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2月26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李雅文政治08

!" #$

!"#$%&'()*+,-./012
3456 789:%;<,9=>?@AB>C
2DE6

FGHIJKLM/NO1PQRSTU
VWXYZ([$&/>\([$]/=^U_
`abcdefg>chijk>lmno/
&YpqUrseC2&tu:6vIwK/x
yz{t|U L@}~�����/��U�
����/�|U�������&Ypq�
�U����V&tu:v�������6

��� %¡¢£¤¥WX¦jkA�§
¨3> ©�ª¨E«¬�4¬®¯A°±
¯U²�³´�&YjkVcdefg>cµi
jk>c¶·¸¹>º»�¼½>¾,¿ÀÁv
/¡¢Â¿6 ÃÄÅÆU¡¢£ÇÈaÉÊË
ÌÍ ÎÏjkY !!"#$ -ÐU ÑÒt&Y
%$"#&-ÐU ®ÓÔÕYÖ×ØÙAÚlYl
ÛØÙ '"($-.U ®ÓÜ4&YØÙ #"!% -
CUÝ´Þ.ß�à !!"(' -.6 s£áâ&
Yjk¸¹ãä !)%% å/ %*+,%-æçÄ
!)%( å/ !$+!*-Uès<é@á£êëì
ê $í7î¯Uæï $å���<,ðñáâ
�®òóôæ/Võö÷vøjkùú:4
5ûü¸¹ãý !$-/ÅþUÿ1{�!�R
"#$%&��/&Y'(6 !)%( å %! )U
¡¢£ú:45AÞ.*�à4¬+,-.
/Ò0.¡¢£&YjkÀÁ1/2C?3>&
a34�Vs<&Yá5aÉ*67�Ìev6

¡¢£&YjkÀÁ1M.wK>1¡8
9:;U¡¢£&j1<\=>?U@KABU
CDEF°�M/õO1)GVrseC¨&
tu:v/ðHIARJÔK4¬@L)G�
�&Ypq��/MN3OUWXPðA��
QRSTU\UÝ!&YjkVWe*UXY
&Yjk¸¹ZUæè&Yjk[\>ìêA
]^qU _`��jkabäV&tu:v�
Vú:c:v/ðÅþd�Urs£ec&Y%
&,f�gú:h6

!%&'("
)*+,-./01

Gå U¡¢£&YjkÀÁ1S�Va
¾n0v/4¬ijUk`làVmíÒlvUn

opÒl>q[Òl>èrÒl>DEÒlUr
jkab&�ú?>&�s?>&�t?>&�
u?Ur��/DEvä,wxçy6

z{Vö¼|Ò;vpqUlàVopÒlv6
})=~Ld��eÒ;jkab�{¼½�
��U�j�{^�Òê>¼�ó�>op��6
�[�����>����>�{å¼>���
��c0��U z�l�jkù&Y��>�
l>��[���ó �6

� æ[æ¡UlàVq[Òlv6 Ý!¢
£¤ÐU¥�óô>¥�aÉjkY-*8¦
§¨>©ª>ì>«>¬�Ò�É6®¯Ò°±
jU�j}íjkY-*8¦ ,00²³tÒ°
´¯6µ�æ[�àUä !0%(å¶Èô[ 'å
·¸Ý´£¹yVº»¼ÒlY-*/É
Ý!æ[U½s¾µ�ð¿-*>ÀÁcÂ�
'íÒlY-*æ[�à456

Ã�¼½5ÄUlàVèrÒlv6 Å�¼
½�5U��3wnÆ¼�6 ��VÓ¾Àv�
�U#�C=>?jÇ°� , �È�UÉÊ)3
wLºËnÆ¼�Ur��VÌcÍ�·v6 a
 \ÎÏÐÑVÒÓÔivU(0 Õ�ËåÖ
e×Ï>Ø0Ù&ªÏ>ÚÛC�ÜÝ�eÞ
ßæàáUÉ4¬CâËwÀÁ6

Å�ÀÁ[\UlàVDEÒlv6ã�¾ä
ÀÁU!0%$åã7LséÐòÒlY¾ä;�
-*Pa4¬U æçjkY-*¾äìê6
!0%( åLá*såæÐVºmçÒlYèé

ÀÁU É�ê�ëÒ�ìíÒlY-*èé¾
ä4¬Uîï�lð#Çñ>����ñ�òó
ôõ6ö,l.!�U´÷�ÒlY-*l.!
�øâ@U � º{�ù{¾ä6 Pa-*ú
�U©Sjkab/ûùvADEv6

!%234"
56)*789:;1

¡¢£&YjkÀÁ1WXcünoUS
`µ�Þ.*�àUL�!Þ.*:¨&Y'
(/¥·Uý��á£eðUæç�á£q[6

LÞ�þ5RU ¤¥WXVm©|ÿv!
;Un"©_Ò�Ò{>©_Ò�#¸>©_¤Ð
É>©_$jº%qUÿ&:&Cx%q>ÿ
&Ð®SqU� á£÷e��àU��'¸(
1)Å�>Ò�¤Ð)Ý!>a*q^)æç6
<Vá£+¯vlà´É,s>ÀÁ¤Ð>-.
Å/>¾ätÄ/��?*UaÉq[¡¢>]
/á£>¨3cÂ6\010�á£®òó2A
á£�t3»U ¥·��!�á£:¨34-
.UrÖ75��LL{t�ec6�v6

78*¡á��(¡¢Þ.*�àVm©
|ÿv/9ñ�Å6Ö:;<*t:¨ !'&.U
*0-(RÖåC6=>/YZ(Ë?@ABõ
å�a/UØ�åCDE=FYZG:\H6
!0%, å & )U ¡¢£ITJ�ÅK#ØLM

N4¬UFO���=>/åP6 ! Ö:/
Ü4;<½Ô2QRUST�U/(Vð/è
WAÐX/Ò�ÒÂ6! /:¨YZQ[\
èU]{m^�ð/«_Y6ÅïU-*8¦ð
a�?*ÒÓdõÒÂ>`aÂUbj�XY
�UÞð©� %000 cícd^UÖ7534
ee:6

!0%( å(¡¢£ø> £Vº�=/Þ�
fghijWUåU ¡¢£&j1jWkñU
l�µ�Þ�hifgAÐ4aÉ4¬6så
Ý´Þ.*�àmÁ %('&&.Uæï % ín)
Ý´émÁ6 ½toip>fìq>éyrs>
¡tÞ� 1 {u� $, í�ÅÝ´hifg6
vwxyz8¦{u>{|}>~��>�êj
�~>�q>ÐE�8¦>*��>�T�j�
%* í�Å3îÐ4aÉU �j�{� ' �±
~¢�´>���´>�Zq´>A��´>á
��j��´�01�Ås¾46

<=+,>?#
@ABC,-.DEFGHI

Gå U ¡¢£�ÿGïð]ê�YÜ4
A� Á4Câ/&YjkñõU S����
´r6WXVºËÌA�ê!aÊ��/�¿U
Ôþða>¤a>#m>�l��¿cdef�>
cµiËÌÒ�lÛ&YU �1jkY f�

e\6 s£ÇÈðaÊËÌÍ Ò�lÛ&Y
*'$##Ð6L�já£¡j>¡#�&Y%ñ,
f�j¢jU Å7jk£�'(/¤û<,=
~¥¦Ø§/Å¥ab> ¨ÖÙÚCâ�ÎÏ
ÜÝ%ñ,f/ïæ©U²��1jk�ªU<
Þ.*:¨> � Á4Câzð]ê1§3�
V«?¶v&Y%ñ�e¬�jke*U�-
4C>Ò°�®>¯å°±>5}©3�Òüù
�êÊ²^Í&Y%ñâ4=�¤lUjk³´
®¯ÄÎ5âU���á56Ë>sµ¸¹Uï
¶�V«?¶v/&Y%ñU·=�Y{»£}U
æç�é@á£¸¹¬º/»~`6

�¼½¾¿ºÒ��tâ4 $$0# CUÀ
RÁÂâ !0(% CÊ�{â4ÃÄ *0-�ËÍ6
ÉGlY´¹èU��ÅLÁÂâñ¸>ñÆ
ôõ6 G $å U¡¢£&Yjk3wÇÈ�
JÒ�T¤ ( í-*>&00 ÇÐÒlYU tr
ï¶�Ò�â4/&Y%ñôõ6�ÈÉÒl
Y-*�ÊË*¯å°±=�¤lU]Gï¶
�8¦§¨G !00 Ì°±/&Y%ñôõ6
Ío£aÉ��½5â°±ÒlY�ÅU�Î
�}¨°±�Ï0ÐV�lÑYvÒÓUr5}
°±ú?Ô°6

�_ÕY ËÌU!0%( å %! )U ¡¢£
VºÖÒ×Ø¿©®Ù)GÚ®¡¢£=�Û
Üxq&Y¾äÝ Ö�/ÔÞßÊ¡VÖ®
2!)%(3&,�Í6 ¡¢£&YjkÀÁ1½pà
��ÛÜxq&YaÉÈôU á�½âÐ4
%* í�ÅUaÉ %%$)( Ð6 ¥·Uãäá�½
ÛÜxqY/åæT�Uç`ï¶R�è©#
�,f/&YéI6

²�êë^�wìU!)%( åíÙ¡¢£
C¨Vº)G���_Õ®òÒ�lÛ&Y
/4¬îïßÊ¡V®ð!)%(ñ%( �ÍU¡¢£&
YjkÀÁ1p=nÚ®�Ù¡¢£Ò�lÛ
&Yjk�{¼��ã;ß6 �ã;�1
�ÒlYòzåU� Á4Câ>ð]ê�Y
Ü4�z2K#abUóô�='(õß�à
á¤ûÒlYjkö ÓY�ÒlYàá'(U
¹£�&CxS�¡¢.xz� Á4Câ
Ç¬?j/åÛëÿ& !å6

!"#$%&'()*+,-.
!"#!$%! /01234$#567
5 " 89:;!<= " >?@2AB
CD%EFGHI<0J"KLM#N
()OPQRSTU*+,- !"%
JVW! XYZ[\]^_`a&'
bcdeJ&'fg$

!"#$%&'()*+,-./

!"#$%&'()*+,-.

!"#$%&'()&'! !" # *+,-!"./01! !" #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法治环境，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文明
程度的重要标杆。 近年来，永州通过繁荣法
治文化引领法治建设，全市公民的法治观念
明显增强， 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
全社会厉行法治的氛围更加浓厚，法治建设
迈出坚实步伐。 2016年永州获评“全国创新
社会治理优秀城市”， 网格化建设“永州模
式”在全国推广；蓝山县毛俊村依法治理工
作经验被誉为“一个因‘依法善治’而走向小
康的时代缩影”。 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永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晖述说
了永州在法治建设进程中的新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全面依法治国。
李晖表示，推进法治建设，离不开法治文化
在精神与价值层面上的培育和熏陶。 近年
来，永州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从战略高度
来谋划法治文化建设。 市委先后召开常委会
研究、部署、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制定并印发
了《永州市法治文化建设工作方案》。 充分发

挥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示范作用，引
领法治文化潮流。 落实党委中心组学法、政
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领导干部任前考法和
年度述法制度，带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法
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
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 制定《重大行政决策
程序规则》，建立健全信访评估、社会稳定风
险评估、决策风险评估“三评合一”制度，完
善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
机制，杷权力运行的规矩立起来，营造办事
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
法的法治文化环境。

国家机关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李晖表
示，应厚植“依法民主科学”的立法理念。 2017
年7月1日，我省第一部城市公园法、永州第一
部地方性法规《永州市公园广场管理条例》正
式实施， 这部地方性法规充分反映了市民意
志，真正做到了为人民立法，法规一公布就得
到了市民的衷心拥护。 厚植“严格规范文明”的
执法理念，建立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
依法确定政府的权力边界。深化行政执法体制

改革，完善执法体系，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
执法问题，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
资格管理制度。 厚植“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
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试点审判长负责制，
落实法官办案责任制、案件评查制和错案责任
追究制，建立诉讼指导和风险提示制度，完善
行政诉讼管辖制度。 强化审判流程管理，全面
实行审判公开。推行检务公开和主诉检察官办
案责任制，建立健全人民监督员制度和内部执
法监督制约机制。

夯实社会基础，优化法治文化氛围。 李晖
表示，近年来，永州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的教育、
引导、熏陶和启迪功能，增强全社会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意识。 大力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
2017年底， 市及各县区均建设好法治文化公
园、法治文化广场、法治文化街区等“三项重点
工程”；依托青少年文化宫（活动中心）或者学
（院）校，创建一个高品质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基
地。 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化活动，
大力开发面向群众的法治文化产品，让群众在
生活中感受法治文化熏陶。

� � � �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沙兆华）新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残疾人证管理办法》） 将于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湖南省残疾人证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也将同步实施。今天，省残
联举行培训班，明确相关新办法、新要求，使
担任残疾人证核发管理工作人员对新管理
办法准确掌握、准确运用。

据悉，残疾人证作为认定残疾人及残疾
类别、等级的合法证件，是残疾人依法享有
国家和地方政府优惠政策的重要依据。 自
2008年统一制发以来，实际工作中存在残疾
评定不够规范、审核程序不甚严密、办证手
续相对繁杂、残疾评定责任不明确、存在人
情证和关系证等问题。随着党和政府各项惠
残政策特别是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的全
面实施，残疾人证的核发管理工作越来越受
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我省实施细则共分15条，是对《残疾人证
管理办法》规定不具体及实际操作中有难度的
条款作出具体细化规定。 修订后的《残疾人证
管理办法》 及我省实施细则具有审批权限下
放、办证周期缩减、评残责任明确、指导更趋宏
观等突出特点。 与之前相比，新政策的重大变

化主要体现在残疾评定医院由省卫计委、省残
联共同指定，中国残联备案。 残疾人一律凭指
定医院残疾评定结论办证，取消了残联系统办
证员可对残疾特征明显的申请人目测评残的
规定。三类人申请办证须提供法定监护人证明
材料。取消市州一级审批环节。实行评残公示
制度。建立复核、监督和退出机制。明晰办证责
任，即卫生计生系统负责残疾评定，残联系统
负责核发管理。

同时， 我省实施细则还指定了156家残
疾评定医院和省残疾评定专家委员会，并对
所指定的医院提出约束性要求。建立了残疾
人证核发工作经费保障机制，提出了“对建
档立卡贫困户和低保户免评定费” 惠民政
策。 2018年1月1日起，我省残疾人申领残疾
人证的基本程序是：向户籍所在地县级残联
申请———县级残联受理———指定医院评定
（含公示）———县级残联审核、 批准———发
放、存档。

省残联副理事长侯建斌表示，《残疾人
证管理办法》和我省的实施细则，是我省残
疾人证管理制度建设的新起点，对清理非正
常持有残疾人证、维护广大残疾人合法权益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 �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甘艳）近日，长沙市纪委将近期查处的3
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

岳麓区天顶街道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落实
不力问题。 北斗微芯产业应用基地项目自
2017年9月在岳麓区天顶街道永恒社区施工
以来，多次出现当地村民高价强揽工程、阻工
闹事情况。 天顶街道作为项目所在地，服务意
识不够，责任意识不强，未积极主动为进驻企
业优化发展环境，对辖区内群众阻工问题处置
不力，导致项目建设施工受阻；永恒社区支居
两委明知群众非法集资买标， 未及时报告、未
有效处置。 2017年12月，岳麓区委责令天顶街
道党工委作出书面检查； 天顶街道党工委委
员、副主任、政协联络处主任刘虎踞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天顶街道党工委委员、副主任、
武装部长卢毅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永恒社区党
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志明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永恒社区支委委员龚应超、艾必胜分别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望城区月亮岛街道社会事务办主任、驻
银星村工作队队长柳权在精准扶贫工作中
作风不实问题。柳权担任月亮岛街道驻银星
村工作队队长以来，没有认真履行精准扶贫

驻村工作职责，没有落实上级关于脱贫攻坚
工作要求，驻村工作不扎实，驻村日志内容
空洞、流于形式，特别是区委两次督查指出
问题后，仍对整改工作不重视，问题整改不
到位，在全区造成不良影响。2017年11月，柳
权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雨花区同升街道党工委委员、 办事处副
主任侯宇等人在环保工作中失职失责问题。
2017年5月，中央环保督查组通过卫星图斑发
现长沙市某泡沫塑料有限公司违章建筑破坏
绿地。 经查，某泡沫塑料有限公司在未取得土
地用地红线手续及土地权证的情况下，于
2016年7月违规建设厂房及办公楼宿舍，施工
期达两个月。 违规施工期间，雨花区同升街道
及有关部门单位未及时组织对违章建筑开展
日常巡查，未及时发现该公司违规建设行为。
2017年5月， 雨花区同升街道党工委委员、办
事处副主任侯宇受到党内警告、 行政记过处
分； 城管执法大队同升中队中队长张锋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同升街道城
管中队原副中队长秦拥军受到党内警告、行
政记过处分； 同升街道城管办主任邹胜先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 同升街道城管办拆违队队
长王铁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 � �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周季）
近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纪委通报了6起国家公
职人员违规参与涉矿等经营性活动典型案例。

这6起案例包括： 泸溪县洗溪镇财政所副主任
科员张荀国违规参与涉矿经营问题；永顺县水利局
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平生违规参与小水电经营问
题；永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正科级干部王爱民违规
参与经营性活动问题；永顺县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资源保护科科长田永祥违规参与经营性
活动问题；龙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原正科级干部杨
秀祥违规参与经营性活动问题；龙山县人社局正科
级干部肖政违规参与经营性活动问题。

其中， 杨秀祥在担任龙山县住建局党组书记、局
长和县政府办党组成员、 副主任兼县保障房公司经
理、法人代表期间，利用职务之便，2009年3月以其子
女名义入股龙山县民生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和龙山
县科亮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获利709万元。 2014年1月
入股龙山秦川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获利413万元。
2017年9月，杨秀祥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
涉嫌犯罪问题线索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市州委书记谈法治
———省委法治办、省司法厅主办

繁荣法治文化 引领法治永州
———访永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晖

长沙通报3起“四风”典型问题

残疾人证管理新政明年起实施
评定与核发机构各负其责流程明晰

剑指违规参与
涉矿经营

自治州通报6起案例，其中1人被移送司法

西园北里，留住长沙记忆
12月25日，长沙市开福区西园北里巷，市民从文化墙前经过。 该巷是长沙市首条历

史步道示范段的首发段，北起湘春路，南至营盘路，长约560米，以古朴、沧桑、协调、静谧
为主题，打造留住长沙记忆的历史街巷。 西园北里历史步道改造工程二期工程于11月开
工建设，对西园门楼、左宗棠祠、西园历史陈列馆等9个文物点进行修缮。 目前，主体工程
已完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