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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文天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考生在考试时务必严格
遵守考试纪律和规则。否则，有可能因小失大。

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考生陈东（化名），笔试、面
试成绩综合排名第一，却被宣布成绩无效。他提起
状告人社部门的行政诉讼。

5月3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
审判决：驳回陈东全部诉讼请求。

面试时，他私自与人交换抽签序号
在2017年湖南省公务员考试中， 娄底市考生

陈东报考新化县乡镇人员岗位，以笔试成绩第一名
进入面试环节。

同年6月18日，娄底市人社局组织面试。在抽签
环节，陈东抽取的序号为9号，同场面试的还有陈东
一位朋友，其抽签序号为38号。因这个朋友家中有
急事需提前赶回， 陈东未向考场工作人员报告，私
自与他朋友交换了抽签号，按交换后的抽签号38号

登记面试顺序并参加面试。 陈东面试成绩81.3分，
他笔试、面试成绩综合排名第一。

面试成绩作无效处理
2017年7月7日，娄底市人社局向陈东作出《公

务员考试录用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决定书》， 给予陈
东此次面试成绩无效的处理。

陈东不服，向湖南省人社厅申请行政复议。
2017年11月6日，湖南省人社厅作出《行政复

议决定书》，维持娄底市人社局对陈东作出的《公务
员考试录用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决定书》。

同年12月26日，陈东因对娄底市人社局处理决
定和湖南省人社厅复议决定不服，起诉至长沙市天
心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湖南省人社厅作出
的《行政复议决定书》； 撤销娄底市人社局作出的
《公务员考试录用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决定书》。

法院驳回考生诉讼请求
天心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面试前，娄底市人

社局向陈东发放了《面试考生须知》和《承诺
书》，陈东在上面进行签字确认。《面试考生须
知》第4项规定：“面试前，采取抽签形式确定
先后顺序和代码，并佩戴面试序号，按抽签确
定的顺序进行面试。”

法院认为：原告陈东在面试抽签环节，抽
取的面试序号为9号，在未向考场工作人员报
告的情况下，私自与他人交换面试序号，并按
交换后的面试序号38号登记面试顺序， 随后
按此序号参加了面试，其行为属于《公务员考
试录用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 第6条第（2）
项规定的“未在指定座位参加考试”的情形。
依照该条规定， 应给予原告陈东当次该科目
考试成绩无效处理。 被告娄底市人社局给予
陈东此次面试成绩无效处理，符合上述规定。
湖南省人社厅受理复议申请后， 依法进行审
查和作出复议决定，应予以维持。

法院遂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驳回原告
陈东的全部诉讼请求。

� � � � 湖南日报5月3日讯（记者 余蓉）
今天，记者从湖南省教育厅获悉，《湖
南省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方
案》已发布，教育、民政、人社、工商
（市场监管） 等职能部门7月1日起将
集中整治校外培训机构在面向中小
学生实施与学校文化教育课程、升
学或考试相关的补习辅导培训活
动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存在违
法违规办学行为的， 有违法所得
的， 要依法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
重的， 责令停止招生、 吊销办学许
可证、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本次专项治理工作包括10个严
禁：严禁无证无照办学，严禁使用存
在安全隐患的场所办学，严禁与中小
学校联合办学，严禁聘用中小学校在
职教师任职， 严禁违规进行招生宣
传，严禁超范围开展培训业务，严禁

开展“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和“强化
应试”培训，严禁组织学科类等级考
试和竞赛，严禁违规收费，严禁擅自
变更办学地址。

《湖南省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工作方案》还要求，教育行政部门要
加强对中小学校及教师的管理，建立
责任追究制度。 对在校外培训机构兼
职任教、为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招生宣
传、诱导或强制中小学生到校外培训
机构补课培训的中小学校教师，在年
度考评、职称评定、岗位聘用等方面
实行一票否决，情节严重的，取消教
师资格，并依据相关规定给予党纪政
纪处分。 各职能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规定的职能履行审批职责，其中
面向中小学生实施与学校文化教育
课程相关或者与升学、考试相关的补
习辅导培训活动的培训机构由教育
行政部门审批。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面对持刀歹徒， 匡兵和温琦华夫妇挺身而
出，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了歹徒砍向孩子的
屠刀； 为解救纵火自焚的犯罪嫌疑人， 吉湘林
不顾自身安危扑向熊熊烈火， 全身烧伤面积超
过25%； 抓捕持枪杀人犯， 李江被子弹零距离击
中腹部……

5月3日上午， 衡阳市举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 全国道德模范匡兵、 温琦华暨衡阳市公
安英模先进事迹报告会， 该市公安系统和社会
各界700余人， 心怀感动和敬意， 认真聆听。

2016年3月25日下午， 耒阳市公安局民警匡
兵， 与未婚妻温琦华在三亚西岛海钓平台附近
海面乘坐游艇观光。 同船的一名歹徒突然抽出
一把尖刀对游客疯狂乱砍。 在这危急时刻， 匡

兵和温琦华赤手空拳与歹徒展开殊死搏斗， 两
人身负重伤。

后来有人问匡兵： 你当时怕不怕？ “我的
回答是： 肯定怕， 但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子
汉， 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和人民警察。 我决不允
许歹徒在面前为所欲为， 肆意砍杀群众， 这是
一个男人应有的担当， 一名警察应尽的职责。”
报告会上， 匡兵的回答掷地有声， 现场掌声雷
动。

匡兵的故事， 深深打动了在场的听众。
“总有一种力量， 让我们泪流满面。 当警

察， 随时可能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 甚至会流
血牺牲。 他们坚守正义、 战胜邪恶的信念， 让
我们钦佩。” 南华大学学生徐云流下感动的热
泪。

衡阳市公安局监管医院负责人李晖， 从部
队转业后， 一直奋战在戒毒工作一线。 女儿徐
佳妮一度认为： “妈妈， 或许是一个好警察，
但不是一个好妈妈。”

2016年， 徐佳妮考进高铁公安， 成为家里
的第三位人民警察， 才开始理解妈妈的艰辛与

不易。 “这十多年来， 您很少陪我， 但您帮助
了太多人回归正途， 让太多家庭免于不幸， 是
您教会我做人要善良、 勇敢、 坚毅、 自强， 您
是我学习的榜样。” 徐佳妮向妈妈的一句深情告
白， 戳中了听众舒俊的软肋， “我也是一名母
亲， 懂得李晖的无悔选择。 心怀一份敬意， 传
承一种感动。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是有人替
你负重前行。”

2014年春节， 大年初一。 衡阳市公安局刑
侦支队民警李江没有休假， 和同事赴常宁市兰
江乡抓捕一名持枪杀人犯。 搏斗中， 歹徒负隅
顽抗， 抠动自制火枪扳机， 子弹几乎零距离击
中李江的腹部。 经送医抢救7个小时后， 终脱离
危险。 醒来后， 李江第一句话就是：“罪犯抓住
了吗？”

2017年底， 新化县发生一起持枪杀人案，
李江再次面对子弹横飞的危险。 最终， 李江和
参战民警一起， 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并追回
全部武器弹药。 “我还记得自己入警宣誓时所
说的一句话： 危险前没有退缩， 职责前奋勇担
当。 追梦不怕子弹飞。” 这是李江对党、 对祖
国、 对人民的铮铮誓言。

掌声， 一次次在会场响起。 这既是表达敬
意， 也是一种期待， 一种鞭策。

在场的公安民警和各界群众表示， 要以公
安英模为榜样， 学习他们对党忠诚、 信念坚定
的政治品格和爱岗敬业、 履职尽责的职业操守。

法治故事

考生成绩综合排名第一为何败诉
湖南将全面整治
校外培训机构

秀头帕 展风采
5月3日，张家界武陵源黄龙洞风景区的青年员工身着盛装，在绿草茵茵的

音乐厅屋顶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苗族头帕秀，展现青春风采，传承民族文化。
吴勇兵 摄

岁月静好背后的负重前行
———衡阳市公安英模先进事迹报告会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