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刘铮铮 2018年5月25日 星期五
政治 06

!"#$%&'()*+#$%&,-
.!"/0123 45!67893 :;
<!=>?@8ABCDEF$G3 HI
J2KLMNO!I#$PQRSTU #
$%&(VWX!YZ[\]^_`abZ
cd!"$GefB=>QR[gfhZ
iijkl6!"=>?m<no$Gp
qZr2stuv&3wxSyZr10z
{|3}~��3����3v���3l
6��3 0���O#$PQRSTZ`
!]=>;���$G��IYOQR:
;U

� !""# � $ ��2V������
�_(�Z#$%&�#�~���� ¡
O¢£��Z¤¥¦§¨©ªU `«¬®
¯!I0��°±²B³´0���ZI©

µ�QR¶·Z¸¹º»�� ¡¼#$%
&0���«&¢£Z¼½�¾¿À½�#
$%&:;8A�!I0�3!]0�ÁÂ
BÃÄ¾¿ÀÃÄ#$%&ÅÆÇ&`«
&��U

ÈÉIÊËÌ�ÍÎ)Ï
!!"#$%
Ð#$%&0�ÑÊOÌÒKLÓÔ

ÕU Ö×#$%& Ø0�ÌÒÓÙÚZ`
#$%&0��� ØÛ¯OÙÚZ(Ó#
$%&OÜ~0�ÝÞÓOßàÙÚÇU

&!"'()
'¬,ÅáâãOÙÚ3=�3ä63Ì

ÒÇåæ¾çèé¤#$%&0QO&
`U

'ê,#$%&ÙÚëìíîw²O&

`UÖ×ïðñòóá3ôKõá3ö÷Bø
ùÌÒ0QZ¾½�?mÁÂBúûZ(Ó
ßàëKë�Ç&`U

'ü,ýþÿ!¾"##$%&$6O
&`U Ö×ïðñò%&'0�?Ô3[y
Ç?m=�Ë(øùB)*0QZ(Óýþ
*+$6Ç&`U

',,��âãÛ¯¾ýþøù-�.
/O&`UÖ×ïðñòÛ¯%&Åáâã
Oä6�03�12(Z�~âã34Ç5
6Z `#$%&78ÌÒ��âãÛ¯Z(
Óýþøù-�./Ç&`U

'9,ßà:Ä#$%&1ÆBÃÄ#
$%&0���O&`U

*!+,-.
�� ¡L;Î$È<=>?Z¿@á

Aå3�B3CD3CEF(ÇG6ZHIJ
#$%&ìK¾��U��Ld�LMN<
OL]PB!QKBKRU��L¼���
SOTUP3ÙVPWXZð¥YVZ[3\
½ËU3y½ã]3^Í_ÄàLZ`abc
ÛKRXdU��LìK¾��¿(ef¾
gfZï`hi¦jklm>?(nopq
rstÓIìuIÊv~wªZ�x��L
Uf��ty)lmz{56Z#$%&c
|¼��L}Låæ~K��¯�U��L
�ðf?���U

/!01
=pqZ��>?5UZ���¾��

#$%&0�ÁÂOZ#$%&��H�>
?����L��U

2!3456-.

!"78
+,349:;<="��s����

��m� %# �!"#$%& �����
��'F�Ï%"""&!,

> ?""%"'#$&&&%(%
) ) ) ) >@AB"*+,-./01,20.3204
) ) ) ) #"C8

+,349:;<="n�s����
�<�ê� %%$ �

> ?""(&%'$56"#$(#
) ) ) ) >@AB"*+,-.74289:01,204
) ) ) ) D!��Í.#$%&WXj ZÑÊ
�S¡¢!"#$%&£¤<�(�¥U

¦��Í
EFGHI8JKLC8

#$!% M & N #' O

!"#$%&'()*+,-./0123456789: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张丹枫

当前，全省法院执行攻坚鏖战正酣。浏阳
市人民法院以党建带队建，以队建促攻坚，收
效良好，给人启迪。

2016年1月1日至今， 该院共受理执行案件
16694件，结案15121件，执行到位金额18.6亿元。

5月22日， 湖南日报记者到该院采访，采
撷到几个故事，感受到他们火热氛围、昂扬斗
志、不一样的担当和情怀。

党旗，在临时党支部高高飘扬

浏河清清，党旗如炽。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月22日, 浏阳市人民法院举行执行攻坚临

时党支部成立仪式，临时党支部书记高德懋从院
党组书记、院长李波手中接过支部党旗。党旗鲜
红， 如炽热跳动的一团火，17名党员干部举起右
手重温入党誓词,决心打赢执行攻坚这场硬仗。

52岁的高德懋是该院原党组副书记、副
院长，2017年11月退居二线。全院“基本解决
执行难”攻坚战打响后，本来可以轻轻松松上
班的他坐不住了。 他和早两年退居二线的法
院原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刘题红， 原党组成
员、政工室主任李守荣主动向院党组请缨。

“我管过8年执行工作，有着30年党龄，虽
然改任非领导职务了， 但思想上不能退！”高
德懋介绍，临时党支部法官大部分从审管办、
办公室等综合部门抽调， 这些人要在做好自
己本职工作同时，加班加点帮助做执行工作。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对全院2016年以来所有

“终本案件”进行评查、整改。
临时党支部从酝酿到成立， 整整两个月

了，高德懋、刘题红、李守荣3位老党员每天和
大家一起工作。“有时晚上9点多了，3位老领
导还和大家一起加班，他们不下班，我们不好
意思先走。”年轻干警如是说。

在西藏，干警随身携带氧气瓶
吸氧，帮26名民工追回工资

因长沙九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拖欠张
启等26名民工17万余元工资，26名民工向浏
阳法院申请执行。

2017年12月初， 执行局副局长潘玲带队
在查询数十家银行账户后， 发现被执行人在
西藏山南地区一家银行账户上有存款。 因无
法完成网上冻结扣划， 为防止被执行人转移
财产，潘玲和干警周雪龙、廖志坚、杨舟、汤铁
镖当即飞赴西藏。

下飞机后，5名干警都有高原反应， 但仍
冒着零下十几摄氏度低温， 随身携带氧气瓶
吸氧，经过3个多小时颠簸，驱车160多公里到
达山南地区，成功扣划12万余元资金。

“高原反应加感冒，大家都吃不消了，搞
完执行后只好到当地医院吸氧、治疗。”潘玲
说，这是最艰苦的一次执行。

随后，法院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追回
剩余拖欠工资，26名民工工资全部执行到位。

在“小家”与“大家”之间

在“小家”与“大家”之间如何取舍，最能
看出一个人担当。

“取消特殊休假的执行员，回来加班了！”
5月13日一大早，浏阳法院微信群里一条

信息引起多人点赞。

执行局干警袁昆是入党积极分子， 长沙
市人。76岁的母亲和他一起住在浏阳。5月10
日，母亲突发脑溢血，袁昆从执行一线赶回，
把母亲送到浏阳市中医院，经抢救无效逝世。
5月11日，他把母亲遗体运回长沙，5月12日举
行追悼会。5月13日一大早， 他从长沙赶回浏
阳法院办公室，投入到执行一线。同事问他，
为什么就来上班？他说，母亲5月15日才安葬，
因此趁中间两天的空当来上班。 袁昆说：“执
行工作不能耽误， 母亲在天上也会支持我
的。”大家听了，为之动容。

在浏阳法院， 在鲜红的党旗下， 在执行一
线，为“大家”而舍“小家”的故事，比比皆是。

妻子怀二胎预产期当天， 执行局副局长
潘玲一直在乡镇寻找被执行人。 小孩出生第
三天，妻儿还未出院，他就主动回院工作。

民二庭书记员汤雅丽已怀孕6个月，仍主
动坚持在院里加班。大家劝她休息，她乐呵呵
地说：“我身体状况比较好，能坚持。”

办公室主任杨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
把8岁的大女儿放在学校寄宿，1岁的小女儿
交给爷爷奶奶， 自己不分白天黑夜地投入到
工作中。“这场攻坚战， 浏阳法院每个人都责
无旁贷。”因夜晚连续加班，他声音有些沙哑。

审管办主任周波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平
时睡眠质量不好。 每次加班， 她和同事打趣
道：“我加班不怕晚，反正失眠睡不着。”乐观
精神，见于一斑。

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 执行干警所
做的点点滴滴，全是真心流露；一举一动，尽
显为民情怀。

浏阳市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李波动情地
说：“法院执行工作全院一盘棋， 我为这支队
伍感到骄傲！”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王晗 通讯员 孔奕 王思鸽）昨天，长沙市
公安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了《长沙
市公安局服务经济社会民生发展二十条措
施》，涵盖公安机关侦查破案、窗口服务、治
安防控、矛盾化解、网络管理、执法监督、信
访投诉等各方面的工作。

20条措施是：强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集中打击重点领域突出犯罪、加大打
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力度、 快侦快破涉企
重点案件、 依法打击危害食品药品环境安
全违法犯罪、 准确适用法律、 慎用强制措
施、规范涉案财务管理、推行“一站式”办
理、推动“放管服”落地、运行“便民服务”智
慧警务平台、推进“互联网+公安政务”服
务、细化“人才新政”公安配套服务、打造

“法治公安平安长沙”警务宣传平台、建立
矛盾纠纷联调机制、 拓宽网络安全服务领
域、提升城乡巡逻防控水平、成立公安服务
经济社会民生发展领导小组、 实行全流程
执法监管、畅通投诉救济渠道。

据长沙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部分
措施已经开始实施， 并取得了良好成效。如
强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今年以来长沙
警方先后成功侦办“5·5”“4·01”等涉黑涉恶
专案，抓获犯罪嫌疑人500余人，形成了强
大的打击声势。在集中打击重点领域突出犯
罪方面， 今年以来长沙刑事警情同比下降
10.2%，呈现出“发案下降、破案上升”的良好
局面。在打击危害食品药品环境安全违法犯
罪方面，今年以来共起诉犯罪嫌疑人139人，
立案134起，对191人采取强制措施。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记者 张斌）记
者今天从常德市纪委监委获悉， 常德市城
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
长方际三因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
公职， 其涉嫌职务犯罪问题移送人民检察
院依法审查起诉。

经查，方际三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
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
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利用公款向
从事公务的人员赠送礼金， 违规使用
两处办公用房， 长期借用私企老板车
辆供其个人使用； 违反廉洁纪
律，默许、纵容配偶利用其职务
影响不实际工作而获取薪酬；
违反生活纪律，生活奢靡、贪图
享乐，造成不良影响；违反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涉嫌受贿、贪污、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犯罪。

方际三身为党员领导干
部，理想信念丧失 ，党员意识
淡薄，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

家法律法规规定， 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
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根
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察法》等相关规定，经市纪委
常委会议、 市监委委员会议审议并报市
委常委会议决定，给予方际三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追缴其违纪所得，其涉嫌
职务犯罪的问题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
查起诉。

党旗如炽映浏水
———浏阳市人民法院执行攻坚二三事

服务经济社会民生发展
长沙公安出台“20条措施”

常德城投集团党委书记方际三被“双开”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叶飞艳）5月21日下午， 省人社厅
在长沙举行全省第六批短期援藏专业技术
人员欢送会。由我省选派的49名专业技术
人才， 将赴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开展为期半
年的对口援助工作。

据悉， 湖南作为西藏自治区山南市的
对口支援省份，自1995年以来，先后派出
八批次援藏干部和五批次短期援藏专业技
术人才执行援助任务。 前五批短期援藏专
业技术人才覆盖教育、医疗卫生、农技等各
个行业，他们以精湛的技术、过硬的作风和
扎实的成绩， 为山南市各项事业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

在此前五年经验基础上，结合山南市

的需求，我省今年组建第六批短期援藏队
伍，选派49名专业技术人员赴山南市开展
短期援助。按照对口援助的原则，援藏人
员分别由长沙、株洲、岳阳、常德，以及省
委党校、省农科院等单位负责选派，包括
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广播电视、农林牧、
环保、教育等各类人才。进藏后，他们将分
别对口支援山南市下辖的贡嘎县、 扎囊
县、桑日县、隆子县，以及山南市市直有关
单位。

“再次选择参加援藏工作，是因为心中
对那片土地割舍不下。”来自湖南广播电视
大学的方颂是第二次参加短期援藏。 他表
示，将继续推进此前援藏时未完成的工作，
争取作出更大成绩。

我省第六批49位援藏专业技术人员启程

5月21日上午，2名男子结
伴进入张家界市天门山景区附
近尚未开发的高山密林深处游
玩时迷路，被困于深山。22日中
午， 张家界市永定消防中队接
到报警后，联合当地公安、医疗
等部门开展紧急搜救， 经过24
小时搜救，于23日13时30分将
迷失高山深处的2名男子成功
救出。 图为消防战士救出被困
男子。 吴杰 摄

迷路男子
成功获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