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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 近日， 邵阳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文密在采访中
表示，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市
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 全面推
进法治建设， 以“法治第一保障”
更好服务“发展第一要务”， 将实
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有序运行。

龚文密表示， 法治建设是提升
邵阳核心竞争力重要保障， 全面依
法治市，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
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
法， 强化法治意识、 培养法治情
感、 增强法治信仰、 树立法治思
维， 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和承担法律
责任。 要不断完善领导干部法治教
育培训制度， 健全领导干部任前法
律知识考试制度， 落实领导干部年

度述法制度等， 把法治建设成效作
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
作实绩的重要内容。 抓好依法行
政， 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把公
众参与、 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 合
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
决策的必经程序， 把公开透明作为
政府工作的基本制度， 推进办事公
开， 做到行政行为于法有据、 程序
正当。 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
革， 简政放权， 全面清理行政审
批、 行政许可事项， 实行行政执法
权力清单制度， 规范和监督权力运
行，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促进政府
行为法治化。

龚文密表示， 要以法治维护邵
阳社会和谐稳定， 充分发挥法治的
“导流槽” 和“分拣器” 功能。 坚
决排除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对司法
工作的干扰， 保证审判机关、 检察

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检察
权， 积极推进审判公开、 检务公
开， 增强司法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
力。 要加强基层法治建设， 推进依
法治理， 深入开展“民主法治示范
村 （社区）” 等创建活动， 教育引
导基层群众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 大力充实基层法治力
量， 推进落实“一村一辅警” 等工
作举措， 继续普及法治学校进社
区、 进村， 教育引导群众遇事找
法，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基层矛盾纠
纷。 通过整治突出治安问题， 严厉
查处破坏社会发展环境和损害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 让广大群众
安心、 舒心，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更加突出法治引领作用， 通过
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认真落实
法治惠民举措。 邵阳市将大力推进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站点建设， 利
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站点， 转变
传统工作模式， 前移服务阵地， 让
工作人员到一线与群众面对面交
流， 让群众享受到了“功能全、 质
量好、 一站式” 的法律服务。 十三
五期间， 邵阳市还要进一步加强法
治文化阵地建设， 在县级以上城
区， 至少要建立一个以上的法治文
化主题公园或法治文化广场、 法治
文化长廊等法治文化设施， 全市主
要景区建成一定数量的法治文化景
区。 县级以上电视台、 电台、 党报
党刊设立法治栏目， 各主要文化场
馆设置法治文化展台。 积极扶持、
引导文化企事业单位开发推广法治
影视、 法治戏曲、 法治动漫等法治
文化产品， 组织开展优秀法治文艺
作品征集评选活动， 打造一批具有
邵阳特色的法治文艺精品项目。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周勇军
肖洋桂 卜云）今天上午，常德市中级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田启林诉常德市
政府行政纠纷案。根据行政诉讼法有
关规定，常德市政府指派副市长涂碧
波出庭应诉。 这是自2014年11月行
政诉讼法修改以来，常德市政府行政
负责人首次出庭应诉。

原告田启林是常德市武陵区居
民。 其起诉理由是，2008年中意公司
受政府委托拆迁其住房，拆前公司没
有告知其补偿政策，没有与他核对补
偿项目。 田启林认为，自己没有知情
权，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为此，他不
断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问题始终
得不到解决。 2016年，他向法院提起
诉讼，状告常德市政府不作为。

法院审理中，被告常德市政府答
辩认为， 田启林于2016年以房屋拆
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为由，向武陵区
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请法院判
决中意公司补偿自己的损失。该院于
今年3月作出了民事裁定书： 田启林
签订了合同，并领取了拆迁款。后来，

田启林认为补偿金额偏低， 以致成
讼。同时，该院认为此案属于“历史遗
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
应由政府相关部门予以裁决，不属于
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因此
驳回起诉。田启林根据武陵区法院的
生效裁定， 可向市房管局申请裁定。
如果田启林对裁决不服，也可以自裁
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 向武陵区
人民法院起诉。

常德市副市长涂碧波在庭审陈
述时表示：“作为诉讼的被告当事人，
我们与原告的法律地位是完全平等
的，理应充分尊重司法机关独立行使
司法权，充分尊重人民法院所作出的
裁判。 只要是生效的法律文书，我们
坚决执行。 ”

这起“民告官”案件，庭审持续了
1个多小时。最终，法院当庭驳回了原
告的诉讼请求。

这起案件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也
引发网友热议。 大家普遍认为，这起
案件输赢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体现了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法治精神。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戴勤
通讯员 袁光宇 曾天逸 ）12月18日
深夜，结束第15届中国（深圳）国际
茶产业博览会绥宁“野生茶”参展活
动，“最美扶贫姑娘”龙文琼从深圳赶
回绥宁， 安排所签绥宁野生茶合同
供货工作。

12月14日至18日， 第15届中国
（深圳）国际茶博会在深圳举行。开展
当天，在深圳会展中心1号馆，出现
了龙文琼“欢迎大家过来品尝神奇
绿洲绥宁野生茶”的吆喝声。 而此前
一天，即12月13日，龙文琼在长沙从
省有关领导手中接过了“2017湖南
百名最美扶贫人物”证书。

今年50岁的龙文琼是绥宁县金
水湾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1年因收养绥宁“6·19”特大洪灾
留下的孤儿而被称为“爱心妈妈”。今

年“四八姑娘节”上，她被绥宁群众推
举为“绥宁十大最美扶贫姑娘”。

绥宁苗侗人民素把野生茶奉为
茶中珍品。 2014年初春，龙文琼在当
时号称“绥宁西藏”的梅坪乡收购山
货时，发现那里漫山遍野的野生茶无
人采摘，百姓守着“黄金叶”过着苦日
子。 当年，龙文琼在当地敞开收购野
生茶，帮助100多户村民户均年增收
2000多元。

近3年来，依托绥宁丰富的野生
茶叶资源，龙文琼开发出“金水湾”牌
野生白茶、野生绿茶、野生红茶及野
生青钱柳等多个野生茶品种，并借第
15届中国（深圳）国际茶博会，让绥
宁野生茶首次走向世界。

“绥宁野生茶，好喝！”博览会上，
一位国际友人竖起大拇指，用不太熟
练的汉语对龙文琼说。

� � � � 湖南日报 12月 19日讯 (记者
孟姣燕)走进神秘的南方冰雪之城，感
受“冰与火”极致之旅。 12月19日，以
“南国冰雪城·贵州六盘水” 为主题的
六盘水冬季旅游推介会在长沙举行，
将六盘水独特的冰雪风光带入湖南。

本次推介会上， 六盘水市推出
廻龙溪温泉、龙井温泉、刘官胜境温
泉、娘娘山温泉、百车河温泉、恩华澳
斯特温泉；邀请湖南游客到“冰雪童
话” 梅花山国际滑雪场、“林海雪原”

玉舍雪山滑雪场、“云上雪野”盘州云
海乐原滑雪场和乌蒙滑雪场滑雪，
集中宣传展示凉都六盘水的冬季旅
游特色，打响以“南国冰雪城·贵州六
盘水”为口号的冬季旅游金字招牌。

推介会上重点介绍了有关景区
及优惠政策。 今年六盘水为游客推
出全境温泉项目与滑雪项目连续90
天享受门票7折优惠的活动（节假日
和周末除外），优惠时间从2017年12
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通讯员
曾季杰） 第十届世界旅游大使冠军
总决赛12月15日在株洲举行颁奖大
会， 在美留学华人郑东妮获得冠军。

世界旅游大使冠军总决赛是由
亚太旅游联合会批准举办的国际性
品牌赛事， 是一项评选旅游文化使
者、 推广城市旅游的大型活动。 本
届活动主题为“美在中国， 情在湖
南， 株洲盛宴， 星耀全球”， 经过初

赛、 复赛、 决赛等多轮角逐， 来自
世界各地的24位旅游大使， 在株洲
进行了总决赛。

竞赛期间， 赛事冠名方湖南天
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会同国际葛根
研究会， 围绕葛文化、 葛资源共享
等相关议题进行广泛交流， 来自我
国和巴勒斯坦、 斯里兰卡、 毛里求
斯、 马其顿、 匈牙利以及欧盟、 阿
盟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探讨。

常德副市长出庭应诉“民告官”

“最美扶贫姑娘”推介野生茶

市州委书记谈法治
———省委法治办、省司法厅主办

以“法治第一保障”
服务“发展第一要务”
———访邵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文密

第十届世界旅游大使冠军总决赛
在株洲颁奖

T梁架设
12月19日， 龙山县红岩

溪镇， 黔张常(重庆黔江—湖
南张家界—湖南常德)铁路车
树村2号大桥正在进行T梁架
设。 黔张常铁路于2014年12
月开工， 预计2019年建成通
车。 曾祥辉 摄

� � � � �荨荨 （上接1版①）
耒阳市还开展“献计耒阳新发

展”活动，共收到有效投稿519篇，涉

及经济、社会、生态、民生等各个方面。
市相关部门做到件件有回音，并选取
68篇结集归档，作为全市发展重要参

考。同时，开展“脱贫金点子”和“小康
路上党旗红，脱贫攻坚见行动”活动，
凝聚力量打好脱贫攻坚战。 至11月

底，共收集“金点子”300余个，引进扶
贫项目261个，创办基地262个，将带
动15830户贫困户脱贫。

�荨荨（紧接1版②）见义勇为“中国好
人”郭德高，仅靠一家小文具店维持
生计， 却常在支援受灾群众的爱心
募捐中毫不犹豫捐款；“湖南好人”
姚建刚， 连续5年自掏腰包几万元，
帮助了20多户贫困户……

干部带头，率先垂范谋发展
今年7月，长沙遭受百年难遇的

特大洪灾，位于长沙最北端、湘江入
水口的茶亭镇防汛形势极为严峻。
在14.8公里的湘江大堤上， 茶亭各
级干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一道
坚固的钢铁长城，护卫家园、百姓平
安。实际上，在平日里，镇、村各级党
员干部也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每
一名干部都在成为“雷锋”的道路上
砥砺前行。

在大龙村， 为了美丽乡村建设
与保障村民人身安全， 村支书李新
民大力推行“环保送葬”，即在逝者
下葬时，摈弃敲锣打鼓、燃放鞭炮、
发放丧事礼包的传统方式， 转而安
静、干净、廉洁地送葬。刚开始，村民

们普遍不接受，今年5月，李新民的
母亲去世，他率先主动实施“环保送
葬”，村民们看在眼里，如今该送葬
方式已在全村推广开来。

在东城社区， 为了谋求当地发
展，在城里承包工程、事业有成的姚
罗华10年前放弃个人事业， 不要村
里一分钱补助， 开着小车回乡当支
书。他号召成立乡贤理事会，带领村
民筹资筹劳建设美丽家园。3年间硬
化道路66.7公里， 修葺山塘136口，
栽种花卉苗木300多公顷，并建成一
个占地面积800余亩的休闲文化广
场，广场上乡贤阁、乡贤桥、乡贤湾
等景致赏心悦目， 村民自此有了散
步、打球、跳广场舞、看戏的好去处。

优良的作风在茶亭随处可见，
如今在九峰山村、 在洪开桥村……
在茶亭镇更多的村、社区，干部组织
带领村民献计献策、筹资投劳、自我
管理、自我服务，在“个个创先争优、
人人争做乡贤”的号召下，大家都争

着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续新篇
“你入学的新书包， 有人给你

拿；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
你爱吃的三鲜馅，有人给你包……”
在今年的九峰山村七一文艺晚会
上，方言相声《九峰山村活雷锋》受
到群众热捧，节目又说又唱、亦庄亦
谐， 让全镇人民认识了九峰山村的
利娭毑、周培爹等众多“活雷锋”。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 要繁
荣文艺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
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
作。茶亭是一块文化宝地，群众文化
十分活跃， 当地政府充分利用这一
特点， 因势利导， 创办了《茶亭民
声》、 望群诗联社等文化交流平台，
鼓励村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雷锋精神” 为主题进行文学创作，
歌颂身边的好人和典型。同时,组织
群众发展合唱队、腰鼓队、舞龙队、

广场舞队等文艺团队， 连续多年举
办“农民春晚”等，通过情景剧、花鼓
戏、歌舞、器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形
式，在群众中倡导正确的价值取向。

为让学雷锋的主旋律奏得更
响，该镇还针对党员、中小学生、教
师、个体劳动者、医护人员等不同群
体，开展特色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营造出“人人争做志愿者，个个甘当
活雷锋”的氛围，全镇志愿者注册人
数逾2万人，17个村（社区）均建立志
愿服务分队，104个党小组成立志愿
服务站，形成了镇、村（社区）、党小
组三级志愿服务网络。

17年扎根农村基础教育事业、
孝老爱亲、关心邻里的“中国好人”
向铁梅， 义务帮村民看水十多年的
“稻田守护神”余文来，奋不顾身抢
救山火、 倒在救火第一线的义务防
火员姚学尢， 怀有身孕却带领红十
字志愿服务队往返于各福利院的
“最美孕妈妈”戴婷……这一个又一
个“雷锋”，如雨后春笋般从茶亭涌
现，将新时代的雷锋精神洒遍城乡。

茶亭镇里“雷锋”多

�荨荨（紧接1版③）从2008年起，每3年
举办一届文化艺术节，每届艺术节参
加人数在10万人以上，影响广泛。

目前， 桂阳县基本构筑起城区
10分钟、中心镇15分钟、一般乡镇20
分钟的“公共文化服务圈”，人均公共

文体设施面积达4.4平方米，并有200
余支群众文化队伍常年活跃城乡。县
委书记彭生智表示，将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繁荣兴盛，以丰富的精神食粮满足
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