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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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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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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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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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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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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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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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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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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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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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州通报6起案例，其中1人被移送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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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与核发机构各负其责流程明晰

长沙通报3起“四风”典型问题

剑指违规参与
涉矿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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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疾人证管理新政明年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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