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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雷文明）今天，省公安厅召开2018年全
省公安机关春运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要
求全警动员、 全力以赴打赢春运安全保卫
战。

据介绍， 今年春运将从2月1日开始，春
运期间，我省将面临“多股客流交汇、高速车
流超负、恶劣天气影响交通、危爆运输风险
集中”等各类风险挑战，全省道路客运总量
预计突破7900万人次，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
量预计达到9552万台次， 日均流量将达到
235万台次，是日常流量的2.5倍，保安全、保
畅通的压力巨大。

会议要求，全省公安机关要忠诚履职、主
动担当，努力实现“三个不发生、三个明显减
少”的工作目标，即不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
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

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同比明显减少； 不发生因
管控不力导致的长时间、长距离、大范围交通
拥堵，超速、超员、酒驾、毒驾等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明显减少； 不发生因执法不当引发的重
大负面舆情， 对公安交警执勤执法的有效投
诉明显减少。

据悉，全省公安机关特别是交警部门将
着力构建“前端隐患清零、中端严管严控、末
端倒查问责” 的道路交通事故预防体系，确
保春运期间道路交通事故主要指数全面下
降。从源头上紧紧盯住重点人员、重点车辆、
重点道路、重点企业，坚决防止不合格的车、
不合格的驾驶人参加春运。 立足高
速公路、农村地区、城市道路3大主
阵地，最大限度地把警力摆上路面，
提高见警率 、管
事率。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杨哲）记者近日从长沙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获悉， 为方便群众就近办理车管业
务， 该支队推行简易车管业务交警岗亭便
民服务点， 可办理业务包括驾驶证期满换
证，驾驶证遗失、损坏补证，新车（6年内小
型客车）免检标志核发等3项。

推行简易车管业务的便民服务点，分
别位于岳麓大道金星路口及高校区的岳麓
交警大队一中队、四中队岗亭。目前，岳麓
交警大队四中队岗亭已完成设备安装调
试，具备对外受理业务的条件；岳麓交警大
队一中队岗亭的设备安装调试工作正在进
行中，预计近日内可对外开放业务。试点期
间， 交警中队岗亭受理车管业务的时间与
车管所窗口同步， 即：9时至12时，13时至

17时。
交警提醒， 为确保办理业务顺利，请

前来办事的群众提前备好相关业务所需
资料，带齐证件。其中，驾驶证期满换证
需携带身份证原件、 复印件、 体检表、一
寸免冠证件照片；办理驾驶证遗失、损坏
补证需携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一寸免
冠证件照片； 车辆免检标志核发需携带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交强险保单原件、
行驶证原件。

在岳麓区试点成功后， 长沙交警将逐
步在全市各路面勤务中队岗亭推广， 依托
交警中队开通车管业务便民服务网点，并
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扩大业务办理范围、延
长业务办理时间， 实实在在为广大市民提
供更方便快捷的优质服务。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陈勇）企
业及高管如何防控刑事法律风险？1月28
日，近200名来自法学界、司法实务界、企
业界的代表汇聚长沙， 出席企业及高管刑
事法律风险防控高峰论坛。大家认为，应当
注重企业员工的职业道德和刑事风险意识
建设， 完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内部的各
项管理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权力
制衡机制。

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振兴实体经济、

营造“亲”“清”政商关系，越发为全社会所
关注，司法为实体经济服务愈显重要。论坛
上，我国法学界知名教授李步云、湖南大学
法学院院长屈茂辉等专家学者， 纷纷就刑
法理论、刑法与现代企业制度等发表论述，
北京德和衡（长沙）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就如
何帮助民营企业防范刑事法律风险， 发表
了演讲。 大家表示， 法律服务要助推湖南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更好地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

通讯员 杨亲福 杨峰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1月24日清晨，屋顶的冰霜还未消退，新化县
奉家镇百茶源村奉家凼古村落已热闹起来。二
胡伴奏、山歌对唱、民俗锣鼓……村民们聚集
在村部，反复练习着拿手绝活，笑容挂满脸庞。

邹联安老人和女儿邹鸿梅，一个拉二胡，
一个伴唱。父亲是退休教师，女儿是村里的扶
贫专干。 村主任刘益南介绍说：“响应镇里文
化套餐迎大年的号召，我们村开展山歌竞赛，
准备办一场自编自演的农民春晚。”

老党员奉孝全参加了山歌竞赛活动，虽没
有取得名次，但特别开心：“现在优惠政策贴心、
乡村日渐振兴、村民脱贫致富，大伙心里高兴，
重新捡回过去的文艺绝活，充实乡土年味！”

2017年，奉家镇有双林村、浪山坪村、瑶
家村和上团村退出了贫困村。 为了展示脱贫

攻坚等各项工作成就， 充分挖掘文化旅游资
源，展示民风年俗，奉家镇发出了用“一村一
品”文化套餐迎大年的号召。

连日来，各村村部门前欢声笑语，喜气洋
洋，各种文化活动如火如荼。全镇18个村都成
立了业余文艺表演队， 将在腊月二十九到正
月十五，开展各类传统民俗文化活动。

在下团村， 毛主席警卫员奉孝同、106岁
的彭玉桂老人，来到红二军团旧址唱红歌，讲
革命传统故事；在向北村，刘亚楼上将机要秘
书廖求元正在备课， 准备在春节期间给村里
的学生上革命传统教育课； 玄溪村村民杨同
桂等人， 正筹备在长茅界山顶鹅尔枥古树群
边举行篝火晚会。

镇党委书记刘群群介绍：“2018年春节，
下团村将成为湖南卫视‘新春走基层’的直播
点，需要群众演员，报名人数已超过600人。”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张斌）长
沙市纪委、市监委今天发出消息，因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 长沙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
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周练军，长沙市科技
局副调研员唐雪元，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周练军，男，汉族，1968年4月出生，湖
南湘乡人，1992年6月参加工作，1998年7
月入党，大学学历，经济学学士，高级经济
师。 历任湘潭市委办综合调研室副科级研
究员、信息科科长（正科级），长沙市天心区
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经理（正科级），长
沙市地方金融证券领导小
组办公室党组成员、 副主
任（副县级）等职务。2011

年5月任长沙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党组成员、副主任。

唐雪元，女，汉族，1964年1月出生，湖
南长沙市人，1983年7月参加工作，1993
年12月入党，在职研究生学历。历任长沙
市科委办公室副主任、 科技事业科副科
长，长沙市科技局科技条件处处长、对外
合作交流处处长、政策法规处处长、科技
发展战略研究室（科技政策法规处）主任
（处长） 等职务。2012年8月任长沙市科技
局副调研员。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蒋小飞

1月25日，气温骤降，寒风凛冽，走进东
安县翼美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却是一派热
火朝天的场面：车间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来
往穿梭正将做好的宫灯打包发往外地。公
司老板易少玲则坐在电脑旁专心致志地为
美国客户设计一款具有中国特色的宫灯。

“这是我给故宫做的宫灯。”放下鼠标，
举起一个写有“故宫”两个字的宫灯，易少
玲有点自豪地介绍道， 故宫博物院通过公
司网店一次就订购了600个。

谈起自己的创业经历， 易少玲感触颇
多。2000年，初中毕业的她由于家庭贫困，
只能带着一种无奈从东安南下广东， 每天
在流水线上工作10多个小时，挣着微薄的
收入。

虽然每天工作很辛苦， 但易少玲并没
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求。为此，她省吃俭用，
每个月只留下50元零花钱，把剩下的钱都
用来学习电脑设计。每天下班后，她都骑着
自行车去夜校学习工艺设计，夜晚12时回
工厂；第二天清早起床，又要在流水线上工
作十多个小时。 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5年
来，她几乎没有往家里寄过钱，更没有买过
一件新衣服。

2011年， 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易
少玲和丈夫卖掉房子， 买进设备， 租赁厂
房， 凭着自己所学的设计知识和平时累积

的管理经验，开了一家宫灯厂，地点选在了
江西九江。同年，她设计的一款宫灯放到网
上展示，一家企业看中后，订购了8000个。
易少玲第一次通过设计拿到了不菲的收
入。

由于工厂位于九江交通不发达的地
方，加之想为家乡做点事，2014年，易少玲
与丈夫把厂子迁到了东安县芦洪市镇。在
这里，易少玲专注于产品设计和网上销售，
丈夫则主抓生产和发货配送。 厂里除了聘
请几名技术工人外，除尘、分拣、包装等生
产工序都外包给周边20多名群众，每人每
天有100元左右的收入。

易少玲办厂很注重质量和信誉， 外包
给周边群众做的东西，她都认真查验，客户
约定的交货期，她也从不延误。通过多年经
营，她不仅拥有一批稳定的客源，产品甚至
远销美国、新加坡、泰国等国，年销售宫灯6
万多个，销售额超百万元。

不但生意做得好， 易少玲对公司员工
和周围群众也是十分照顾。“易总对我们非
常好，为了帮助家里比较困难的员工，她会
主动提高员工的工资待遇。此外，她还经常
免费帮助附近的百姓和员工在网上卖农产
品，如竹笋、香椿、红薯等。”公司员工魏海
华说起易少玲赞不绝口。

在采访结束时， 易少玲表示,�一人富
了不算富，她今年还打算购买设备，扩大厂
房，带动周围百姓共同走上致富路。

春运在即 秣马厉兵
省公安厅要求全力以赴打赢春运安全保卫战

村村练功 奉家镇大办“年货”

长沙市试点交警岗亭办理车管业务

企业及高管刑事法律风险防控
高峰论坛举行

长沙两名干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宫灯做得好 故宫慕名求

1月29日，保靖县清水
坪镇夕东村，返乡大学生在
给留守儿童辅导作业。寒假
里，该镇大学生积极响应家
乡“情暖留守儿童”的行动，
免费给留守儿童辅导作业、
补习功课、讲故事、玩游戏
等，让孩子们感受到社会大
家庭的温暖。
俞采华 陈亚平 摄影报道

返乡大学生
情暖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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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许印文 李荣

近日， 记者在会同县林城镇岩头村黄金
苞谷野鸭养殖基地见到赵军， 他正在水塘边
给野鸭喂食：“这批野鸭子养了4个多月，正等
春节旺季上市。”

今年53岁的赵军， 因吸毒贩毒多次被判刑。

2014年9月回到林城镇时，赵军失去了一切———
父母离开人世，房屋也因抵押换毒资无法收回。

2015年， 赵军找到会同县司法局工作人
员， 说他想自己养鸡鸭。“这是个好点子。”对
赵军进行司法帮教的李文广说。 县司法局联
合赵军的亲友，为他提供了资金，租了两口水
塘、一栋空房。赵军的养殖基地办了起来。

2016年冬天， 赵军的2000多只鸡鸭病
死。赵军含泪埋掉后，到工地搬砖头去了。

李文广了解情况后， 给赵军打气。1个月
后， 赵军带着工钱及朋友捐助的1万多元，购
买鸭苗，从零开始。李文广引导赵军参加养殖
技术培训。2017年上半年， 赵军喂了500只土
鸡、3000多只苞谷鸭，赚了3万多元；下半年，
又喂养野鸭600只、苞谷鸭300只。

“我要撸起袖子加油干，要做一个对社会
有益的人。”赵军说，他准备扩大养殖规模。

浪子回头 司法局撑腰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