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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卓韬 田海忠

江永县一乡干部因为对群众说“你算老
几？有本事不求我办事”，被组织诫勉谈话。近
日， 该起案件被中国纪检监察报和省纪委三
湘风纪网披露，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一言不合“爆粗口”
2016年10月20日， 江永县纪委收到永州

市纪委转来由永州市委办信息科编制的《互联
网信息专报》，群众在红网《百姓呼声》栏目反
映“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政府干部谩骂办事群
众”。10月21日，江永县纪委立即责成县作风办
下发交办函给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纪委。

经查，2016年9月22日， 江永县千家峒瑶
族乡大宅腹村村民李某某到乡国土所办理建
房手续， 该所工作人员何恺毓帮李某某复印
户口簿之后， 忘记将复印机内的一张户口簿

原件交还给她，但何恺毓认为自己已经给了，
是李某某无理取闹，后双方发生争执，情绪都
比较激动。李某某的儿子质问何恺毓“你服务
态度怎么这么差”，何恺毓在争辩过程中没有
控制好情绪，说了“我就是这个态度，你算老
几?有本事不求我办事”的话。

千家峒瑶族乡纪委认为， 何恺毓身为国
家公务员、党的干部，在为群众办事过程中没
有向群众作耐心细致的解释， 工作态度不端
正并与办事群众争吵， 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不
良影响。2016年10月28日，根据《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八条第三款“对待群
众态度恶劣、简单粗暴，造成不良影响的”之
规定， 千家峒瑶族乡纪委对何恺毓进行诫勉
谈话。

“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诚心接受
组织的处理，今后我一定吸取教训，决不再犯
类似的错误。”在组织的教育下，何恺毓作出
了深刻反省。

背后折射基本素质和底线思维
“每个人都有个性或脾气，‘爆粗口’好像

是一件小事，但其背后折射的是党员干部的基
本素质和底线思维。”12月21日， 针对此案件，
省纪委官方微信公众号“三湘风纪”如是表示。

该微信公众号还列举《群众办证跑了9
趟》《心情不好，故意刁难》两个案例，认为一
些党员干部的慢作为、态度差的行为，常被群
众所诟病， 还有一些党员干部不作为、 乱作
为，只顾着占位子、拿票子、混日子，受到组织
处理也是必然的。

针对此事，江永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吴军
臣认为，“干部的一言一行，代表的是党委、政府
的形象。事虽小，却折射出部分基层干部宗旨意
识淡化，让人民群众失望，是纪律所不允许的。我
们要进一步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 强化党员干
部的宗旨意识， 时刻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
须为人民服务，以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记者 沙兆华）
今年来，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组织实施
了湖南律师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万名
律师乡村（社区）行”、“万家中小微企业免
费法律体检” 等三项专项法律服务活动。
截至12月中旬，全省共有1.2万余名律师参
与三项活动，为5048家各类企业、17552个
乡村（社区）提供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法律服务。

活动自今年4月正式启动以来， 全省
广大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踊跃参与，积极作
为，成效显著，不仅打通了基层法律服务
的最后一公里，也形成了多部门、多行业
协同的强劲合力和长效服务机制。针对大
批湘企在“走出去”中面临诸多法律难题
和法律风险，省律师协会涉外委员会和湖
南省境外企业法律事务咨询服务中心与
北上广等地律协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律师行业建立联络合作关系，广泛招募具
有涉外法律业务经验、境外留学背景的涉
外律师人才和企业涉外业务骨干、法学专
家，组建158个专业法律服务团队，开展69
个课题研究组， 为企业在国际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国外设备租赁
经营、境外投资等多个紧缺领域提供精准

的法律服务。截至目前，涉外律师人才和
涉外法律专家进园区、进企业，举办了831
场涉外法律知识讲座， 并印发学习资料
45776份， 编印发放涉外法律服务案例
3600本。

针对群众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井喷式
增长， 省司法厅组织全省1万余名律师对
口支援各乡村（社区），建立基层法律服务
联系点，通过开展“小区说法”、“庭院说法”
等普法活动， 重点解读《反家庭暴力法》、
《土地法》 等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
法律法规。 截至目前，5639名律师在乡村
（社区）建立服务联系点1.7万多个、开展法
治宣传讲座2887场、“以案释法” 讲座736
场，提供法律咨询11241次，审查起草村规
民约5599个，调解各类民间纠纷4670起。

“万家中小微企业免费法律体检”专
项活动，针对一些中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的
管理机制不健全、 法律风险防范缺失、知
识产权保护不足等“痛点”，组建“律师服务
团”， 开展有针对性的体检工作。 目前，有
3751名律师参与到法律体检活动中来，为
企业合法合规性审查3430次，法律应用审
查3136件，法律风险防范3149件，知识产
权保护案件658件。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 ）记者今天从省高级人民法
院执行局获悉，我省法院“集中执行”专
项活动取得显著成效， 有财产案件执结
率达到90%以上，无财产案件调查措施实
施率和执行制裁等强制措施实施率超过
98%。

自今年8月专项活动开展以来， 我省
法院充分发挥执行指挥系统和财产网络
查控系统作用，统一调配执行力量，查找
被执行人财产，通过采取罚款、拘留、限制
出境、搜查、纳入失信名单等强制措施，对
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的被执行人进行制裁，
迫使其主动履行义务。

截至12月中旬，全省法院共执结案件

5.13万件，执行到位标的额89.7亿元，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2万人， 限制高消费
3965人、限制出境48人、采取搜查措施483
次，拘留2097人，罚款420人，移送追究刑
事责任212人。

我省各地法院结合本地实际开展专
项活动，长沙法院开展了“集中执行———
夏日风暴”专项活动，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共执结案件2281件， 执行到位金额6.3亿
元；株洲法院开展了“集中执行———秋季
攻势”专项活动，共执结案件3969件，执行
到位金额4.69亿元； 湘西自治州法院开展
了金融债权案件集中执行专项活动，全州
两级法院共执结金融债权案件302件，执
行到位标的1.04亿元。

严惩“雁过拔毛”式腐败
鼎城区50人受纪律处分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记者 李寒露 通讯
员 杨国军 廖晓岚）12月19日，记者从常德市鼎
城区纪委获悉， 该区中河口镇北洲村党支部原
书记刘某、村会计杨某虚报粮补面积,套取国家
粮补资金案已办结， 两人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

今年来，鼎城区全面落实党风廉洁建设“两
个责任”，以“刮骨疗毒”的决心，扎实推进“雁过
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收到明显效果，解
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目前，全区已立
案查处“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66件，组织处理
68人，纪律处分50人，移送司法机关6人。

为加大“雁过拔毛”式腐败整治力度，鼎城
区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 明确由区委书记负
总责，区纪委书记具体负责，区委常委班子成员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抓好分管单位、
联系点的专项整治工作。该区采取谈心谈话、严
格督查、专项巡查、通报曝光等措施，强力推进
专项整治工作，先后对4名整治不力的乡镇（街
道）党委（党工委）书记、4名纪委（纪工委）书记
进行了警示约谈。

因对群众说“你算老几？有本事不求我办事”，1名乡干部被诫勉谈话———

干部“爆粗口”，纪律不允许
三湘风纪

三项专项法律服务活动
成效显著
1.2万余名律师参与其中，助力经济民生发展

我省法院“集中执行”专项活动效果好
8至12月中旬共执结案件5.13万件，执行到位标的额89.7亿元

“侨之家”搭建文化交流平台
12月21日上午，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美籍留学生贾威与中国归国留学人员、国防科大附

中的学生一起交流书法。当天，开福区侨联“侨之家”成立并举行首场“谈中说外”公益活动。
“侨之家”旨在通过学习交流、联谊联欢、帮困慰问、维护侨益、服务侨界等活动，传承和弘扬
“爱国、爱乡、爱家”的精神。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