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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网信部门依法关停“土蛋网”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并约谈7家网站

立“根”铸“魂”强筋骨
——
—全省民政系统抓党建、促发展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吴增兵 蒋琼华

近日， 民政部再次检查指导南方暴雨洪
涝灾害救灾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对我省给
予资金、政策倾斜，“抓党建抓得用心尽心，在
资金分配上就给得放心安心”，再次彰显出省
民政厅党组抓党建的工作成效。
省民政厅 党 组 把 党 建 工 作 作 为 队 伍 建
设、培植党员“根”与“魂”的“灵魂工程”，在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中， 担当了党员的荣誉
和责任。

“三向”工作法，抓“关键少数”
民政部门直接掌管着困难群众的“救命
钱”，直接面对一线困难群众，容易发生“雁过
拔毛”式腐败。 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唐白
玉认为，面对这样的情势，推进民政事业发展
最重要的， 是要有一种为民爱民真诚奉献的
精神、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一支勇于攻
坚克难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没有精气神，没有
领导力，没有队伍，民政事业不可能发展好。
今年以来，省民政厅通过正向激励（突出
宣传正面典型，弘扬正能量）、靶向聚焦（对
“四风”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和反向问责（对
重点人重点事一追到底，件件有结果）
“三向”
工作法， 抓各级班子成员和中层以上干部队
伍，在全系统开展学习王新法活动，把对党的
忠诚与信仰融入骨髓、促进为民服务。
全省“扶贫楷模”王新法，一个河北人，为
了革命老区石门老百姓早日脱贫， 来到这里
扶贫，牺牲在大山里。 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
因为他和他的团队有了忘我精神，为民情怀。
全省民政系统通过视频会、 报告会、 专题演

讲、撰写心得和到现场体验等方式，把王新法
精神升华放大、入脑入心，发挥了正向激励作
用。 同时，以岳阳县民政局负面案例为典型，
教育警示全系统党员干部。
今年春节， 省民政厅专门发文严禁市县
来厅拜年走访， 对市县民政部门来厅办事车
辆一律开箱检查； 厅党组班子成员带头执行
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主动接受监督；对未
组织参加全省社会事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
7位县市区民政局局长，驻厅纪检组负责人进
行了约谈；162名基层民政干部在“雁过拔毛”
式腐败专项整治中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这些
做法，有效地匡正了风气。

来， 省民政厅党组在全系统深入开展基层党
支部标准化建设，特别加强了“五个一”支部
阵地规范化建设 （1块牌子、1面党旗、1个党
徽、1套制度、1个软件）。 厅社会组织管理局党
支部在推进标准化建设中， 把所有办事服务
公开、制度上墙，并建立党员先锋示范岗，依
托登记服务大厅，每天由一名局领导带班，对
咨询、登记、年检等事项，实行一站式受理，群
众办事更加方便快捷。
“党支部活动越来越多，越来越接地气。 ”
这是省民政厅机关普通党员的突出感受。“七
一”前夕，13个党支部在全省民政系统党建大
会上获得表彰。

做实做强党支部，抓基层基础

把一线当作“两学一做”课堂，
抓重点工作推进

6月21日，省民政厅办公室党支部所有党
员， 来到耒阳市三架桥街道办事处七岭居委
会，开展“支部联基层”活动。 他们把支部活动
与农村低保、 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对象认定清
理整顿等相结合，通过走访慰问，调研座谈了
解一线工作，回来后向厅党组提出8条具体意
见， 全部被采纳， 并协调安排社区建设经费
100万元，实现了党员干部受教育、基层群众
得实惠的双重目标。
党建的落脚点在支部。 省民政厅党组、厅
机关今年开展以“联基层、补短板、破难题、促
发展”为主题的机关党支部联基层活动，组织
机关和直属单位各党支部， 点对点深入基层
研究解决民政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面对
面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到目前为止，
厅机关所有支部都在联系点至少开展一次联
基层活动，解决群众实际问题100多个。
根据省直工委 《关于全面开展省直机关
基层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去年以

湖 南 日 报 8 月 9 日 讯 （记 者 李 国 斌 ） 近
日，湖南省网信办组织长沙、常德、岳阳、张
家界、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市州网信
部门，依法约谈楼盘网、易读天涯网、协众
图片网、牛游戏网、凤舞爱读网、搜白度盘
网、他乡家乡人网等7家网站，会同省通管
局责令关停土蛋网。
根据网民举报线索， 经湖南省网信办
核查，土蛋网、楼盘网、易读天涯网、协众图
片网、牛游戏网、凤舞爱读网、搜白度盘网、
他乡家乡人网等8家网站违反 《网络安全
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
规，普遍存在对信息发布审核把关不严、日
常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湖南省网信办联合
省通管局对违规严重的土蛋网责令予以
关停； 组织相关市州网信部门依法约谈楼
盘网、易读天涯网、协众图片网、牛游戏网、

凤舞爱读网、搜白度盘网、他乡家乡人网等
7家网站负责人。 通过约谈，网站负责人均
作出深刻检讨，签订了网站自律承诺书，承
诺将严格按照网信部门约谈要求积极整改
问题，健全内部管理制度，以依法办网的实
际行动承担起网站的主体责任和社会责
任。
湖南省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各网站
必须严格遵守《网络安全法》
《互联网信息服务
管理办法》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
法律法规规章，坚持依法办网、文明办网，切实
履行网站的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 欢迎社会
各界、 广大网民依法据实举报互联网违法和
不良信息。 举报电话：0731-82688060；举报
网址：http://wfblxx.rednet.cn； 举报邮箱：
hunanfuwu168@163.com； 移动端举报：微
信关注
“
网信湖南”进入
“
网络举报”。

以案说法

今年夏天，我省遭遇特大洪水灾害，省民
政厅党组、 全省民政系统党员干部把抗洪救
灾一线，当成“两学一做”课堂，落实“民政为
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
全省民政系统快速启动救灾应急响应，
快速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快速调配救灾物资，
快速部署开展灾后重建。 省厅先后派出27个
工作组到48个县市区查灾核灾， 近万名民政
干部坚守救灾一线，确保了受灾群众有饭吃、
有干净水喝、有衣穿、有地方住、有病能及时
就医。
村居“两委”同步换届、农村低保清理整
顿、牵头罗霄山片区脱贫攻坚、行业协会商会
与行政机 关 脱 钩 …… 一 项 项 重 点 工 作 的 实
绩，彰显出全省民政系统抓党建的实效。 他们
最深的感受是，抓党建就是抓方向、抓发展，
形成战斗力。 省民政厅党组的做法，得到民政
部和省委的高度肯定。

就业遭“乙肝歧视” 求职者获补偿5000元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常研
【办案结果】

因为被检查出为乙肝病毒携带者，体检
后被公司不予聘用，长沙求职者李某认为用
人单位存在就业歧视，起诉到长沙市岳麓区
人民法院讨公道。 最近，双方达成庭外和解，
用人单位补偿李某各项损失5000元。
【案情回放】

2017年 5月， 原告李某应聘被告长沙某
公司人力资源专员职位， 并顺利通过初试、
复试。 复试后，公司当场表示录用李某，并告
知李某基本工资情况、福利待遇状况等。 随
后，李某前往公司指定的医院进行了入职体
检。 在这次体检中，李某被查出携带乙肝病
毒，被公司拒绝录用。
李某认为公司以自己患有乙肝小 三 阳
为由而拒绝录用，是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就
业歧视，并因此给自己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

失。 为了讨回应有的权利和尊严，李某一纸
诉状将该公司告到法院。
【法官说法】

承办本案的法官刘蜜纯认为，我国《就
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用人单位
招用人员，不得以被招录者系传染病病原携
带者为由对其拒绝录用。 本案中，长沙某公
司的行为， 明显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故其应该对被招录者的损失予以补偿。
【温馨提示】
“乙肝歧视”，是因为许多人对于乙肝相
关知识了解不足， 而滋生和助长的疾 病 歧
视。 虽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得歧视乙肝
病毒携带者，但一些单位仍然变相检查乙肝
等指标，甚至寻找别的理由拒录肝炎病原携
带者。 应聘者如果因此被拒绝录用，可以通
过两种途径维权：一是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申请仲裁， 二是以用人单位 侵 犯 平 等 就
业权为由直接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

“爸爸，我痛，全身像针扎一样！ ” 年仅9岁的李康平多处
烧伤，需进行多次扩创植皮手术——
—

谁能帮帮这位苦命的农家娃
颜石敦

爱心义诊
8月9日上午，新宁
县 山镇深冲村深冲
小学，医务人员为小学
生检查口腔。 当天，上
海慈善机构组织爱心
人士来到该校，为学生
免费义诊， 并向100名
学生捐赠了文具用品、
营养品等物品。
石国兴 王兴发
摄影报道

运用第三方评估脱贫攻坚

桃江立案4人问责58人
湖南日报 8 月 9 日 讯 （记 者 张 斌 通 讯 员
王 艳 ）“对鸬鹚渡镇花桥村支部书记尹泽华，

桃花江镇鹅公桥村支部书记姚伏元， 松木塘
镇三节塘村负责扶贫工作的支委委员、 村会
计文安粮， 武潭镇高峰村支部书记周小春立
案审查……”8月8日，桃江县脱贫攻坚巡查整
改暨“三走访、三签字”工作会议召开，该县县
委常委、 县纪委书记戴剑锋通报了扶贫领域

的有关违纪违规。
为检验脱贫攻坚工作成效，今年6月28日
至7月10日，桃江县邀请湖南农业大学第三方
评估团队，通过电话调查、实地调研、上门复
核等方式，对所辖15个乡镇59个村（包括43个
省级重点贫困村、1个县级贫困村和15个面上
村）的740户贫困农户的识别准确率、退出准
确率以及群众满意度等进行了评估考核。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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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实责任，针对第三方评估团队指出的问题，
桃江出台整改方案，并启动问责。
目前，该县共立案审查4人，问责58人。 其
中包括， 对识别准确率和退出准确率排名末
三名3个乡镇的党委书记、 镇长进行约谈；对
识别准确率和退出准确率排名末三名且识别
准确率和退出准确率低于90%的3个乡镇，其
他工作被评为不合格的武潭镇等相关负责人
共计52人启动问责程序； 对群众整体满意度
不合格的15个村启动问责程序。 同时，责令相
关乡镇纪委分别对上述各村有关情况进行调
查追责。

“爸爸，我痛，全身像针扎一样！ ”8月9
日上午，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科
医生正在给受伤的李康平小朋友换药，李
康平使劲抓着爸爸李武的手眼泪直流。
9岁的李康平前胸后背都被棉纱包裹
着，医生小心翼翼地剪开棉纱，他的身子看
起来比一般小朋友要矮，大概不到1.2米。
年过四旬的李武耷拉着脑袋， 背靠墙
壁叹气:“怎么办，怎么办……”孩子的疼
痛让他伤心不已， 同时又为不知底的医疗
费用担忧。
李武告诉记者， 他是耒阳市黄市镇黄
山村4组贫困村民，长年在广东打工，先后
结识两位女子，分别生下大儿子李主义、小
儿子李康平。 因为没有文化、技术，李武没
挣到什么钱，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两位女
子在生下孩子后都先后离他而去。
李康平和李主义从小与寡居的奶奶
相依为命，两年前奶奶也病逝了，
14岁的李主义辍学外出打工。 为
照看年幼的李康平， 李武来到离
家10多里地的一家煤矿上班。
7月19日， 李武照顾李康平
吃过早饭后就上班去了。下午，肚
子饿得呱呱叫的李康平想做点吃
的。他打开煤气灶电子开关，没打
着，就用打火机点火，奔泻而出的
煤气突然着火， 火势顺着衣服烧
起来，全身成了一个火球。

!"#$%&'()*+,-.
/01
²`!aÉ³b#^s:cdefYPs6
Ê,g#h@ihj;|9/k]:YP@
9#ls ûÛMmÝhn;ÁsM
o>?Ýh9nsp];D#qr9,g
Qs é^t|/] ! ! ( "ÿs Ä'GHI
:YuPvw@ÛJxyYz.;./s>
?Pvw#h÷*{]
%|ÛJ6 "* i}üµAæ~s$
§i] Pvw#h~¿
o9sæ~.6#~
+- sx%sÈlG¿|µë#h
_Ó '* Ôa9ÕÖ"×ØsÙ
Ú.;./ÛkÜµëÝÞÓ|ß
à2.z-[\sháâx.;.

<=>+?@ABCDEF#

123+,456789:;#

“救命呀！救命呀！”李康平被循声赶来
的乡亲们救了出来……
由于没有钱， 李武简单弄来一些草药
与烫伤膏涂在儿子伤口上。 4天后，李康平
的伤势不见好转， 李武把儿子送到耒阳市
人民医院。因伤势严重，一天后李康平被转
到衡阳市中心医院，7月27日又被转到郴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生们经过详细检查， 发现李康平胸
腹部、 左侧背部、 右上臂内侧等多处被烧
伤，需要进行多次扩创植皮手术。郴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烧伤整形外科主任许喜生表
示， 他们会制定最科学、 最节俭的治疗方
案，让李康平尽快康复。
据介绍，8月4日李康平已进行第一次
手术，目前共花去医疗费用5万多元。
“这些钱都是我向亲戚朋友借来的。”
面对后续治疗费用， 李武望着窗外茫茫天
空不知所措。谁能帮帮这个困难的家庭、这
位苦命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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