也是行业内的一种“自
净”途径。由于企业与消费者之间
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往
往会在企业的一些虚假宣传、不规
范经营中踩雷入坑，而这种行业内
的举报，无疑会促使该行业进行标

准升级， 也会对一些市场份额巨
大，却存在某种程度不良行为的企
业起到一定的倒逼作用，使其不得
不规范生产经营行为，以达到优化
国内消费环境的效果。

当然，如果仅靠企业之间的恶
斗来让消费者获益显然也不是一
种常态机制，对于这种情况，还是
需要加强监管， 让行业更为规范、
更为健康。我们也对此次格力与奥
克斯之间的争端拭目以待，希望监
管部门尽快给出调查结果，也希望
空调行业能够借此契机对业界规
则重新界定与塑造，让中国的空调
行业日趋良性化发展。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期待“神仙打架”后行业更规范

本报6月11日讯 根据全国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的
部署，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
督导湖南省情况反馈会今天在
长沙举行。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
导组组长吴玉良通报督导情况，
省委书记杜家毫就做好督导整
改工作作表态发言，省长许达哲
主持。

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4月1
日至4月30日， 中央扫黑除恶第
16督导组对湖南省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进行了督导。5月22日至
23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听取了包括湖南在内的
10个省份的扫黑除恶督导工作
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了督导报告
等相关文件。

吴玉良指出，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开展以来，湖南全省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取得了阶段性战果。
督导中发现，湖南省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
是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还不够深入，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责任压力传导不够，工
作开展不平衡，金融等重点领域
问题比较突出，打伞断财力度仍
需加大，行业主管部门重审批轻
监管的问题普遍存在，线索摸排
核查尚需加强，干扰、威胁举报
人现象仍然存在，宣传发动要继
续深入， 政法队伍建设有待加
强， 基层组织建设尚需夯实，机
制体制还不够完善。

针对湖南省扫黑除恶存在
的问题， 吴玉良提出6点整改意
见。

杜家毫代表省委、省政府感
谢督导组的辛勤工作和悉心指
导。他强调，要以除恶务尽的坚
决态度、 真抓实改的坚定行动，
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
场硬仗。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向湖南省反馈督导情况 提出6点整改意见

坚持扫黑除恶与打财断血同步推进

本报6月11日讯 今天，省政
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
6月18日，“中华一家亲”海峡两岸
各民族交流活动将在吉首正式拉
开帷幕。这是该活动首次走进湖南。

此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
委统战部、省民宗委、省委台办，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
府、邵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吉
首市、城步苗族自治县、新宁县人
民政府承办。

我省将推出三大活动：6月
18日-21日，在吉首市举办“中华
一家亲·天下鼓乡情———海峡两
岸各民族欢度鼓文化节”；7月6
日-10日， 在城步苗族自治县举
办“中华一家亲·飞歌两岸情———
海峡两岸各民族欢度六月六山歌
节”；9月13日-17日，在新宁县举
办“中华一家亲·两岸潇湘聚———
海峡两岸各民族中秋联欢活动暨
湖南崀山818登山节”。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曾雪琪

6点整改建议

“中华一家亲”
首次走进湖南
6月18日在吉首开幕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结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严细深实的
作风推动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持续加大打击力度，既抓大案要案，又抓“小黑小恶”，深挖彻
查潜藏蛰伏的黑恶势力， 开展公职人员非法投资获利问题专项清理，
妥善处置非法集资等涉众案件，坚决防范发生群体性事件。

深入推进打伞断财， 聚焦已办和在办涉黑涉恶案件，深
入排查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坚持扫黑除恶与打财断血同步
推进，有效斩断黑恶势力经济命脉。

以问责推动责任落实， 压实各级党委推进专项斗争的主体
责任，压实公安扫黑、纪委打伞、组织部门整顿基层领导班子的直接责
任，压实行业主管部门齐抓共管的责任。对扫黑除恶工作重视不够、组
织不力，对行业监管不到位、整顿不彻底的，要依纪依法严肃问责。

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坚持办案力量向一线倾斜，深入研判
新型犯罪规律，开展经常性法纪教育，打造一支过硬的政法队伍。

夯实筑牢基层组织，把扫黑除恶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结合起来，压实县级党委抓农村、社区党组织建设的责任，加大对
软弱涣散党组织的整顿力度，坚持标本兼治，彻底铲除黑恶势力
滋生土壤。

3.
本报6月11日讯 今天，省

委办公厅、省发改委、省教育厅
分别召开会议， 全面动员部署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张剑飞出席省委办公厅的动员
部署会。

张剑飞强调，要从“四个迫
切需要”“四个紧迫性”的高度，
从践行“五个坚持”、答好“忠诚
三问” 的高度， 深刻认识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的重大意义， 以这次主题教
育为重要契机， 锤炼更加忠诚
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更好地

勇担新时代“三服务”工作的职
责使命。

省发改委负责同志要求，联
系发改系统实际深入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尽好
参谋助手之责、 改革发展之责、
牵头抓总之责，着力推动重大政
策、重大战略和倡议、重大项目、
重大改革、重大民生实事落地。

省教育厅、省委教育工委负
责同志要求， 切实推进主题教
育务实有序开展， 并以此为契
机， 推动湖南教育事业持续健
康发展。 ■记者 唐婷 邓晶琎

通讯员 徐鹏

本报6月11日讯 6月10日
至11日， 省政协以接受革命传
统教育、召开会议等方式，全面
启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李微微参加并讲话。

李微微要求， 要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
央、省委的决策部署，认真开展
主题教育。

“人民政协事业是党的事
业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初心使
命就是人民政协的初心使命。”
李微微指出， 站在新中国和人
民政协成立70周年这一新历史
起点上， 全省各级政协党组织
和广大共产党员， 要把党的初
心和使命， 转化为践行人民政

协新方位新使命、 推动新时代
政协工作创新发展的不竭动
力。

李微微强调， 坚持党对政
协工作的全面领导， 强化党员
干部队伍建设，坚持双向发力。
引导委员深度参与“双助双行
动”，充分发挥政协优势，让所帮
扶的园区、企业、乡村、困难群众
更多地受益。

李微微要求，要把开展主
题教育和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四个
政协”、庆祝“两个70周年”等活
动结合； 省政协党组要扛起主
体责任，以“关键少数”带动全
省各级政协党组织主题教育取
得实效， 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
发展。

■记者 陈昂昂

省政协全面启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省委办公厅省发改委省教育厅部署开展主题教育

以抓落实的实际成果检验实效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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