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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朱永超

在伟人故里韶山，驻守着一支精
锐之师———韶山市公安消防大队，人
民群众誉之为“毛主席家乡的红色卫
士”。

该大队自1957年建队以来，践行
“伟人故里消防兵、全心全意为人民”
的队魂，创造了韶山61年未发生较大
以上火灾事故、 毛泽东故居等7处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无一火警的消
防传奇，为维护伟人故里平安、促进
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韶山的消防安全来不
得半点马虎”

“伟人故里消防兵，全心全意为
人民！”5月4日上午10时，记者走进韶
山市公安消防大队，营院大门左侧一
块高高耸立的石头上，用红色镌刻的
大字特别醒目，大队教导员朱永超介
绍说，这是大队的队魂，诠释着大队
官兵的价值和追求。

记者通过韶山市旅发委了解到，
在不足5平方公里的韶山冲，有毛泽东同
志故居、南岸、毛氏宗祠等保存完好
的革命旧址遗迹20多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7处。 作为革命圣地和知
名红色旅游胜地，每年接待中外游客

2000余万人次。
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共收藏5万多

件毛主席的遗物、文物资料，其中国
家一级文物20件，都是爱国主义教育
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消防官兵日夜
守护在这里，韶山的每处景观、每条
通道、每个重点部位，官兵们都熟稔
于心。

“韶山的消防安全来不得半点马
虎。” 在一次检查中，消防官兵发现，
对外卖快餐的餐饮部，大量使用可以
移动的液化气罐和酒精炉加热食品。
消防大队立即喊停，中止了餐饮部的
使用，消除了火灾隐患。

在韶山开了3家超市的老板龚逵
对大队官兵赞不绝口。 他说： “消
防官兵每个月都会派人来我店进行
消防检查， 每次检查都很细微， 但
执法非常人性化， 我们员工没注意
到的地方， 他们会一一指出， 并无
偿帮助我们的员工提高消防技能。”

消防工作，宣传系于一半。大队
在核心景区路灯杆、 临马路醒目位
置、毛家饭店外墙设置了多处消防宣
传公益广告， 将毛泽东纪念馆的女
性解说员培训成女子志愿消防队。
她们不但懂得防火、 灭火常识， 而
且能熟练使用灭火器材， 担负起扑
救初期火灾事故和引导游客紧急疏
散的重任。此外，她们还利用从事解

说工作的优势， 将消防的一些小提
示、小知识融入讲解介绍中，提醒游
客时刻注意消防安全。

“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
的使命”

“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使命！”
大队向社会公开承诺“有警必出、有
灾必救、有险必抢、热情服务”。主动
履行起急、难、险、重的任务，只要群
众有需要，消防官兵当仁不让，冲锋
在前。

2017年7月， 韶山遭受百年一遇
强降雨，全市范围不同程度发生洪涝
灾情。大队官兵闻警而动，挺身而出，
冲锋在前，先后转战杨林云源、清溪
如意、银田古镇等地，连续奋战18小
时，营救被困群众82人，疏散遇险群
众165人， 用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交
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谢谢！ 你们的效率真是杠杠
滴。”2017年6月， 衡阳常宁的一位游
客通过微信向大队官兵致敬，感谢消
防官兵热心为民服务，为其找回遗落
的背包。

这位来自衡阳常宁的游客在韶
山故居景区游玩时，将个人背包等物
品寄存在景区行李寄存处却粗心地
忘记提取。在电话中，这位游客希望
能够得到消防官兵的帮助，为其找回

遗落的物品并寄送回家。 接到求助
后，大队立即安排两名官兵前往故居
景区行李寄存处进行核实，在与景区
工作人员反复确认无误后，顺利地代
这位游客取回了个人物品并进行邮
寄。

“是韶山消防官兵给了我改变
自身命运的机会， 我不会辜负大家
的期望。” 这是一封来自广东的信
件， 这个署名为陈凡的大学生毕业
后在广东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在他顺利踏出人生第一步后， 便给
韶山消防大队写来了这段饱含深情
的文字。 陈凡是韶山市韶源村一名
普通的农家孩子， 父母双亡， 仅与
年迈的老奶奶相依为命， 成绩优异
却无力继续学业。 大队将陈凡确定
为结对帮扶对象， 把助学的工作坚
持了下来， 在官兵们的接力资助下，
陈凡顺利完成了从高中到大学的学
业， 并在广州找到了工作。

和陈凡一样得到韶山消防官兵
资助的学生还有很多，他们都来自于
贫困家庭，是韶山消防官兵的无私帮
助，让他们得以完成求学之路。大队
官兵用自己的拳拳爱心，托起了这些
寒门学子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让他们
的生命之舟重新扬帆起航，韶山市公
安消防大队用实际行动铸就了伟人
故里的靓丽风景线。

�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何
淼玲 通讯员 钟抗迪 李丹枝 ）5月3
日，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
理郴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向
阳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

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
持公诉。邵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

控：李向阳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非
法收受他人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
150余万元、美元0.5万元；李向阳的
财产收入、 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
差额巨大， 对其财产中的184万余元
人民币、1213美元不能说明来源，依

法应当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李向阳及其辩护人到庭参
加诉讼。庭审中，控辩双方出示了相关
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充分发表了意见，
被告人李向阳做了最后陈述。 之后法
庭宣布休庭，本案将择期宣判。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于振宇）
日前，长沙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
张湘涛（副厅级）涉嫌受贿罪、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 经湖南省人
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由常德市人民
检察院向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了被告人张湘涛享有的诉讼权
利， 并讯问了被告人张湘涛， 听取
了其委托的辩护人意见。 常德市人
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张湘
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之
便， 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单独或者
伙同他人共同收受请托人财物， 数
额特别巨大； 其财产、 支出明显超
过合法收入， 差额特别巨大， 不能
说明来源， 依法应当以受贿罪、 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李文博）5月6日， 娄底市
纪委、市监委对城区各单位假期公
车入库情况进行突击检查，以高压
态势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
委“约法三章”要求，切实提高党员
干部纪律意识。

娄底集中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专项整治行动， 从党员
领导干部作风问题抓起，抓早抓小，
防微杜渐，防止“小问题”酿成“大错
误”。积极开展节假日期间“四风”问
题专项检查行动、 办公用房和公务
用车专项巡察、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等行动，查
处并通报了一批典型案例，起到“通
报一个，警示一片”的效果。

根据纪律要求，娄底各单位严

格对标对表，全面自纠自查，各县
市区和派驻纪检组通过开展谈心
谈话、发挥“头雁效应”、专项巡察
督查、公开通报等方式，倒逼主体
责任落实；市纪委、市监委成立5个
工作组， 督查各单位专项治理情
况，对自查“零问题”单位进行“回
头看”；以专项治理为契机，加大作
风明察暗访工作力度，督促各单位
完善制度规范和内部管理， 严防
“四风”问题反弹回潮。

同时， 该市严格责任追究，对
专项治理中自查自纠不力、发现问
题未按要求及时整改的，一律从严
追究、“一案双查”、通报曝光。截至
4月底， 全市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23起，处理69人，其
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7人。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娄底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曾垚辉） 与家人周末驾车
出游，却路遇劫匪持枪抢劫，检察
官挺身而出将劫匪制服，成功救下
被劫持的群众。这是近日发生在娄
底市娄星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
科副科长谢新星身上的故事。

5月6日， 谢新星与家人驾车
开展周末游，13时50分左右，经过
娄底涟钢沃尔玛十字路口处，发
现有两名男子一前一后追赶，前
面的男子左手提包， 右手还持有
一把手枪， 后面的男子一边追逐
一边大喊“抢劫啊……他有枪”。
谢新星初步判断这是一把仿64式

手枪，他立刻拿出手机报警，同时
驾车试图追堵持枪男子。

来到一个巷子口， 谢新星的
车进不去， 持枪犯罪嫌疑人进入
了居民区，谢新星来不及多想，徒
步追过去。 持枪男子看到有人追
逐不时叫嚣“谁再追我就打死
谁”，最后，在男子持枪挟持群众
逃跑时， 谢新星冲到男子身后，用
手锁住持枪男子脖子， 将他压倒
在地上，在周围群众的协助下，制
服持枪劫匪并交由公安机关处
理。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
中。

检察官力擒持枪劫匪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张轶强）“邹庭长， 有您的
包裹！ ”昨天早上8时，株洲天元法
院民二庭副庭长邹晓明一走进法
院大门，门卫小刘就拿着一件长长
圆圆、包装严密的包裹朝他喊道。
接过包裹后， 邹晓明一脸茫然，他
最近没有网购。 这个外形奇特的
不明物品，不禁让邹晓明产生高度
警觉，他立即向分管院领导和监察
室报告。

在分管院领导及监察室干部
的共同见证下，邹晓明小心翼翼拆
开包裹。原来，里面是一面“执法公
正 心系百姓”的锦旗，是长沙某设
备公司84岁高龄的技术人员邓某
某赠送的。 一脸紧张的邹晓明，顿
时露出笑容。

2016年12月， 邓某某承揽了
株洲某公司的数控机床维修业务，

双方签订承揽合同， 约定维修款
为5.59万元， 工期45天。 邓某某
在合同约定的工期内完成了承揽
任务， 并将修复好的机械设备交
还给株洲某公司， 但株洲某公司
以该设备未经验收且目前一直闲
置为由拒绝支付维修款。 无奈之
下， 邓某某于2018年2月26日诉
至天元法院。 案件受理后， 在调
解未果的情况下， 承办法官邹晓
明于4月14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
株洲某公司支付工程款5.59万元，
并承担诉讼费用。

该案从立案之日算起， 仅48
天时间就顺利结案。 双方均未上
诉， 且被告已自觉履行付款义务。
为表达对法官的感激之情，邓某某
特意制作了一面锦旗，遂出现了开
头的一幕。

法官慎接“神秘包裹”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张斌）
近日， 永州市纪委通报5起国家公职
人员违规参与涉矿等经营性活动典
型案件。

这5起案件分别是， 宁远县九疑
山瑶族乡原党委委员、 政法委员、党
政办主任单述波违规参与房地产开
发等经营性活动案；东安县运管所职
工文海燕、川岩乡卫生院职工周剑秋

违规参与涉小水电经营性活动案；双
牌县林业局职工唐朝军违规参与小
水电经营性活动案；江华瑶族自治县
林业局职工李卫民违规参与涉矿经
营性活动案；冷水滩区委办公室职工
秦斌违规经商办企业案。

其中，单述波一案被移送司法处
理， 其他4起案件涉案人员均受到警
告处分。 2011年至2017年，单述波在

宁远县青云巷82号先后开发了“聚福
阁”一期和二期小产权商品房，共建
商品房住宅101套。 2017年9月18日，
单述波在填写《宁远县国家公职人员
参与涉矿等经营性活动个人情况报
告表》时，在清理纠正情况一栏，填写
了“已退出（2016年3月）”。 实际上单
述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于2016年5月
才完工，截止调查时一直对建好的商
品房进行销售。单述波还存在其他违
纪违法问题。 2017年12月30日，单述
波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问
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违规参与涉矿等经营性活动
永州通报5起典型案件

伟人故里消防兵 全心全意为人民
———韶山市公安消防大队倾情服务驻地的故事

�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通讯员
何慢群 记者 李秉钧）今日早上，安
仁县人民检察院一名干警来到院
门口， 掏出手机打开“检务手机
端”，在门禁卡上一刷，门禁解除；
来到餐厅， 用手机在计餐器上一
刷，顺利取餐；用完餐来到办公楼
签到机旁，掏出手机一刷，成功签
到。 一台手机让干警轻松出入门
禁、就餐、上班签到。

运用新技术， 安仁县人民检
察院将门禁卡、签到卡、就餐卡合
并成“检务手机端”，实现智能化

管理，在为干警提供便利的同时，
也延伸了纪律监督的触角。 通过
手机签到， 将干警日常工作行为
“数据化”； 以检务终端为后台，实
时记录和分析打卡情况， 让干警
作风晒在大数据里， 杜绝了代人
签到、替人打卡等作假行为，迟到
早退等违纪现象得到遏制。 通过
“智慧强检”， 该院改进了作风，增
强了队伍行动力、 凝聚力和战斗
力。 去年，该院公诉、侦监、民行等
8项考核得分进入郴州市检察系
统前3名。

安仁“智慧强检”
织密作风监督网

检察机关依法对
张湘涛提起公诉

郴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向阳受审

清退违纪款
5月8日，嘉禾县石桥镇仙江

村， 群众在领取退耕还林款。 当
天，该县纪委、监委在仙江村举行
违纪款集中清退活动，600余户
群众领取到退耕还林、 生态公益
林等款项80000余元。

黄春涛 肖加林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