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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事要实， 就是要善于把好事谋到

职工群众的心坎上。 为了缓解职工群众
“看不起病、 住不起院” 的实际困难，在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省总工会在全
省组织开展在职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用
缴纳医疗互助金的“小钱”，为职工办好
医疗保障的“大事”。在职职工每人每年
缴纳50至60元的互助金，当职工患病住
院时， 在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补充医疗
保险报销后， 剩余的个人自付部分可享
受互助项目补助金，补助金额最高可达5
万元。

集腋成裘，能拒风寒。去年来，全省
工会共组织2.6万个单位的175.6万名职
工参加住院医疗互助项目，截至11月底，
共有6.6万名职工获得6371万元住院医
疗保障项目补助， 有效缓解了职工特别
是困难职工、农民工因病返贫的困境，成
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重要补充。
同时，去年全省共下拨生活救助、医疗救
助、职业培训、助学资金等帮扶资金1.08
亿元，将温暖送到职工的心坎上。

让每位农民工都能找到
“娘家”

我省现有农民工1470万， 其中在省

内务工的农民工有450万， 面对新形势、
新任务，全省各级工会始终坚持“严”“实”
精神，通过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最大限度
把农民工吸收到工会组织中来，让他们真
正享有与其他职工同等的福利待遇，成为
工人阶级坚定可靠的新生力量。

农民工分布广、流动性大，让农民工
便捷入会，是扩大覆盖面的关键。省总工
会大力开展“农民工入会集中行动”，以农
民工集中的省级以上开发区（工业园区）、
建筑项目、物流（快递）业、家庭服务业、农
业专业合作组织等为重点区域，开展走访
摸排，从源头上吸纳农民工入会，最大限
度服务农民工。对一些规模较小、职工人
数少、 不便单独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推
进建立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把工
会建在项目上、 建在街道里……让每一
位农民工都能找到“娘家”。截至去年底，
全省农民工入会集中行动共新组建工会
1.05万家， 全年新发展农民工会员59.77
万人，全省共有农民工会员395万人。

在广泛吸引农民工加入“娘家”的同
时，工会通过开展技能培训、就业援助等
措施，提升农民工技能，帮助农民工就业
创业。

1月5日下午，记者见到屈萍时，她正
在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俱乐部的

电子职工书屋查阅资料。“今年就要毕
业，该准备论文了。”这个已经当上行政
副主管的浏阳姑娘告诉记者， 自己在湖
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自考本科就读，
毕业后可以凭学业证书到公司全额报销
所有学费， 不仅如此， 每月工资还能涨
200元。“花公司的钱， 做提升自己的事
儿，何乐而不为呢！”屈萍俏皮地说。

在湘有8万名职工， 其中农民工占
6.8万名，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省
吸纳农民工就业最多的企业。 着眼于员
工的全面发展， 公司工会采取多种方式
提升农民工自身素质， 包括全额报销学
费和考证费用， 鼓励在职农民工提升学
历和资质， 不定期组织在职教育和公益
讲座， 与知名高校联合培训在职农民工
等，提升农民工的综合素质。

据统计， 去年全省工会依托60家湖
南省工会就业创业培训基地和5家重点
扶持就业培训基地， 免费培训农民工
1.13万人次，帮助2.13万名农民工就业。

为职工群众“撑腰办事”，
依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2015年11月初，岳阳市建筑工人李
伦良终于拿到了3万元工伤赔偿金，并再
获得4万元的工伤保险报销补贴。他第一

时间来到岳阳市总工会帮扶中心表达感
激之情：“我以前不了解工会， 这次让我
真正感受到了工会是为老百姓撑腰办事
的，工会一出马，工伤赔偿便敲定了。”

2014年12月，李伦良因工作原因致
右手食指受伤，伤情经鉴定为10级伤残，
用人单位却不愿承担任何责任。 无奈之
下，去年9月，他拨打了12351职工维权热
线，向岳阳市总工会请求维权。市总工会
帮扶中心立即启动应急机制， 安排志愿
律师团免费为其提供法律援助。2个月
后，双方达成一致调解协议，事情得到圆
满解决。

全省各级工会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作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性工作来
抓，以农民工、劳务派遣工、国企改制下
岗失业人员等为重点对象，以就业、收入
分配、社会保障等为重点内容，通过深入
建筑工地、工业园区、安置小区等宣讲法
律法规，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交叉调
研督查等， 将就业和法律援助、 教育培
训、 劳动争议调解等服务工作搬到了职
工群众的家门口， 不断延伸工会服务的
触角。

同时， 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
的专项整治。 在去年的联合专项检查行
动中，全省共查出2096家用人单位存在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 涉及农民工
16.7万人， 责令支付农民工工资及赔偿
金共计8.34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实习生 向晨蕾

本是湖北知名药企， 却将有毒废弃
物非法交由农民销毁，导致甲醛、笨、酚
等一类污染物流入湖南资江水域和村民
鱼塘，污水PH值≤2,甲醛超标94倍，笨
超标1004倍。 1月10日，湘阴县检察院对
外通报了一起跨省特大环境污染案。

涉案单位被判罚金170万，
三被告获有期徒刑

湖北黄冈华阳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
生产食物添加剂肉碱系列产品的知名企
业， 其生产产生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
物， 应经专业机构进行处置。 为节省成
本， 2012年7月至2014年1月期间， 公
司负责人何某明知胡某无危险废物处置
资质， 先后8次将200多吨固体废物非
法处置给胡某。 2013年下半年， 胡某
又将从黄冈华阳药业有限公司运来的部
分固体废物90多吨交由没有危险废物处
置资质的农民张某处置。 张某将桶装废
物倾倒至湘阴县南湖洲镇泉水村的自家
池塘后， 将装废物的塑料桶洗干净切割
后送到废品店回收。 池塘里的水在倒入

废物后很快变黑， 发出刺鼻气味， 并渗
漏到村4组的灌溉渠沟里， 流入资江。

经县环保部门检验， 污水含甲醛、
笨、 酚等一类污染物， PH值≤2,其中
甲醛超标94倍， 笨超标1004倍。 最高
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挂牌督办。

近日， 湘阴县法院依法判决， 以污
染环境罪对被告单位黄冈某药业公司判
处罚金人民币170万元， 对何某等三被
告人分别判处1年4个月至1年5个月不等
的有期徒刑， 并处人民币4万元至10万
元不等的罚金， 由被告单位和三被告人
共同赔偿因污染环境造成的财产损失及
生态修复费用154万元给湘阴县环保
局。

环保 执 法 和 司 法 衔 接
缺陷得以弥补

“两高司法解释规定：县级环境保护
部门及其所属检测机构出具的监测数
据，经省级以上环保部门认可的，可以作
为证据使用。”湘阴县检察院检察长赵承
卓表示， 该规定将监测设备更先进的社
会监测机构排除在外。

“县级环保部门出具 《环境检测报
告书》 二至五天不等， 获得省环保部门

批复至少需要20天， 往往延误刑事侦查
和取证抓捕最佳时机。” 赵承卓介绍道：
污染物排出后， 毒性扩散、 增减、 生物
降解和积累等反应快慢不一， 对其中发
生反应较快的污染物， 及时取样送检鉴
定至关重要， 甚至影响罪与非罪、 罪重
与罪轻。 本案中， 县环保部门移送案件
前对污水抽样检测， 鉴定笨含量超标
1004倍； 审判环节重新鉴定时， 检测
鉴定笨含量超标仅352倍， 污染损害赔
偿大为降低。

办案中， 湘阴县检察院和环保部门
及时向上级部门提出“危废评估和危废
处置单位由最先立案地的环保部门委
托” 和“符合条件的社会监测机构出具
的监测数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的建
议， 得到高检院和环保部重视。

“环保部吸纳了建议， 在 《关于依
法严格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若干问题
的指导意见》 中规定： 省级环境保护部
门可以指定或者推荐符合条件的检测机
构出具检测数据。” 赵承卓告诉记者，
据此， 湖南省环保厅随即出台了 《湖南
省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环境检测业务能力
认定管理办法》， 弥补了环保执法和司
法衔接上存在的缺陷。

检察院也可发起环保公益诉讼
湘阴县检察院办公室主任肖新奇介

绍，环境被污染后修复缺乏资金，环保污
染赔偿起诉的主体不明确是制约环境公
益诉讼的难题。 湘阴县检察院并没有停
留在一判了之、一罚了之，而是把污染后
的生态修复和损害赔偿放在重要位置，
以此案为突破口， 尝试破解环境污染案
件赔偿诉讼瓶颈。

在该案的审查起诉环节， 湘阴县检
察院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七章第九十九
条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
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
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被告追加附
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共同赔偿154万元
给湘阴县环保局， 用以弥补污染环境造
成的财产损害、环境修复费用等。鉴于被
告主动预付赔款， 湘阴县检察院依法建
议酌情从轻处罚。 法院予以采纳。

“九十九条”的内容由来已久，但司法
实践中运用极少，尤其是在环境公益赔偿
诉讼中运用是第一次。 据肖新奇介绍，此
次案件援引该法条得到了法院和最高检、
环保部的支持， 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参考，
通过此方法，人民检察院也可提起环保公
益诉讼。 判决生效后，湘阴县检察院及时
督促县法院将民事赔偿款项全额执行到
位， 又同环保部门就污染地水质土壤改
良、补植复绿和后续环境监测分别研究制
订补救措施，目前已开始实施。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陈新 周可）
近段时间， 受本地污染物排放和外来输
入性污染影响， 雾霾频繁“侵袭” 长
沙。 从1月至3月， 长沙开展“清霾季·
春风行动”， 采取综合整治和专项执法
相结合的方式， 以涉气工业企业、 燃煤
锅炉、 机动车排气、 施工工地扬尘、 渣
土运输及渣土消纳、 垃圾禁烧、 餐饮油
烟、 道路扬尘、 挥发性有机物、 烟花爆
竹等污染源为重点， 集中力量开展十大
专项执法行动。

此次行动， 将加强重点涉气工业企
业现场监管， 检查燃煤电厂、 水泥、 化
工等涉气工业企业的除尘、 脱硫、 脱硝
等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状况和污染物排放
情况； 对小冶炼、 小电镀、 小加工、 小
洗涤等行业进行分类整治； 同时加大黄
标车、 老旧车淘汰力度， 适时将限行区
范围扩大至二环线以内。

为了减少工地扬尘对大气污染， 要
求城区所有建筑工地和市政工程必须做
到100%围挡、 工地物料堆放100%覆

盖、 施工现场路面100%硬化、 驶出工
地车辆100%冲洗、 拆迁工地100%湿法
作业“五个100%”， 违者一律责令停工
整治并予以处罚曝光。

此外， 强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完
成各自辖区内加油站、 加气站、 油库、
运输车辆油气回收改造工作， 增加油
品抽查抽测频次； 督促汽车修理、 汽
车美容、 广告印刷等行业产生挥发性
有机物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在密闭空间
和设备中进行， 确保挥发性有机物达

标排放。
行动方案中还划定烟花爆竹禁放地

点、 规定禁放时段。 并号召公职人员要
带头做好表率， 春节期间不燃放烟花爆
竹， 春节长假结束上班第一天不放“开
门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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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生态环境，岂可一罚了之
湘阴检察院惩罚犯罪与修复生态并重， 查办一起跨省特大环境污染案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乔伊蕾 通讯员 刘昆）1月9日，
由省民宗委、省教育厅、团省委主办的全省“建设伟大祖国 建设
美丽家乡”主题演讲比赛在湖南民族职业学院举行。

此次比赛旨在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激
励广大学生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团结全省各族人民共
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共有分别来自土家族、苗
族、侗族、哈萨克族、藏族、回族、汉族等民族的19名选手参加。

“在追梦路上，我相信乌云之中必有甘霖，困境之中必有祝
福，只要坚持努力，梦想就一定会实现。”岳阳市一中选手洛桑曲
珍的话语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正是有了无数像爸爸这样的普通司机勤勉工作，才能让旅
客们的‘出入平安’从口号变成现实。 ”麻阳一中选手李月玲说，
一年前，家乡高铁开通了，爸爸成为第一批动车司机，他从不在
火车运行期间和家人通电话，他总说旅客的安全是天大的事，马
虎不得。

“我从小就有个愿望，希望长大以后成为一名教师，返回故
乡，让更多孩子受到良好教育。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选手朱天航
是一名侗族姑娘， 她讲述了自己立志奉献家乡教育事业的故
事。

比赛中，选手们幽默风趣的语言、感人肺腑的情感，深深打
动了现场听众。 经过评委现场打分、公正评判，吉首大学张潇文
等4名选手荣获一等奖，城步苗族自治县一中陈偲等6名选手荣
获二等奖，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德白等9名选手荣获三等奖。

“建设伟大祖国 建设美丽家乡”
主题演讲比赛举行
4名选手荣获一等奖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包一呼）近日，
司法部为我省新开铺强制隔离戒毒所记“集体一等功”，并向全
国推介“戒治型”、“关怀型”戒毒新模式。

2008年，《禁毒法》颁布实施，特别是2013年底劳教制度废
除后，我省曾经的劳教所纷纷开始“变身”，劳教场所全部接收强
制隔离戒毒人员，主要职能逐步转向强制戒毒，为此，新开铺强
制隔离戒毒所高标准建设了“医疗戒护、康复教育、常规矫治、回
归适应”四个功能区，对强制戒毒人员采取了分期管理、分区矫
治、分阶段流转的强戒模式，帮助戒毒人员身体、心理脱毒。为了
让戒毒人员更好融入社会，新开铺强戒所主动对接社会，开办职
业技能培训项目，建立“千里行”后续照管基地，累计培训戒毒人
员5873人，使千余名戒毒人员得到社会帮教，500余名实现就业
创业。

新开铺强戒所
荣获集体一等功
司法部推介“戒治型”“关怀型”新模式

十剑驱“霾祸”
长沙启动“清霾季·春风行动”， 将开展10大专项执法行动， 黄标车限行区或将扩
大至二环线以内

当好“娘家人” 做好“贴心事”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我们将大力培育市场
主体、鼓励创业创新，为市
场主体催生更大发展空
间。”2015年12月23日，郴州
市委书记易鹏飞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郴州将实施
“产业主导，全面发展”主体
战略，建设“实力、创新、开
放、生态、人本”郴州，重点
深化改革开放，为各类市场
主体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实
现可持续发展。

谈起“十二五”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 易鹏飞

说，郴州按照“一化两城三创四大”总体思路，开拓创新，积极应
对经济下行压力，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式
转变，“开放郴州、数字郴州、森林郴州、幸福郴州”建设全面推
进，“两城”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出坚实步
伐，总体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

易鹏飞介绍，“十二五”时期，郴州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持续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今年将突破2000亿元、人均达到42800元。 经
济结构持续优化，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经济发
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形成。 经过5年努
力，全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
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一系列新成果，是郴州历史上发展最快、城乡
面貌变化最大、百姓受惠最多的时期之一。

“十三五”如何进一步抓好发展？ 易鹏飞表示，郴州将按照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
展理念，抓住省里把郴州纳入“一核三极”中“三极”之一的机遇，
努力把郴州打造成湖南深化改革开放先行区、 产业转型发展示
范区、统筹城乡和生态文明建设引领区，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易鹏飞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
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
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今后一段时期，郴州将不遗余力
地加大对市场主体的引进、培育、扶持力度，把产业做强，把企业
做优，把市场搞活，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力争用5到10年时间，使
市场主体真正活跃涌动起来，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竭的内
生动力。

易鹏飞还说， 要按照五中全会提出的协调、 共享等发展战
略，让经济发展更加均衡，让民生福祉更加看得见摸得着。在“十
三五”规划中，郴州将明确提出要实现共享发展，要在绿色发展、
民生保障等方面狠下工夫。 将在优先解决低保、养老、救助等民
生问题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事业，持续保
障长期、重大的民生工程投入，让全民共享发展成果。

———深入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权威访谈
回顾“十二五” 展望“十三五”

� � � �易鹏飞 陈建平 摄

为市场主体
催生更大发展空间
———访郴州市委书记易鹏飞

舞剧《君生我未生》长沙首演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王瑛

莹）“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这句题在铜官窑瓷器上
的唐诗背后有着怎样的肝肠寸断？ 今晚，以铜官窑为创作
源泉、以生命和爱为主题展开的大型舞剧《君生我未生》在
长沙实验剧场深情首演。

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肖雅瑜，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
等观看演出。

《君生我未生》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传奇，共分四场。
第一场名为“邂逅（水）”，诠释“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

老。 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第二场“烧瓷（火）”，诠释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第
三场“天涯”，诠释“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我离君天涯，
君隔我海角。”第四场“永生”，诠释“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
老 。化蝶去寻花，夜夜栖芳草。”壮丽的场面、恢宏的气势、
跌宕的情节震撼人心，扣人心弦。

舞剧由长沙市委宣传部，望城区委、区政府联合打造，由
中南大学青年舞蹈教师郭贝贝与国内著名作家西岭雪、国家
一级作曲家孟勇主创，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表演。 1月11
日至1月13日将在长沙实验剧场连演三场。 � � � � 1月11日晚，长沙实验剧场，演员们激情表演舞剧《君生我未生》。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千年铜官窑火
曾映凄美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