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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李玺

圣诞、 元旦期间是火灾高发期，
为确保消防安全形势平稳，12月24日
晚，长沙消防全警出动，全体防火监
督干部深入全市各类商场、 酒店、酒
吧、KTV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地毯式
火灾隐患排查工作。

当晚， 省消防总队党委书记、政
委卢安生，长沙市副市长、市公安局
局长唐向阳，市消防支队支队长温国
坤在对天心区解放西路检查督查过
程中，发现城市经典大楼存在重大火
灾隐患，落实重大火灾隐患“一单四
制”不到位，极易引发较大以上火灾
事故。

“如果发生火灾， 后果不堪设
想！” 督察组雷霆出击， 当场责令长
沙市消防支队执法大队会同天心区
消防大队全体监督执法员进行全面
排查。 当晚， 市消防支队、 天心区
消防大队对城市经典大楼5层、 13层
内的11家单位采取了紧急临时查封
措施。 12月25日， 按照省消防总队、
市消防支队的要求， 天心区消防大
队继续在城市经典大楼开展查封行
动， 对大楼4至15层37家单位进行了
临时查封。

据悉， 城市经典大楼位于长沙
市天心区解放西路三兴街口，于
2000年投入使用， 分为主楼和附
楼， 占地面积约4389平方米。 该楼
内有小型旅馆、宾馆、私人影院、发

廊等经营户近百个，“住改商” 改变
建筑原有使用性质普遍存在， 私自
设置夹层、私拉电气线路、违规装修
破坏消防设施的现象十分严重。 各
商户之间产权关系十分复杂， 租赁
关系、转卖关系错综交叉。该楼无拥
有管理资质的物业管理公司， 由业
主委员会临时成立的业委会负责该
楼日常管理， 消防管理制度形同虚
设，管理秩序混乱。

记者通过调查得知，城市经典大
楼地处商业繁华地段，商业利用价值
大，4至15层（其中4层使用性质为办
公，5至15层使用性质为住宅）很大部
分住宅房间被擅自改变其使用性质
（住改商），初步统计其中有家庭旅馆
37家、麻将室6家、餐馆盒饭5家、茶室

咖啡吧3家、足浴1家、美容美甲4家、
服装3家、私人影吧2家，擅自改变使
用性质率超过30%。 导致该商住楼日
均人流量高达数千人，家庭旅馆夜间
住宿人员达到三四百人，是典型的人
员高度密集场所。

温国坤介绍，该商住楼原设计标
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状实际使用
要求，存在重大火灾隐患，一旦发生
火灾极易造成人员群死群伤。

近年来，天心区消防大队依法加
强了对城市经典商住楼的消防监督
执法力度。 曾行政处罚在该楼经营的
9家单位，临时查封7家单位。 2016年3
月，又提请天心区人民政府对存在重
大火灾隐患的该楼实行挂牌督办整
改。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卓韬

【案件通报】
11月29日， 新田县龙家大院

水子岭村的蒋某， 向新田县枧头
镇纪委送来 “勇担当严执纪、 护
民生促脱贫” 的锦旗。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2月
上旬， 说起自己的违纪行为， 永
州市新田县枧头镇社区支委委员
谢剑面对镜头懊悔不已：“犯了这
种错误很不应该， 愧对共产党员
这一光荣称号……”

近日， 永州市纪委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因为强行收取易地
扶贫搬迁户优选楼层费， 谢剑目
前已被处以党纪处分。

【案情回顾】
2017年10月， 新田县枧头

镇社区居民向永州市委第一巡察
组反映： 新田县枧头镇将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的好楼层不参与摇
号， 强行收取易地扶贫搬迁户1
至2万元优选楼层费用。

新田县委常委、 纪委书记汤
小兵接到永州市委第一巡察组的
交办函， 立即要求县纪委第一纪
监室和枧头镇纪委展开调查， 要
求严查快办， 以最快的速度“拍
蝇”。

对此， 县纪委第一纪监室和
枧头镇纪委迅速展开立案调查。
经过初步调查， 发现枧头镇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的房屋由开发商
组织搬迁户进行摇号分配， 摇号
分房过程中， 有5套楼层被预留
没有参与摇号。

“谢剑和我讲： 姐姐你们要
买房子是吧？ 我说是的， 家里老
人家身体不好难爬楼， 低一点
好。 他讲那就给你二楼， 不摇号
2万元。” 枧头镇社区村民刘某告
诉调查人员。

所有的线索指向枧头镇社区

支委委员， 被永州置业有限公司
聘请为枧头镇小城镇开发项目售
楼部售楼员的谢剑。

同样的情况， 还有龙家大院
水子岭村66岁的蒋某， 蒋某夫妻
年老多病， 腰椎问题一直困扰着
他们。 在外打工的儿子出于一片
孝心， 找亲戚朋友一家一户借钱
凑齐了2万元， 交给谢剑选了个
好楼层。

“对我们这个贫困家庭来
说， 2万元是一笔大数目， 不是
儿子瞒着我们交钱， 我是不会同
意给他的。” 蒋某愤慨地说。

调查组人员发现， 谢剑共强
行收取易地扶贫搬迁户6.1万元
优选楼层费， 其中他本人分得
3.2万元， 原售楼部经理福建人
谢某分得2.9万元。

贪欲终害己。 2017年11月24
日， 枧头镇纪委根据 《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一百零五条
第四款之规定， 给予谢剑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

“纪委帮我们追回了钱， 真
的万分感激。” 11月29日， 龙家
大院水子岭村蒋某接过枧头镇纪
委退还的 2万元现金时激动地
说。

【纪委点评 】

莫伸手，
伸手必被捉
新田县委常委 、 纪委书记

汤小兵

这起典型案件的查处， 表明
了县委、 县纪委惩治损害群众利
益 “雁过拔毛” 式腐败的坚定决
心。 莫伸手， 伸手必被捉。 在这
里， 也提醒基层的党员干部， 要
心存敬畏 ,严守纪律 ， 不触法律
红线， 不越纪律底线。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李文彬

12月22日上午， 暖暖的冬阳
爬上山顶， 在醴陵县大林村佛年
学校， 从长沙赶来的湖南科技职
院对口帮扶教授车队， 稳稳地停
靠在学校大门外的停车坪里。

带队的是湖南科技职院党委
书记李三福， 校长戚人杰、 副校
长黎晓明、 长沙国培名师“洪霞
老师工作室” 主任洪霞等10多名
教授专家随行。 他们将从这一天
开始， 不定期来此开展示范性教
学和调研， 探讨农村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与特色教育相结合的新模
式。 车上满载的是为孩子们精心
准备的学习和生活用品。

地处醴陵大山深处的大林村
佛年学校， 是华东师范大学教务
长、 已故著名湘籍教育家刘佛年
的故里和读小学的地方。 李三福
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
博士期间， 多次聆听刘佛年先生

教诲， 系统研究了刘佛年教育思
想。 近三年来， 他多次带领硕士
生、 博士生来佛年学校送教送研，
这一次该院教育、 陶瓷、 艺术设
计、 服装、 音乐等专业的教授们
组成了帮扶团队， 制定了帮扶计
划。

“高职院校的专家教授开进
小学校园， 对于小学生开眼界提
高动手能力有极大帮助。” 戚人杰
说， 湖南科技职院在醴陵有陶瓷
学院， 他们的教授将带领佛年学
校的师生们去陶瓷学院开展教学
实践。

洪霞老师的第一课是农村小
学教师专业成长辅导课。 这位从
醴陵大山里的一名普通教师成长
起来的“长沙名师”， 通过现身说
法引起了所有听课老师的共鸣。
洪霞是这次活动的临时特邀嘉宾，
课后她主动要求正式加入帮扶团
队， 把醴陵陶瓷、 烟花等地域文
化融入学生课堂， 帮助佛年学校
办成特色村小。

湖南拟拍首部
农村环保题材电影

袁隆平为《绿水青山我的家》题写片名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员 冷锋） 12
月23日， 我国首部农村环保题材院线电影 《绿水青山我的
家》 在长沙举行新闻发布会暨启动仪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题写片名。

据悉，《绿水青山我的家》 已获国家广电部门颁发的拍
摄许可证，拟定于2018年4月在长沙、益阳、邵阳、郴州等地
开拍，9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映，中央6台电影频道首播。
该片由湖南省人大环资委、 湖南省环保厅宣传教育中心、
湖南中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一甲传媒有限公司等单
位联合拍摄。

从严治党在路上

社区支委委员被聘为售楼员， 却强行收取
易地扶贫搬迁户优选楼层费———

被操控的“摇号”

城市经典大楼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长沙消防雷霆出击

小村来了大教授

世界旅游文化小姐中国总决赛举行
12月24日晚，参赛佳丽在展示风采。 当晚，2017世界旅游文化小姐中国总决赛在

长沙举行，从全国各地脱颖而出的30强选手经过中式嫁衣秀、比基尼秀、晚礼服秀等
角逐，来自南京的19岁女孩万禹涵摘得桂冠。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长沙消防火灾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