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1月10日上午， 长沙市开福区月湖
街道溪水湾社区， 消防官兵教居民正确
使用消火栓。 当天， 长沙市消防支队开
福区大队和该社区共同举办冬季消防演
练活动， 提高居民对突发火灾事故的应
对能力。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消防知识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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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通讯员 易奇峰
张武斌 记者 陈勇）“同志，你好！ 这里太
冷，和我们去站里吧……”1月9日凌晨
1时，气温零下3摄氏度，平江县救助管
理站工作人员为蜷缩在街头的
湖北籍流浪人员柳航送上食
品、棉衣等物资，仍不停地
与他交谈、耐心劝说，
冻得身体发抖的柳航

最后在工作人员搀扶下， 坐进夜巡车
来到当地救助站， 工作人员细心地帮
他清洗整理，安排床铺被褥，忙到接近
四更才散。

近日，气温骤降，平江县救助管理站连
续开展“寒冬送温暖”夜间巡查专项行动，工
作人员采取步巡与车巡相结合方式， 对街
头、公园、在建工地、涵洞、地下通道、废弃屋
等区域进行全覆盖不间断巡查，一旦发现流
浪乞讨人员，及时给予相应救助。 同时，向社
区服务中心、居民小区、商铺及环卫工人等
发放宣传卡，广泛宣传救助政策，告知求助

电话，确保流浪
人员救助工作
群众参与、及时发现、
妥善救助。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对记者
说， 从2017年11月启动“寒冬送温
暖”活动以来，全省各地救助站的工作人员
就开始在街头、桥梁、涵洞等地方去巡查、寻
找流浪乞讨人员，劝导他们去救助站接受帮
助。经过核实，这些流浪人员中，有的是因家
庭不和出来的，有的是生活困难导致的。 在
摸清具体情况后，若愿意回家的，民政部门

会与其户口所在地的政府联系， 将其送回
家。 到目前为止，全省各地在“寒冬送温暖”
活动中已发放棉衣裤、 棉被等御寒物品
12658套，食品、矿泉水和药品46112份。

� � �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通讯员 周金红
记者 陈勇）1月7日，娄底市救助管理站“寒
冬送温暖” 专项救助行动组冒着寒风霜冻，
来到双峰县青树坪镇，看望慰问农村留守儿
童，为他们送去御寒物资和慰问金。至此，该
市救助管理站在行动中帮扶留守儿童120
余人次，发放物资价值近12万元。

该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在青树坪
镇合心村见到了陈小月，小月目前在青树

坪镇中心小学就读， 她父亲去世多年，母
亲和姐姐患有精神疾病，80多岁的爷爷与
她相依为命，属于建档立卡扶贫对象。 虽
然家庭条件艰苦， 但小月仍然乐观向上。
市救助管理站的同志为她送去慰问金、学
习用品等物资，鼓励小月积极面对生活中
的不幸，努力奋斗，用学习去改变命运。

“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是根据
民政部和省民政厅的安排部署，为无家可

归的流浪乞讨人员和困境农村留守儿童
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
的温暖。 从去年12月份以来，娄底市救助
管理站深入全市县市区，针对全市困境农
村留守儿童、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困境儿
童、家庭特殊的困境儿童三类儿童进行精
准帮扶，通过走访入户、发放物资和慰问
金、开展心理辅导的方式，对他们的生活、
学习、心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帮助。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柳玉清

2017年11月14日， 在澧县司法局盐
井镇司法所工作人员的调解下， 家住盐
井镇新华村6组的村民何君与何波握手
言和， 一起因老房归属问题的纠纷解决
了。 考虑到何君家比较困难，且还有两个
小孩正在读书， 何波愿意将老房继续让
何君一家居住， 并拿出钱来维修老房，兄
弟感情和好如初。

近5年来，盐井司法所尽心尽力维护
小镇的平安，化解矛盾300余件，调解工
作实现“零投诉、零反复”的“双零”目标。

公平才能化解烫手山芋
面对纷繁复杂的基层调解工作，有

着30多年工作经验的盐井司法所所长万
大美表示， 盐井司法所始终秉承公平公
正的态度，矛盾无论大小，坚持在经济上
清清白白，法律上吃准摸透，立场上不摇
不摆，这样才能在工作上不错不乱，成功
化解一个个烫手山芋。

2017年11月23日， 盐井镇三圣庙村
的蒋某，因生猪交易所生意不景气，无力

支付湖北省松滋市杨林寺镇紫金村村民
罗某的土地租赁费， 罗某召集了近20人
来到生猪交易所， 要求蒋某支付租赁费，
否则就要铲平交易所，一场南北交界的群
体性斗殴事件眼看就要发生。

万大美连夜赶去湖北省，联系杨林寺
司法所和紫金村村委会，并与蒋某、罗某
两位当事人进行沟通。 调解过程中，他一
方面向罗某宣讲法律知识， 耐心地进行
劝说；另一方面要求蒋某讲诚信、积极履
行合同。 最终达成调解协议，蒋某同意支
付罗某5年的租赁费8432元。

在万大美的努力下，在多方的参与推
动下， 杨林寺镇支持蒋某在当地投资创
业，2017年底，杨林寺镇按照相关土地管
理政策，蒋某出资生猪交易所的相关占地
手续已办理完毕，一场涉及湘鄂两省土地
纠纷矛盾圆满化解。

真情为群众解开“疙瘩”
基层司法所每天开门第一件事，迎

来的可能就是各种矛盾纠纷， 顺利调处
矛盾纠纷，在盐井司法所工作人员看来，
调解是韧劲和耐心的考验，只能用真情，

才能为群众解开“疙瘩”。
“你的父亲出车祸！ 快去医院看看

吧！ ”2017年，一个晴天霹雳在盐井镇居
民骆某的耳边响起。

骆某母亲在2010年的一场交通事故
中死亡，7年后， 没想到父亲驾驶摩托车
回家途中与胡某相撞， 在医院抢救无效
死亡。 再次经历亲人离去的骆某一时无
法控制情绪，发出了恐怖的威胁。

盐井司法所得知情况后不敢懈怠，
主动介入， 万大美陪着骆某十多天没有
回家，帮着他处理后事。 在他的努力下，
胡某的态度有了软化， 双方在平静氛围
中达成了和解和赔偿。

为镇党委政府分忧， 为人民群众解
难，维护一方和谐与安宁，近5年来，盐井
司法所化解300余件矛盾纠纷，为纠纷当
事人挽回和避免因纠纷导致的经济损失
达600多万元。

公共法律服务进村入户
盐井镇范围较大，山路难走，老百姓

寻求法律的帮助， 往往要走上十公里山
路。 2017年，公共法律服务东风吹到了百

姓家，盐井司法所以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站为中心， 狠抓村居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联络）点的窗口建设。

梦溪镇枫林驿村12名农民工在盐井
镇包工头王某、张某的组织下，于2016年
9月到临澧县某工地施工。 张某与12名农
民工达成口头协议：每天150元按日支付
劳动报酬。 至2017年底，张某仍拖欠12位
农民工每人2000元不等共计两万余元工
资。

公共法律服务联络点的志愿者接到
农民工援助申请后，立刻向盐井司法所汇
报，万大美和司法所工作人员迅速展开调
查，经过不懈努力，张某终于现场结算并
支付所拖欠的工资。 农民工李某感激地
说：“以前遇到法律问题摸不着头脑，现在
公共法律服务联络点设在了家门口，指定
了志愿者联络人，有法律需求，一次性搞
定，真方便了我们老百姓！ ”

公共法律服务工作（联络）点建成后，
盐井镇通过工作（联络）点窗口共调处矛
盾纠纷78起，提供法律服务咨询32次，百
姓不出村就可以享受到法律服务，维护合
法权益有了依靠。

省委党校第53期
中青班顺利结业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孙敏坚）省委党校第53期
中青班即将结束4个半月的培训学习。 今天下午，第53期
中青班在省委党校举行座谈会，汇报交流学习体会。

第53期中青班共有42名学员，其中28人来自省直机关、
高校、企业，14人来自市州部门、区县等单位。在为期4个半月
的学习中，省委党校安排了理论教育、党性教育、专题研究、
湖南发展、素质提升等5大单元的教学内容，既组织学员们赴
中共一大会址、井冈山和韶山等地锤炼党性、“补钙”铸魂，还
安排学员们赴上海参加“创新引领、开放崛起”专题学习，在
感受差距的同时，增强加快发展的责任和信心。

第53期中青班还分成5个组到平江、 溆浦、 桑植、保
靖、龙山等县贫困村开展“驻村入户体察民情”体验式培
训，大家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人民群众拉近了距
离。驻村期间，全班共走访村民130多户，自掏腰包为困难
群众送慰问金50000多元，收集意见和建议312条，联系
和筹措项目资金110多万元，学员们在扶贫体验中进一步
增强了群众观念，加强了党性锻炼，端正了价值取向。

学习期间， 全班平均到课率、 住校率96%， 就餐率
95.8%，结业考试考核优良率达100%，为党校主体班树立
了班风学风标杆。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讲述基层司法所故事

盐井司法所：真情解纠纷 赤心保平安
政治

为农村留守儿童送去贴心帮助

打出知识产权保护
组合拳

———湖南探索打造知识产权检察监督
新格局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张吟丰 周玉才

今年1月5日，认真审阅了案卷材料和证据、提审了犯
罪嫌疑人、 聆听了鉴定人和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意
见后，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局员额检察官严
琳对一起假冒注册商标案有了办理意见， 决定对犯罪嫌
疑人周某捷批准逮捕。 经查，2010年至2013年期间，犯罪
嫌疑人周某捷在深圳市宝安区经营五金厂， 其未经商标
权利人许可，擅自生产、组装大量假冒“天王”牌手表，并
通过淘宝网店销售给长沙宁乡的经销商沈征雄、戴娥（均
已判刑），非法经营数额高达250余万元。

2017年上半年， 犯罪嫌疑人周某未经湖南梦洁家纺
股份有限公司的授权，在江苏某地的个人作坊，制作假冒

“梦洁家坊”等注册商标的枕头，销往长沙某银行作为客
户礼品，涉案金额达17万余元。 2018年1月2日，长沙市知
识产权检察局予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犯罪嫌疑人周
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这是长沙市知识产权检察局近期办理的两起知识产权
侵权案例。2017年3月，在省检察院的支持下，长沙市知识产
权检察局挂牌成立， 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首家知识产权专
门检察机构。 知识产权检察局如何办案？ 办案成效如何？ 1
月10日，记者走进长沙市检察院进行了实地探访。

“2016年长沙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突破9000亿元大
关， 知识产权量占全省70%以上。 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打击侵权、激励创新创业，迫在眉睫。 ”长沙市检察院
检察长王勋爵告诉记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该院挂牌成
立知识产权检察局。

知识产权检察局推行知识产权领域刑事、民
事、行政“三检合一”和查办、批捕、起诉、监督、预
防“五项职能融合”办案模式，集中办理长沙市知
识产权领域刑事案件的审查逮捕、 审查起诉，民
事、行政案件的不服法院生效判决监督、支持、督
促起诉、公益诉讼、督促履职等案件。为强化“两法

衔接”，长沙市检察院还与该市知识产权局、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工商联建立合作协调配合机制，与法院、公安机关建立
联席会议制度、重点案件通报制度、疑难案件会商制度、知识
产权类案件集中管辖移送制度等新机制。

2017年4月，该院与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企业共同
探索构建“互联网+检察”合作办案新模式。 运用大数据服务
办案工作，将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和介入引导侦查的时间节点
大大前移，畅通检察机关与互联网企业、行政执法机关、公安
机关之间信息共享渠道， 有效打击网络制假售假犯罪链条。
“知识产权检察局要牢固树立司法办案向科技、 向大数据要
战斗力的理念。 ”长沙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祝珍明说。

2017年4月19日，阿里巴巴网监系统发现，所在地为
长沙的名为“小沫瘦身私教馆”淘宝店铺销售三无减肥药
品，可能涉嫌违法犯罪，遂将线索同步移送长沙市检察院
知识产权检察局。 收到案件线索后， 该局与长沙市公安
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研判案件线
索，就网络犯罪取证问题共商对策，并积极督促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在立案后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犯罪嫌疑人陈某等人利用淘宝和微信销售假药案逐步
浮出水面。 2014年以来，陈某等人通过网络销售三无减肥药
品“CHARM瞬纤瘦身丸”，团伙成员分工合作，形成了集设
计、生产、推广、销售“一条龙”服务的犯罪链条，通过淘宝、微
信非法销售假药，金额达400余万元。 目前，该案有6名犯罪
嫌疑人因涉嫌销售假药罪被批准逮捕， 有7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移送审查起诉。

截至目前， 长沙市知识产权检察局共受理知识产权
类案件102件，办结86件。

“我们要继续严格按照专门机构、专业人员办理专业化
案件的思路，打出知识产权保护组合拳，撑起知识产权‘保护
伞’，为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王勋爵
说。

让每一个流浪者不受冻不挨饿

图/李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