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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何淼玲）今天上午，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江天勇煽动颠覆
国家政权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认
定江天勇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
3年。江天勇当庭表示不上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江天勇长期
受反华势力渗透影响，逐渐形成了
推翻国家现行政治制度的思想，并
发布大量言论攻击、 诋毁政府部
门、 司法机关及国家法律制度。江
天勇多次赴境外参加以推翻国家
政权为内容的培训，向境外反华势
力申请炒作热点案事件的资金支

持。2013年， 江天勇与一些律师发
起成立了“中国保障人权律师服务
团”，通过该平台以“维权”为幌子，
插手、 炒作国内热点案事件。2015
年以来，江天勇针对周世锋颠覆国
家政权案等案件，通过肆意歪曲事
实、煽动他人在公共场所非法聚集
滋事、利用舆论挑起不明真相的人
员仇视政府等方式，攻击和诽谤国
家现行政治制度，煽动他人颠覆国

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严重
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2016年
10月，江天勇指使谢阳（因涉嫌犯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依法采取
强制措施） 的妻子陈桂秋编造了
“谢阳在羁押期间遭受酷刑” 的系
列文章， 在互联网上进行炒作。江
天勇还将前述文章及境外网站歪
曲事实的报道大量转发，并鼓动他
人转发，煽动民众对现行体制和司

法机关的不满。
法院认为，被告人江天勇以颠覆

国家政权、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
的，通过在互联网上发布文章、接受
境外媒体采访、炒作热点案事件等方
式抹黑国家政权机关，攻击宪法所确
立的制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
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煽动颠
覆国家政权罪。公诉机关指控江天勇
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江天
勇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能当
庭认罪、悔罪，具有坦白情节。辩护人
请求对江天勇从轻处罚的意见法院
予以采纳。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江天勇一审获刑2年，当庭表示服判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万检新 ） 日前，长
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益阳、常
德等地精准对接中央要求，紧锣密鼓
对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进行部署。

11月19日，省委常委、长沙市
委书记胡衡华主持召开市深化监察
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第一次会
议， 传达学习全国推开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
会议和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
全市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胡衡华强调，要落实各项任务，务求
改革试点工作扎实推进。 省纪委常
委、长沙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蔡亭
英密集调度改革试点相关工作，要
求做到改革试点与反腐反贪工作两
手抓、两不误。目前，长沙已制定改
革试点整体方案（草案），成立了深
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及改

革试点工作小组办公室。
11月16日， 株洲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毛腾飞主持召开市
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全国推开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
署电视电话会议和省深化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精
神， 会议原则通过了改革试点工作
小组及办公室组成人员、职责分工。
目前，株洲市、县两级全部成立了深
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并
以党委的名义出台了制度文件。

11月13日， 湘潭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曹炯芳主持召开全
市领导干部大会， 传达全国推开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署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全面部署湘潭
市县二级监察体制改革工作， 要求
各县区党委书记提高政治站位，进
行任务倒排， 按照时间节点和任务
要求，当好“施工队长”，各部门全力

协调配合圆满完成党中央和省委交
给的光荣任务。

11月16日，衡阳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周农主持召开常委会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推开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
会议和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成立了以市
委书记为组长的衡阳市深化监察体
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衡阳各县市区
也成立相应工作领导小组， 倒排时
间，全面推开改革试点工作。

11月16日， 邵阳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龚文密主持召开市
委常委会会议，传达中央、省委全面
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有
关精神。目前，邵阳市成立了深化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 市委书
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文密任组
长，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邓广雁任
副组长。

11月16日，益阳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瞿海主持召开市委常委
会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办公
厅《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试点方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
试点工作的决定》 和全国推开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
话会议、 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 成立了益阳
市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
制定了《益阳市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
点实施方案》。

11月16日，常德市委书记周德睿
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
中央、 省委监察体制改革有关会议精
神，研究部署该市监察体制改革工作。
目前， 常德市成立了深化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工作小组及办公室。 常德市委
书记周德睿任组长，常德市委常委、市
纪委书记罗翠林任副组长。

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益阳常德等地对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进行部署———

精准对接中央要求
确保如期完成任务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李治）今天，在长沙县青山铺镇刘少
奇天华调查陈列馆， 长沙市首个党
性和公仆意识教育基地挂牌成立。

1961年4月12日， 刘少奇来到青
山铺镇天华村（当时为广福公社天华
大队），蹲点调查了18天。时年63岁的
刘少奇走田间、访农户、睡茅屋，认真
聆听当地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在天华
作出了解散公社食堂的决定。 长沙市
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陈芳辉说， 少奇同

志深入群众、 实事求是的调查方法和坚
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工作作风，树立了人
民公仆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是留给长沙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据介绍，长沙市在刘少奇天华调
查陈列馆成立首个党性和公仆意识
教育基地，旨在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而开辟一个锤炼党性修养的课
堂。该基地将成为长沙市党政干部教
育培训的一个重要现场教学点。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易禹琳）今天上午，“听来自唐朝的
声音” 世界非遗南音公益经典音乐
会在长沙举行。从来没见过的乐器，
从来没听过的曲目， 长沙人第一次
被这种来自福建泉州的“中国音乐
的活化石”惊艳，赞叹“好听得耳朵
都要出油了”。 据悉，南音国家级代
表性传承人苏统谋将把他整理的
14册《南音曲谱》赠送湖南图书馆。

南音溯源汉唐，形成于宋，被闽
南人千百年来传承， 又带到中国台
港澳及东南亚地区。2009年， 南音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此次，为庆
祝长沙2017年获选东亚文化之都，
作为第一届东亚文化之都的泉州特

意带来南音公益经典音乐会。由湖南
省南岩轩茶业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
会上，老中青少四代南音传承人带来
了七首曲子，长沙人见到了敦煌壁画
上横抱的琵琶（南琵）、洞箫（尺八）、二
弦、三弦，听到了唐《韩熙载夜宴图》上
演奏的名谱《梅花操》，亲见汉代“丝竹
相和，执节者歌”的演唱形式。湖南省
音乐家协会主席邓东源评价南音的
真声演唱非常难，但今天演唱的小学
生也表现得非常完美。希望浏阳的古
乐、辰州高腔等传统音乐也能走出去，
向更多人展示湖湘文化。

据泉州南音艺术家协会主席陈日
升介绍，泉州现有500多个南音社团，他
们编写的南音教材进入 200多所中小
学音乐课堂，近20万孩子在学南音。

世界非遗南音首次来湘
长沙人喜听“来自唐朝的声音”

11月21日上午，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南音公益音乐会《听来自唐朝
的声音》在湖南九所宾馆上演。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长沙成立首个
党性和公仆意识教育基地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通讯员
陆继华 记者 李治）日前，抗美援朝
老战士、今年90岁的老共产党员曾
正平在老伴陪同下， 来到长沙县委
组织部，缴纳5万元钱作特殊党费。

曾正平是长沙市望城区人，
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1953年因受
伤入院治疗，伤好后转业到地方，在
长沙县工商系统工作至退休。 他对
党怀有深厚感情，退休后省吃俭用，

但在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他缴
纳1万元特殊党费支持灾区建设。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这让曾正平倍
感兴奋与自豪，他决定再缴纳5万元
特殊党费。

负责接待曾正平的长沙县委组
织部工作人员要老人给儿女打电
话，征询他们的意见。曾正平说：“我
的做法家里人都很支持。 我是一名
共产党员，现在能安享晚年，全靠党
的教育和关怀。党给我的太多了，缴
纳这份特殊党费， 就是想表达我对
党的感恩之情。”

九旬老党员缴纳5万元特殊党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