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记者 何金
燕 通讯员 田斐 苏鑫）今天是全国第
九个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按
照公安部统一部署， 湖南省公安厅经
侦总队联合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
长沙市黄兴广场举办了以“与民同心，
为您守护” 为主题的打击和防范经济
犯罪宣传日活动。

2017年，湖南省公安机关经侦部
门共破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500余起，
挽回直接经济损失6亿余元，抓获各类
经济犯罪嫌疑人4700余名，成功侦办
了“五行币”“维卡币”传销案等大要案
件60余起。有力维护了全省市场经济
秩序，保障了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此次宣传活动重点围绕打防非法

集资、 传销特别是网络传销和涉及各
类商品、 文化艺术品非法交易场所的
犯罪，通过宣传海报、手册、展板、视频
及经侦民警现场答疑等方式介绍了犯
罪形势和特点， 结合剖析典型案例讲
解了犯罪伎俩及其“庞氏骗局”本质，
传授了防骗知识和自救技巧。 不仅增
强了群众预防经济犯罪的能力和意

识， 而且展示了公安机关打击经济犯
罪、服务民生的坚定决心和显著战果。

活动现场， 播放了防范传销精彩
小品《传销白日梦的幻灭》，长沙市公
安局民警演绎了歌舞节目， 同时还借
力新媒体全程视频直播， 并通过有奖
问答和邀请专家在线答疑等环节与网
友互动。超6.5万人次在线或现场全程
观看，4000余人次参与互动。

同日，全省14个市州公安局经侦部
门与相关部门结合当地特色，同步开展
了“5·15”经侦宣传活动。

去年共破案2500余起，挽回损失6亿余元
湖南打击经济犯罪成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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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申小飞

“誓言一句坚如磐，清风一缕
万里长！”5月10日上午，700多名
公职人员齐聚长沙市望城区雷锋
大剧院，参加该区第二届“510”暨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系列活动。

望城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
介绍，“510”取其谐音，寓意“我
要廉”，是“雷锋家乡”用好用活廉
洁教育涵养清风的一个缩影。

洁于心
“誓言故事”颂清风

“有无奈，有委屈，有压力，但我
们从未后悔，因为职责所在，使命所
在，因为我们始终牢记嘱托，让清风
正气在‘雷锋家乡’永飘扬！”上午9
时40分，“誓言颂清风” 廉政故事分
享会别开生面，7名党员和干部轮番
上台分享自己的“誓言故事”。

其中，有消防大队雷锋班战士
李忠杰回忆“雷锋家乡”消防兵以实
际行动践行雷锋精神的点点滴滴；
有该区驻龙山扶贫队代表刘波细数
扶贫路上坚守原则的“酸”与“甜”；
也有区住房保障局局长邓树林，用
追出10公里拒绝他人送礼的亲身
经历，告诉每个人“只有走得稳才能
走得远， 才能不背离我们出发时的
初衷”；还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黄彩
坚守共产党员初心使命， 竭力为群
众解决实际问题，兑现“对党忠诚，
积极工作”的庄重承诺……

一个个朴实而真实的故事，
传递着“干净干事、幸福奋斗”的
正能量。

“很受触动。”望城区疾控中
心主任赵劲良告诉记者， 如今教
师医生都是被监察对象， 这是一
场生动的廉洁教育课。

明于镜
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作为党员，要时时刻刻严格
要求自己，不属于自己的，不应该
拿的，都不应该去做……”

活动现场， 根据望城区监委

成立后办理“第一案”拍摄的警示
VCR《忏悔》，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 强烈吸引着众人目光。“老师
要教书育人， 自己更要当廉洁的
表率。”长郡月亮岛学校校长刘宇
感慨地说。

望城区监察委员会成立后，
监察对象从3419人增加到17039
人，增长了近5倍。该区攥紧反腐
“铁拳”， 坚持惩治腐败无禁区、全
覆盖、零容忍。今年前4月，该区纪
检监察机关共处置问题线索575
件，比去年同期增长41%；立案126
件，比去年同期增长85%。

“抓住典型问题，问责一个，警
醒一片， 使全体监察对象纪律规
矩意识更强， 使管党治党的政治
责任在基层落地生根。”该区区委
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秦
国良介绍，望城注重用好用活“警
示教育”这面镜子，有效释放了违
纪必究、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

廉于行
自觉践行守纪诺言

“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不违规收送礼品、礼金、有
价证券、电子货币、土特产……”当
天，望城区全体区委常委、人大常
委会主任、 政协主席还带领所有
与会党员、干部共同签署承诺，立
下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

“承诺书”。 签字板上密密麻麻的
名字， 就是大家自觉守纪的铮铮
诺言。

在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上，望城各级态度鲜明、立场坚
定，以上率下，层层落实，坚决动真
格开展自查自纠。目前，已查处违
规收送红包礼金问题12个， 党纪
政务处分11人、问责2人，有107名
党员干部主动退缴红包礼金，并
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了公开通报。

望城区委书记孔玉成表示，今
年是监察法实施第一年， 望城区委
按照全面开展、分步实施、务求实效
的要求， 对所有监察对象特别是新
纳入监察对象开展一系列集中教育
活动， 目的就是进一步提高所有公
职人员素质、改进党风政风行风。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陈鸿飞
周小雷 陈奎帆 阳新）“英雄谢勇，淮
安人民永远怀念您”“愿英雄一路走
好”……今天下午2时，江苏省淮安市
殡仪馆，淮安市消防支队城南中队湖
南衡南籍消防战士谢勇的遗体告别
仪式在这里举行。追悼会上，公安部
和江苏省有关部门追认谢勇“革命烈
士”称号，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追记一等功。

记者在现场看到， 殡仪馆灵堂内
摆满了花圈。 参加悼念的人员除谢勇

烈士所在单位领导、 同事和亲朋好友
外，一波又一波的淮安市民自发前来，
对烈士赞赏有加：“正气留千古 赤心
照万年”“致敬英雄，一路走好”……

5月12日17时许， 淮安市恒大名
都二期19号楼发生火灾。 接警后，淮
安市消防支队城南中队消防战士前往
处置，疏散、解救被困人员。在救援被
困群众过程中，年仅21岁的消防战士
谢勇意外从火场坠落， 经抢救无效不
幸牺牲。

谢勇系衡南县铁丝塘镇人，1997

年12月出生，2014年9月入伍。“在救
火现场， 他在楼道里发现一位战友氧
气不够了， 便把自己的氧气口罩给了
战友。” 谢勇的一名战友回忆，“随后，
谢勇拿着绳子抛下楼，想跳往下一层，
不料，被浓烟呛了一口，双手没抓紧绳
子不幸掉落。 他是为了人民而牺牲
的。”

谢勇的父亲说， 消防是一份崇高
的职业。 孩子因为抢救人民财产和战
友的生命而牺牲， 做父母的感到光荣
和自豪。

在衡南县铁丝塘镇江水村谢勇的
老家， 年迈的爷爷奶奶对孙子去世的
消息并不知情， 还以为孙子受伤在医
院救治。 谢勇的亲属胡天佑回忆，去
年，谢勇回乡探亲时就对亲戚们说，一
定要在部队好好表现，服从命令，为国
出力，争取今年入党立功后回来报喜。
邻居胡才强泣不成声：“谢勇从小由他
的爷爷奶奶一手带大，乖巧懂事，自小
主动分担家里的农活， 热心帮助四邻
八乡的人。听到他牺牲的噩耗，大家心
里真的承受不了。”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李
国斌 通讯员 雷文明）今天，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召开全省道路交通安全
工作视频会，通报今年4月启动的全
省农村道路交通秩序百日集中整治
战果， 部署整治农村面包车交通违
法行为， 对未报废的农村面包车一
律强制报废。

据介绍，今年前4个月，全省一
般以上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
数、受伤人数、财产损失数，同比分
别下降 33.03% 、35.08% 、35.24% 、
39.08%，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
体平稳。4月1日至4月30日， 全省
农村道路交通秩序集中整治共查
处农村重点车辆重点违法 76067
起。

当前， 我省农村地区有面包车
45.9万辆，是引发群死群伤交通事故
的重大安全隐患。 公安交管部门将
组织执法小分队深入农村公路，集
中整治面包车超员超速、人货混装、
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对
于未年检的， 一律先扣车后督促车
主依法办理年检手续， 未报废的一
律强制报废。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周
小雷 通讯员 颜雨彬 ）5月12日，在
湖南消防防灾教育馆门口，人头攒
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 守护幸福
家园”“加强防灾减灾宣传教育 提
高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等宣传
标语格外醒目。2018年“防灾减灾
日”宣传活动在这里开展得如火如
荼。

北大青鸟长沙科泰校区百余

名学生走进馆内参观学习，零距离
体验自救逃生知识。一个个消防文
物，把湖南消防的发展历程再现在
他们面前。最吸引学生们的还是三
楼的模拟灭火演练设备和自救逃
生模拟通道等设施。一学生体验完
对记者说：“这种教育方法直观、有
趣、零距离，让我们真正学到了不
少消防知识，到了危急时刻准能派
上用场。”

今年5月12日正值汶川地震十
周年，也是第十个“全国防灾减灾
日”， 此次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活
动的主题是“行动起来，减轻身边
的灾害风险”。 湖南消防防灾教育
馆从5月7日启动“防灾减灾日”宣
传周活动以来，截至5月13日，吸引
了近2000名市民和中小学、幼儿园
师生前来参观、体验，增强其防灾
减灾意识。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通讯员 向
佳明 记者 李治）今天是国际家庭日，
全国妇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表彰
大会。作为湖南省“最美家庭”的代表，
碧桂园集团湖南区域员工凌力慧参加
了表彰大会， 并受到了全国妇联领导
的接见。

此前一天， 全国妇联在北京人民
网1号演播厅举办了2018年度全国
“最美家庭”揭晓专题节目，揭晓1000
户全国“最美家庭”，凌力慧一家被评

为全国“最美家庭”（获奖名字为凌力
慧的母亲陈运华）。

凌力慧家庭一直热心公益、乐
于助人。2015年7月， 凌力慧一家牵
头组建了麓源公益， 后更名为心念
公益。这个公益组织着眼于社区，现
有活跃会员80余人， 常年服务在关
爱抗战老兵、敬老爱老、关爱孤残儿
童一线，先后组织各类帮扶活动300
余场。

凌力慧一家多次组织志愿者，为

贫困灾区捐赠衣物， 为社区网格点募
集图书，组织志愿者定期去敬老院、福
利院看望老人和孤儿。 利用自己所学
的知识，在社区推广中医保健知识、食
品安全知识。

看到福利院有些孩子消化不良，
凌力慧的丈夫樊胡强就自费出资赠送
5件麦枣颗粒给第一福利院的孩子们，
用于增强体质，价值2万元。

此外，她们还组织志愿者推广遗体
和眼角膜捐献宣传工作，并带头与有关

部门签署捐献协议。
获评湖南省“最美家庭”后，凌力

慧一家将奖金全部捐给了公益基金。
此次成功当选全国“最美家庭”，凌力
慧的母亲陈运华说， 自己做得还很不
够。“我们力量小， 只能做身边力所能
及的小事。积善小，为大爱。如果每一
个角落里都有这种小公益组织， 那就
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在凌力慧家庭的影响下， 越来越
多的邻里、朋友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来。
就连凌力慧97岁高龄的外婆，也常和
义工们一起， 到养老中心看望那里的
老人。“四世同堂” 热心公益的凌力慧
一家，时常成为养老中心的一道风景。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510”“我要廉”
———望城用好用活廉洁教育涵养清风

“英雄谢勇，淮安人民永远怀念您”

我省重拳整治
农村交通违法

长沙消防火灾防控

消防防灾宣传活动丰富多彩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记者 周小
雷 通讯员 李玺）为推进春夏火灾防
控专项整治工作，确保全市消防安全
稳定，近日，长沙消防部门雷霆出击，
临时查封两家火灾隐患单位。

岳麓区消防大队监督检查人员
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位于岳麓区学士
街道学士路99号江山帝景小区商业
街B1区107号二楼的长沙市岳麓区
湘间印象保健养生馆，未设置自动报
警系统、未设置机械排烟系统且不符
合自然排烟条件， 经大队集体研究，

对该单位实施临时查封。 查封中，消
防监督检查人员要求该娱乐场所负
责人一定要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
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并就如何整改存
在的火灾隐患及违法行为提出了指
导意见。

岳麓区消防大队负责人表示，将
铁腕执法整治火灾隐患，对辖区内娱
乐性场所消防安全隐患进行全方位
无死角排查， 用足用好执法手段，保
持整治高压态势，有效净化全区消防
安全环境。

浏阳市消防大队监督检查人员
在浏阳市经开区进行监督检查时，发
现湖南顺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建
设的湖南省美丹食品有限公司新建工
程施工现场， 采用泡沫夹芯彩钢板建
筑材料搭建办公用房， 此临时用房不
能达到耐火极限要求， 一旦发生险情
可能导致重大人员伤亡。 消防监督员
依法下发了《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
要求限期整改，并经大队集体讨论，为
确保整改期间不发生火灾事故， 依据
有关规定对其进行临时查封。

雷霆出击临时查封两家火灾隐患单位

“四世同堂”同做公益
凌力慧一家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5月15日，国网通道侗族自治县供电公司独峰110千伏变电站，电力工人在更换老化的电力设施。随着夏季用电高峰
临近，该县供电公司加大对辖区变电站、输变电线路和设备的排查及检修力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夏季用电高峰和
汛期电网安全运行。 刘强 申国贵 摄影报道

检修保夏季用电安全

涉案金额超2000万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原名誉院长全智华受贿案开庭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李倩云）今天，南
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党委委
员、 名誉院长全智华受贿案在益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益
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 被告
人全智华、王萍（全智华之妻）及
其辩护人参加诉讼。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1999年
至2016年, 被告人全智华利用担
任衡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
长、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党委书记、党委委员的职务之便,
为某些单位和个人在承揽、 开发
建设工程项目、 销售设备等事项
上谋取利益, 单独或者伙同被告

人王萍索取或非法收受有关单
位、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
1675万余元、美金15万元、澳元
46万余元, 共计折合人民币2075
万余元。 其中被告人王萍与被告
人全智华共同索取或非法收受人
民币共计715万余元。

控辩双方围绕公诉机关指控
的犯罪事实进行了举证、质证。在
法庭辩论阶段， 控辩双方就本案
事实、 证据及法律适用问题充分
发表了意见。因案情重大复杂，法
庭宣布将择期宣判。

部分衡阳市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 全智华家属以及社会各界
群众旁听了案件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