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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永发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军队改革这场大考， 考部队也
考地方， 领导干部作为“重点考
生”， 检验的是忠诚、 考验的是担
当。 第一书记作为武装工作的第一
责任人， 如何担起支持军改第一责
任？ 怎样带头推动服务保障军改政
策落地？ 随着“脖子以下” 改革深
入推进， 带着思考， 记者深入益阳
市赫山区采访， 品味赫山区委书
记、 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邓正安
投身军改的“应试经”。

武装工作紧跟改革强
军步伐， 强化思想和行动
自觉

今年4月25日， 赫山区兰溪镇
枫林桥冲锋舟操作手训练热火朝
天， 邓正安坐镇指挥， 研判季度水
情， 演练救援技巧， 民兵舟桥分队
全力备战全市防汛抗旱演习。

“没有强大的国防， 金山银山
建得再好， 也不过是沙上建塔， 一
阵风就没了。” 集训现场， 邓正安
给民兵舟桥分队回顾了近几年抗洪
救灾情形， 并强调益阳最大的市情
就是水情， 他要求舟桥民兵骨干加
强训练， 确保关键时刻全区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到现场指挥、 指导民兵分队训
练， 是邓正安关心武装工作的一个
缩影。 在他看来， 国防是“政府的
首要职责”“社会的第一勤务”。 他
曾经打过这样一个形象比喻： “国

防安全相当于氧气， 它存在于日常
生活， 我们感觉不到， 但当它不存
在时， 我们就生存不下去了。”

军队改革“启动键” 按下后，
邓正安身为第一书记， 第一时间与
人武部对接， 带头学习国防和军队
改革相关新规新政， 他认为： 履行
职责首先需要了解职责， 只有了解
才能理解， 唯有理解才能支持。 为
了履行好第一书记的重要职责， 他
带头坚持党管武装各项制度， 并给
自己规定了“四个一”： 每季度至
少参加一次人武部党委会， 听取一
次人武部工作汇报， 到人武部现场
办公一次， 每年参加一次人武部党
委民主生活会。

群雁高飞头雁领。 去年11月
份， 赫山区邀请国防科技大学马建
光教授以“国际安全形势” 为主题
展开授课辅导， 邓正安亲自审定方
案， 旨在强化全区党员干部国防素
养， 最终全面提高全区干部开展武
装工作的能力水平。

“没有强大国防就不会有漂亮
厂房， 眼睛只顾经济效益， 容易患
上短视， 观不到大局。” 授课结束
后， 邓正安说， “通过授课辅导能
加深领导干部对军队改革的认识，
进一步强化全区干部做好党管武装
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平时真心投入真情支持， 关键
时刻拉得出冲得上。 今年7月， 赫
山区遭受了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
灾情发生后， 邓正安指挥民兵预备
役人员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先后出
动基干民兵2100多人次， 车辆90

多台次， 调运冲锋舟13艘， 解救被
困群众800余人， 协助转移安置人
口14000多人， 获得人民群众称
赞。

支持军改要来实的 ，
落实部队所提需求， 就是
办国家大局上的事

去年6月， 部队全面停止有偿
服务工作部署后， 赫山区人武部拟
了一份情况报告呈送区委区政府，
争取如期完成任务。 情况报告呈送
到邓正安办公室后， 他当即与区委
常委进行商量， 决定将这项工作列
入两天后区委常委会进行研究。

“这项工作拖不得， 越拖问题
越多、 矛盾越大， 地方政府要积极
协助部队， 以最快的速度把任务完
成。” 在邓正安看来， 部队有偿服
务关停工作是中央军委作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 事关军队改革大局， 牵
扯到地方群众， 要特事特办加快
办， 处理过程中务必做到“快 、
稳、 准”。

“按照惯例，涉军议题大多积攒
到年度议军会研究解决， 且会前有
审查、征求意见等一系列程序，至少
需要7天时间。 ”赫山区人武部政工
科科长周杰告诉记者， 随着军队改
革深入推进，涉军议题明显增多，邓
正安在军地办公会上明确表态，军
队改革非常时期就要用非常手段，
政府要为服务部队改革提供“一站
式服务”，凡是涉及国防和军队建设
改革的重要指示精神、 重要工作部
署、重要矛盾问题，都要“抓紧纳入，

专题研究，及时解决”，全区形成常
态化研究决策机制。

非常手段带来非常效果。 赫山
区在近9个月时间里先后10次研究
涉军议题， 及时解决了军队有偿服
务关停、 征兵宣传、 军属安置等重
难点问题。

随着“脖子以下” 的改革全面
展开， 邓正安认为,�面对改革大考，
地方政府不能坐等改革， 应当主动
作为， 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拿出管
用的优惠政策优待军人。 他结合武
装工作调研和部队改革工作需求，
倡导在赫山区打造“五优工程” 拥
护支持军队改革， 即： 优先征集大
学生适龄青年进部队、 优先选用优
秀退役士兵进村 （社区） 两委班
子、 优先编组优质兵员进基干民兵
队伍、 优先提拔使用实干型专武干
部、 优先服务保障好军人军属子
女。

“打造‘五优工程’， 关键是要
落到实处。” 邓正安在区委议军会上
明确要求， 部队改革如打仗， 地方
拥军改革要紧跟上。 为此， 他们积
极探讨帮助部队官兵拓宽“后路”、
巩固“后院”、 扶持“后代” 问题，
组织军地将“五优工程” 细化为兵
员征集、 转业安置、 子女入学等28
条具体操作条款。

去年以来，4名在赫山区安置的
团职干部分别进入人社局、卫计局、
住建局等一类行局岗位，3名随调家
属安置在住建局、交通局、林业局，
实现满意度100%；全区16名基层武
装部长有7名得到提拔重用。

� � � � 湖南日报 10月 10日讯 （记者
戴勤 通讯员 袁光宇 ） 10月6日14
时许， 邵阳市沿江桥移动警务平台
民警在巡逻中， 将一名正在盗窃电
动摩托车的不法分子抓获。

为打破传统110接处警模式 ，
变“静态候警” 为“动态处警”， 9
月30日， 邵阳市建立并启用10个移
动警务平台， 以“屯警街面， 动中
备勤”。 该市将主城区划分为10个主
网格， 每个主网格安排一个移动警
务平台。 每个移动警务平台配备6名
民警、 24名辅警以及1台移动警务平

台车、 2台巡逻处警车、 4台巡逻处
警摩托车， 按照三班倒模式运转，
全天候履行接警处警、 动态巡逻、
交通管理、 纠纷化解、 服务咨询等
职能。

国庆、 中秋长假期间， 邵阳市
10个移动警务平台为护航“平安邵
阳” “幸福邵阳” “文明邵阳” 发
挥了积极作用。 从10月1日零时至7
日16时， 移动警务平台共处警620
起， 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14名，
现场调解纠纷175起， 受理群众求助
106起， 协助疏导交通2600人次。

� � �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刘
跃兵 通讯员 李会生）近日，祁阳县
茅竹镇居民唐某、赵某夫妇，来到该
县灯塔路派出所送上一面“及时出
手，关爱群众”的锦旗。

10月5日23时， 祁阳县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湘江
上的浯溪一桥有人要跳江自杀。 该
县公安局值班副局长卢伟率灯塔路
派出所民警柏林、 于耀湘等迅速赶
到现场。 只见在离江面10多米高的

桥上， 一名30岁左右的女子双手抱
着路灯杆，全身处于大桥栏杆外，随
时有可能掉下去。对民警的询问，女
子不回答，并威胁如果有人靠近，她
就跳下去。

这时， 女子的公公与小姑驾驶
摩托车赶到。 原来，该女子赵某，因
怀疑丈夫有外遇， 所以做出过激行

为。经过沟通，赵某要求与丈夫唐某
见面。 卢伟一边安排人员继续与赵
某沟通，一边安排民警找到了唐某，
还接来了赵某的婆婆与小女儿。 在
现场，唐某一再认错，可赵某仍不肯
翻过大桥栏杆……

不知不觉， 已到6日凌晨1时多。
寒风中，赵某的体力明显不支。 现场

民警决定，趁赵某的公公、婆婆和小
女儿劝说之际，由民警与唐某悄悄靠
近赵某。 没想到，民警与唐某即将靠
近赵某之际，被赵某发现。 就在她跳
江的一瞬间， 民警和唐某冲上去，一
把拽住赵某，将她救到桥上。

事后，民警多次做工作，终于使
赵某消除了怀疑，夫妻俩和好如初。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贺力平 李博偲

【判决结果】
在生态环境越来越被人关注和

重视的今天， 仍有人为了一己之私
利铤而走险污染环境， 结果是领刑
又罚金。 9月27日， 邵阳市双清区人
民法院一审以污染环境罪对4名被告
人定罪量刑， 其中判处李某勇有期
徒刑1年， 并处罚金3000元； 分别
判处李某松和李某权有期徒刑1年、
缓刑1年， 并处罚金5000元； 判处
申某有期徒刑10个月、 缓刑1年， 并
处罚金5000元。

【案情回放】
2015年8月， 被告人李某勇与其

父李某松、 其弟李某权开办了一家
无牌化工厂， 私自加工含二氯甲烷、
二甲苯等化学成分的废溶剂， 制作
成稀释剂成品和燃烧用的环保油成
品向外销售 。 2015年10月 ， 被告人
申某明知该化工厂属无证经营， 依
然将含乙酸乙酯的废有机溶剂销售
给李家父子。 2016年3月， 申某将一
批废油漆溶剂运至化工厂要求加工
成稀释剂， 李某松按吨收取加工费。
加工产生的所有废液通过排水渠排
出厂外 ， 直接污染了周边的土地 、
林地。 而加工产生的废渣被焚烧后，
产生的废气也对空气造成直接污染。

案发后， 有关部门为消除环境污染
花费 70万元 ， 李某松承担了 30万
元。

【法官说法】
审理此案的王亚平法官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338条规
定， 违反国家规定， 排放、 倾倒或
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 含传染病
病原体的废物、 有毒物质或者其他
有害物质， 严重污染环境的， 处3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 后果特别严重的， 处3年
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李某勇、 李某松、 李某权非法排放、
倾倒、 处置危险废物致使公私财产
损失70万元， 应认定为严重污染环
境。 申某明知该化工厂无经营许可
证， 仍向其提供或委托其处置危险
废物， 严重污染环境， 应以污染环
境罪的共同犯罪论处。 鉴于4名被告
人犯罪情节较轻， 案发后李某松主
动出资30万元消除污染， 确有悔罪
表现， 法院遂作出前述判决。

【温馨提示】
江海湖泊， 空气与水 ， 山与树

林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
没有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以环境污
染为沉重代价， 即使获得眼前利益，
也终将陷入发展困境。 而那些为获
一己之私利不惜污染破坏环境者 ，
必然会受到法律惩处。

屯警街面 动中备勤
邵阳建成10个移动警务平台

以案说法

无牌化工厂随意排污遭查处
4名被告人领刑又罚金

军改大考，“第一书记”如何担当作为
———赫山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邓正安投身军改考场的“应试经”

祁阳民警深夜救下轻生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