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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彭丁云

国徽高悬，法槌敲响。
12月14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市民胡某诉省国土资源厅、 国土资
源部政府信息不公开一案。

审判席上，端坐着本案审判长、天心区人
民法院院长谭剑辉。他和本案审判员、天心区
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唐吉娜以及人民陪
审员周觉军组成合议庭。

原告席上，坐着长沙市民胡某。
被告席上， 坐着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方先

知、 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行政复议处处长莫晓
辉。他们代表被告方出庭应诉。

随着审判长谭剑辉敲响法槌， 这起涉及
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案件正式开庭审理。

2017年5月17日、5月26日， 胡某先后两
次就长沙市某地块项目建设的相关政府信息
向省国土资源厅提交申请， 要求公开相关政
府信息。5月26日、6月13日，省国土资源厅两
次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认为胡某申请
公开的内容不明确， 要求其对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进行更改、补充。
胡某不服， 于6月20日、6月22日两次向

国土资源部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请求依法确
认省国土资源厅未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
责行为违法， 并要求国土资源部责令省国土
资源厅限期作出书面答复。

8月24日，国土资源部对胡某提出的两次行
政复议申请作出两份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省国
土资源厅已在法定期限内针对申请人胡某的信
息公开申请进行了答复， 不存在行政不作为，因
此对胡某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予以驳回。

胡某对此不服，于同年9月向天心区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撤销被告省国土资
源厅政府信息告知书和国土资源部行政复议
决定书， 确认被告省国土资源厅法定期限内
未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行为违法。

根据两案诉请及当事人情况， 天心区人
民法院决定对两案进行合并审理。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证据部分均未提
出异议。

原告胡某认为， 省国土资源厅作出的告
知书中的告知内容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信息公开条例》所作出的相关规定，同时对国
土资源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未对告知书中的
内容进行审核提出质疑。

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方先知进行了口头答
辩， 对原告胡某以细分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内
容、重复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等提出质疑，同时
对胡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时间性、复杂性、
政策性进行了说明。

庭审结束，方先知向新闻媒体记者表示：
尊重法律，尊重法院判决。

谭剑辉介绍：自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
于2015年5月1日实施以来，天心区人民法院
对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事宜作出制度化规范。 法院向行政机关送达
法律文书时，一并送达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通知书》，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该通知书规定，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行政
机关负责人应出庭应诉。 如果确因特殊情况
不能出庭的，需向法院作出书面说明，并委托
行政机关其他工作人员出庭。 此举旨在促使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彰显司法权威和
助推依法行政。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峰

“有强哥引领，兴隆之路越走越兴隆。 ”
12月14日， 记者到株洲云龙示范区龙头铺
街道兴隆山社区（以前叫村），采访“湖南好
人”唐建强，当地一位年轻人称赞他是“兴隆
领路人”。

唐建强今年65岁，当过多年村（社区）
干部。 1984年，他做通村民思想工作，把村
里一笔6.9万元的土地征收款用来创办株洲
兴隆水玻璃厂，成为今天株洲兴隆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从厂长到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唐建强30多年来诚信经营，把一
个小作坊办成了中国无机硅化物行业大型
骨干企业。 他还探索“以工哺农、工农融合”
发展方式，使一个贫困落后的山村变成了全
国文明村。

唐建强先后获评全国劳模、全国优秀乡
镇企业家、全国兴村富民百佳领军人物等。

亏了是个人的，赚了是集体的
“这笔钱不能分，必须用来发展集体经

济！ ”提起“兴隆”起步的6.9万元，兴隆山人
称赞唐建强有远见。

当时，大多数村民反对办企业，以前村
里办的红砖厂、片石厂等都垮了，还背上了
沉重债务。

“关键在于找对路子。 ”唐建强在村民
大会上向大家承诺，“这个厂长我来当，亏
了由我以自家房产抵押偿还， 赚了是集体
的。 ”

1984年4月，唐建强带领村里26名青壮
劳力，在原来的知青坡上，垦荒建设兴隆水
玻璃厂。

为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唐建强带着大家
就近买砖、上山找木材，将废弃的几间知青房
作办公室，还用“高薪”从长沙轻工窑炉研究
所请来技术人员现场指导。 至今留在公司任
技术总工程师的周敏说：“当时所谓‘高薪’仅
为年薪1000元，但我们服强哥，他时刻想着把
集体的事办好，特别执着。 ”

经几个月日夜奋战，水玻璃厂投产了，
当年盈利4万余元。 从此，每年春节，村里男
女老幼都会收到厂里送的红包礼金。

撸起袖子干，打造百年店
创业初步成功， 唐建强没有满足当小

作坊主。
1987年，唐建强请来工程师进行技改，

水玻璃厂产量翻了番。 1992年，他又决定投
入1000万元，实施全煤气炉改扩工程，水玻

璃厂生产能力由2万吨猛增到8万吨。
乘势而上，1995年，唐建强决定再投入

1800万元，引进国外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
用自产水玻璃加工白炭黑产品。 此后，水玻
璃窑炉再经历了6代升级改造， 达到国内先
进水平。 1997年，兴隆水玻璃厂改制为株洲
兴隆化工实业有限公司，2014年再更名为
株洲兴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获评全国重
合同、守信用企业，公司“中强”牌白炭黑商
标成为中国驰名商标，产品远销德、美、意、
日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去年，公司实现产值7.58亿元、利润
3300多万元。 30多年来，共缴税2.6亿元，发
放职工工资2亿多元。”兴隆山社区干部汤炼
红告诉记者，“这些年，先后到公司上班的社
区居民有上千人。 公司改制后，唐建强坚持
把80%多的股份给了社区集体、居民和企业
职工，大家共同持股，共享发展成果，预计今
年社区居民人均纯收入可达5万元以上。 ”

目前，兴隆公司正投入500万元，建设
社区政务服务中心和居民集中居住区，打造
生态优美的工农融合特色小镇。 社区居民
说，兴隆越来越兴隆了。 唐建强说：“我是兴
隆人，让兴隆山兴隆再兴隆，还得撸起袖子
加油干，带领大家打造百年店，永远追求诚
信经营。 ”

■点评
“亏了由我以自家房产抵押偿还，赚了

是集体的。”唐建强一诺千金，带领群众发展
集体产业。

在公司发展起来后，他坚持让大家共同
持股，共享发展成果，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山
村变成了全国文明村。

不忘创业初心，时刻想着群众，时刻想
着把集体的事办好， 才会有克服困难的动
力，才会不断创新前行，才能成为一个优秀
的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领路人”。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唐建强：“兴隆”领路人

� � � �唐建强 通讯员 摄

国土厅长出庭应诉
———天心区法院审理市民状告省国土厅、国土部政府信息不公开案目击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李青

名片
� � � �张明树，1986年生，吉首市人，湖南大和
品牌设计有限公司创始人，设计师。秉承对品
牌设计的执着信念， 由他领衔设计的品牌案
例，已获得多个行业龙头企业的认可。

故事
一只可爱的小熊倒立着， 额头系着一根

黄色的小毛巾， 头顶一碗拉面， 眼神平视前
方，伸出鲜红的舌头，欲大快朵颐而不能。 这
幅设计别具一格的品牌形象———《熊样功夫
面》，就是张明树的原创。

说话富有磁性的张明树，右手执鼠标，盯着
电脑屏幕。12月12日，记者见到张明树，他正在工
作室为某知名家具其业务设计品牌形象。

张明树快人快语：随着时代的发展，各行各
业的市场都趋于饱和。 在这种大环境下，品牌需
要聚集消费者的目光， 深入发掘自身的优势，精
准定位，以区隔于同行。《熊样功夫面》就是充分
运用美术设计，将文字与图形相结合，采用趣味

性的卡通图形和黑色字体进行创作。
“长沙是我的创业福地！ ”张明树的话语

里，饱含着对长沙的一份深深爱意！ 经过8年
打拼，他在长沙安了家，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
的朋友，一起探讨品牌与设计。

张明树2009年6月毕业于湖北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毕业后，本可回吉首做一名美术教师。但从
农村走出来的张明树， 希望拥有与别人不一样的
人生，而成为一名出色的设计师是他当时的理想。

张明树来到了装满梦想的城市———广
州，进入了一家设计公司。这几年是他专业能
力提升最快的阶段， 他很快被提拔为首席设
计师，年纪轻轻就拿着丰厚的酬金。他感觉到
自己的创意思维依旧没有得到完全的施展。
深思熟虑之后，他2014年来到长沙，与3位设
计师创建了一家设计公司。一年后，由于股东
之间的分歧，最后失落散场。

创业失败了，他自己也一度病倒，他一度情
绪低落。一天，他路过一家咖啡厅，走进去点了一
杯咖啡， 看到稻盛和夫写的一本书———《活法》，
随手翻了几页，就完全沉浸了下来……经过9个
月的“蛰伏”，张明树决定东山再起。

2016年3月， 张明树创立了湖南大和品
牌设计有限公司， 致力于全面提升企业形象
和品牌价值， 为企业提供品牌咨询、 品牌策
划、品牌设计、电商视觉等品牌创新服务。 开
业伊始， 公司就受到湖南卫视主持人杜海涛
的关注。 他们联手打造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熊
先生品牌，淘宝上线3天销量冲冠。 这是品牌
设计与时尚力量相互成就的理想结果。

奋力奔跑的人总是会被幸运眷顾。 如今，
大和品牌设计团队已与诸多知名企业建立合
作关系。 张明树和他的团队乐于面对挑战，大
和业务板块已从湖南走向北上广深等一线城
市。 他们用品牌设计的力量，累计服务市值过
千亿及行业标杆品牌10余家。

张明树：
品牌设计有品牌

张明树 图/傅汝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