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记者 沙兆
华）昨天，省司法厅就我省地方标准《司法
行政系统标识及设置规范》进行公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进行全方位部署，为适应新形
势、新任务、新要求，推动司法行政工作
提品质、上台阶，省司法厅党组研究决
定，以规范标识设置为突破口，推进执
法执业标准化建设，提高司法行政服务
群众、服务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
能力和水平。

从2015年12月经省质监局批准，列
入2015年度地方标准制修订（第二批）计
划，到今年11月批准发布，标准起草共历
时2年。据悉，正式发布的《司法行政系统
标识及设置规范》为全国首个系统规范司
法行政标识标牌的标准。该项标准共包含

9个部分，规定了司法厅（局）、司法所、监
狱、司法行政戒毒机构、社区矫正中心、公
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律师事务所、基层
法律服务所、司法鉴定机构的标识和设置
要求，基本涵盖了司法行政各部门和管理
的法律服务机构,使我省司法行政系统有
了统一“着装”。在系列标准中，标识的主
要风格、基本颜色、基本样式等大体保持
一致，主色基本是蓝色，字体主要是宋体
和黑体。

省司法厅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张
皓表示， 对标准实施工作已作出部署，
力争2018年基本到位。同时提速工作标
准化建设工作， 提出明确职责要求，规
范办事流程，优化工作环节，降低服务
门槛等具体要求，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
方便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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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我女儿晕倒在厕所，我住在城东市场好孩
子幼儿园后面一楼， 快来……”12月16日20时
许， 怀化市鹤城区迎丰派出所值班电话骤然响
起， 一个虚弱的声音在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后
就挂断了。

当晚，迎丰派出所副所长吴正富正在值班：
“报警人声音虚弱， 肯定是遇到了意外情况，必
须找到他们！”情况紧急，吴正富立即带领民警
雷霆出发了。

出警路上， 吴正富和雷霆一直尝试电话联系
报警人，但始终没有人接听。由于报警人没有告知
具体地点， 他们无法第一时间找到报警人。“报警

人很可能是煤气中毒失去知觉了。”吴正富又掏出
手机，请指挥中心联系120，通知医生赶过来。

时间就是生命！只用了5分钟，吴正富和雷霆
就赶到了报警人说的好孩子幼儿园。 他们看到，
幼儿园后面有一片房子。民警大声喊：“请问是谁
报警？”寒冷漆黑的夜晚，没有人回答。“报警人有
危险，不能放弃！”吴正富和雷霆决定，挨家挨户
敲门，进行地毯式排查，向群众了解这对父女的
情况。然而，一个多小时后，还是一无所获。

这时，民警们摸黑进入一条巷子，发现一栋

民房亮着灯，敲门却没有人应答。民警透过窗户
发现厕所里有一女子倒在地上。 他们即找来撬
棍将窗户防盗网撬开进入室内。“房间里弥漫着
煤气味。”进入民房后，吴正富发现，一位老人倒
在卧室的门口，手机掉在一旁。

幸运的是，此时医生也赶到了现场。经医生
现场检查，两人均陷入深度昏迷，但仍有生命体
征。 急送医抢救后，80岁的杨绍连老人和他女儿
杨欣蕾脱离了生命危险。“谢谢你们没有放弃。”
杨绍连的儿子对民警的尽职尽责感激不尽。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向民贵 胡大刚）“图书室、 健身室都免费开放，
让我们有了很大的归属感， 周末还能带孩子来
玩玩！”12月20日，正在泸溪县党群服务中心图
书室看书的老党员牛仕隆乐呵呵地说。 泸溪县
以非公企业党群服务中心为阵地， 打通联系和
服务党员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引领带动周边
28家非公企业的发展，服务非公企业的1600名
员工。

泸溪县委“两新”党工委在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内非公企业相对集中的“创新创业孵化基

地”，成立了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建立一个集
党建工作指导、党员谈心交流、党员学习教育、
党员志愿服务等内容于一体的党建阵地， 把党
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向一线非公企业延伸。 截至
今年11月底，发展入党积极分子25名，新建非公
企业独立党组织8个，联合党支部50家，党群服
务中心党组织覆盖不具备组建党组织条件的非

公企业21家。县委组织部全员联创指导“两新组
织”党建工作，选派党建指导员25名，培养了一
批年纪轻、素质高、能力强的党务工作者。

泸溪县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刘本璋介
绍，依托于党群服务中心这一有力平台，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非公企业党组织活动蓬勃开展，
实现了党建和经济发展的互动双赢。

就地方标准标识及设置进行规范

我省司法行政系统有了统一“着装”
从严治党在路上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王天花 吴望阳

“没想到贫困户去年就不要交医保钱
了，更没想到交了的钱还能退回来。年底了
正缺钱，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啊！”

近日，宁乡市回龙铺镇侯旨亭社区贫困
户陶汉民，接过镇村干部送上门的、被村干
部截留的2017年度医疗保险金450元时，非
常感动。

今年11月底，回龙铺镇纪委收缴了一笔
村干部违规截留群众医保的违纪款， 共计
13350元，涉及群众89人。目前已由镇村干部
一起上门逐一退还到位。

事情还得从10月份说起。
今年10月，回龙铺镇侯旨亭社区居民叶

某的妻子在县妇幼保健院剖宫产住院，办出
院手续时却发现不能按医保政策报销住院
费用。于是，他来到回龙铺镇社保服务中心

查找原因。
原来，是他妻子之前入了城镇职工医保

还没到期，因此不能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镇社保服务中心已于2016年底，将不
能参保的150元退到了居委会会计手中。同
时告知他，要报销此次医疗费用的话，必须
办理补录申请手续，还要交参保费600元。

“这下麻烦大了，年初支居两委换届了，
原来的班子成员因违纪问题被立案处分，全
都‘下台’了，根本不会理睬我。新上任的居
委会干部又没有补交费用的责任。” 叶某又
气又急，跑到当时还未正式撤县设市的宁乡
县纪委信访室，投诉原万寿山社区支部书记
和居委会会计贪污其妻的医保款。

县纪委信访室按照分级初访、属地管理
的原则，将此信访问题迅速交办到回龙铺镇
纪委。

11月7日，接到信访件后，镇纪委书记高
令香针对信访人妻子住院费用报销办理日

期即将到期的紧急情况，协调镇社保服务中
心、居委会会计迅速到县人社局为信访人代
办好补录申请手续， 并个人先行垫付600元
参保费，确保了信访人医疗费用得以按期报
销。

随后，镇纪委对被举报人进行了谈话调
查。经查，叶某妻子的150元医保款只是冰山
一角，镇社保服务中心实际退给居委会会计
13350元， 涉及到不能参保和免交人员共计
89人。由于当时支居两委班子因自身信访问
题缠身、集体涣散，导致没有分片去核对应
退人员名单， 后来又因违纪问题集体下台，
进而造成应退资金长期滞留在这名原会计
手中。

发现问题线索后，回龙铺镇纪委迅速追
回了这笔拖欠已久的资金，并将原会计违纪
问题在全镇进行了通报批评，还将对该名会
计进行立案处理。同时，加班加点将代收票
据与录入名册核对，迅速查清了应退人员名
单，并第一时间内组织镇村干部上门将拔了
的“毛”还回去。

就这样，在寒冷的冬日里，纪检干部们
为群众办了一件暖心的实事。

冬日里的暖心事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曾毅

“才三个小时，就把我反映几个月的问
题解决了。对你们纪检组的工作态度，我非
常满意。”12月19日，60多岁的刘老太不停夸
着益阳市纪委驻市国土资源局纪检组的干
部。

12月8日上午9时许，益阳市纪委驻市国
土资源局纪检组收到刘老太的实名短信举
报: 在赫山区龙光桥镇原欧阳塘村S308线
旁，几十亩良田填满了建筑垃圾。当事人到
益阳市国土资源局赫山分局上访几个月了，
一直没有人受理，更别说处理。

举报短信当即引起纪检组工作人员的
重视。

“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强调，凡是群众

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
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尤其全市
正在开展‘中梗阻’式腐败问题专项治理，对
这种不作为的行为要坚决予以制止。” 该纪
检组有关负责人表示。

纪检组立即登记线索， 马上集体排查，
决定对赫山分局予以谈话函询。 半小时后，
赫山分局执法大队和龙光桥镇国土所负责
人赶到纪检组领取函询通知，并表示将立即
赶赴现场查实情况。 为全面掌握工作进度，
纪检组决定派一名纪检员一同去现场。

到现场后，经仔细了解，现实情况与信
访举报的内容有一定的出入，堆覆物虽然夹
杂着水泥石块，但主要是黄土，且整体较为
平整，覆盖物面积不到2亩。

为切实解决信访反映的问题，在得到刘

老太同意后， 她本人及其亲属一同来到现
场。一见面，刘老太道出实情：“其实，我是想
要你们帮我做调解工作。”

原来，4年前， 刘老太将这块地租给了一
名外地人种菜，租期10年。但因该地地势低洼
易积水，租赁者在未经刘老太同意的情况下，
将该地转租给了本村的另一名村民。 该村民
想把地势加高，从外运回黄土，并将他家拆房
的一些建筑垃圾临时堆在了这里。 刘老太对
转租的事心怀芥蒂，希望重新签订合同。

了解到刘老太的诉求后，赫山分局执法
大队立即对承租人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要求
尽快清除建筑垃圾， 并对该地进行平整。同
时，与纪检员一起耐心细致地做信访双方的
调解工作。临近中午1时，双方握手约定重新
签订租赁承包合同。于是，出现了文中开头
的情景。

“群众利益无小事。只要是群众反映的
问题，在我们职责范围内都要尽心做好。”益
阳市纪委驻市国土资源局纪检组负责人说。

“群众利益无小事”

挨家挨户寻找一个多小时
鹤城民警救下煤气中毒父女

依托非公企业党群服务阵地
泸溪非公企业党组织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通讯员 刘涛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澧县火连坡镇居民彭某怎么也没
想到，自己周旋于违章司机与辅警之间
进行“了难”，仅要了一条香烟，结果就
被查了。

日前，身为党员的彭某被立案审查并
受到党内警告的处分，群众拍手称快。

今年3月27日下午2时50分左右，澧
县火连坡交警中队在火连坡镇路段查
处车辆违章违法行为。期间，辅警张某
拦下外地司机郭某的小货车， 经查看
后，认为该货车涉嫌超载，于是将郭某
的驾驶证扣押。

郭某心急如焚， 赶快来到附近的超
市，想买包烟缓和一下事态。谙于“经营”
的超市老板彭某见“财运”时机到，主动向
郭某毛遂自荐：“我可以帮你，但条件是必
须给我一条蓝芙蓉王香烟用于‘调解’。”

郭某虽然很不情愿，但人生地不熟
的他毫无办法，只好给彭某支付了购买
一条蓝芙蓉王香烟的钱。

稍后，彭某找到辅警张某，称郭某
为其亲戚。不久，涉嫌超载的货车果真

被放行。
事后，彭某给张某一包蓝芙蓉王香

烟表示感谢。
然而，纸包不住火。几个月后，此事

被人匿名举报到澧县纪委信访室。
县纪委领导高度重视，认为彭某的

行为，从侧面反映了基层党组织建设欠
缺，管党治党不力，党员党性观念淡薄
等问题，必须从重从快，严惩不贷。并迅
速给火连坡镇纪委下达《责成立案通知
书》， 同时对辅警张某的问题线索函告
县交警大队。

火连坡镇纪委调查取证时，司机郭
某担心报复，支支吾吾不敢说。当班辅
警也试图否认。纪检干部通过大量走访
调查，最终锁定证据。

在大量证据面前，彭某终于承认违
纪事实，但悔之晚矣。他给司机郭某赔
礼道歉的同时，还退赔了一条蓝芙蓉王
香烟烟款330元。

虽然彭某是农村无职党员，但火连
坡镇纪委毫不含糊对其进行立案审查，
并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同时，县交警大
队对火连坡交警中队负责人警示谈话，
当班的辅警张某也被辞退。

“了难”党员被查记

安全宣讲进社区
12月20日， 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碧湘街社区， 女民警为居民讲解防拐骗

知识。 当天， 长沙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女子特警大队来到社区， 通过视频播放、
现场演讲和模拟对话等形式开展防拐骗知识宣传， 提高社区群众的安全警惕性和
防范意识。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张术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