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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6月22日23时许， 衡阳市公安局
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肖海波因连
日劳累突发心脏病， 经抢救无效离
世，终年58岁。

6月24日， 记者从衡阳市公安局
获悉，该局党委会研究呈报肖海波同
志为因公牺牲，并获得衡阳市民政局
复核批准。

“上午他还在开会研究警务保障
工作”“下午还在调度‘微改革、微创
新’工作”“晚上还在调度处置网民反
映事项”……噩耗传出，肖海波的同
事和亲友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最后一刻在工作

“那天晚上，我还通过微信与肖
副局长商量， 处置一起网民反映事
项，没想到这是我跟他最后的联系。”
回想6月22日晚上的事， 衡阳市公安
局公共关系中心主任李钢彪难掩悲
恸之情，“他在生命最后一刻，还在坚
持工作。”

肖海波协助衡阳市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胡志文负责市公安局日
常工作，分管警令部等多个部门，联
系蒸湘分局、南岳分局，每天事务繁
多。

22日上午，肖海波在衡阳市公安
局六楼会议室，先后主持干部考察相
关会议、调度维稳工作及研究警保处
财务工作等。

下午，他又组织开会研究省第一

环保督察组到衡阳督察的相关工作，
调度“微改革、微创新”工作，还听取
了多个相关部门工作汇报。

“下午4时多，他说左胸有点闷、
肩胛骨痛，就找了一张膏药贴上继续
工作， 一直忙到下午6时15分才离开
单位。”肖海波一位同事回忆，当天，
肖海波一刻没闲，虽然下午出现疼痛
等症状，还是坚持工作。

相关信息显示，6月22日下午6时
31分至晚上8时2分，肖海波与李钢彪
在微信上调度处置一起网民反映事
项；晚上8时5分，肖海波通过微信向
胡志文报告“一平台八中心”警务机
制改革进展情况；晚上8时44分，肖海
波通过微信向市委主要领导报告安
保维稳工作。

到晚上10时5分，衡阳市公安局
指挥中心拨打肖海波电话报告相关
工作，未能接通。晚上11时许，肖海
波妻子刘珍芳回家发现肖海波卧床
不省人事。

随后， 肖海波被送往医院抢救，
最终抢救无效离世。

案子不破不罢休

肖海波病发当晚，其妻刘珍芳因
在医院照看住院亲人而回家较晚。回
到家中，她见卧室灯亮着，就在门外
喊了两声，却没有回应。她慌忙进屋，
发现丈夫已不省人事。

“我给他做人工呼吸，又在他耳边
喊他快醒，可已经没有反应了……”当
过护士的刘珍芳为丈夫做心肺复苏

术，却回天无力。
“他经常加班，工作没做完就不

回家。”在刘珍芳心中，丈夫一直是个
工作责任心相当强的人，几十年来没
休过什么节假日，一心扑在工作上。

“别人破不了的案子他能破，凭
的是什么？案子不破不罢休！”衡阳
市公安局政治部民警杨毅说， 在他
印象中，肖海波对待工作不分昼夜、
不知疲倦。

杨毅回忆，上世纪90年代，肖海
波在衡阳县公安局担任局长，在侦破
一起凶案时，他身先士卒，组织研究
案件35次，摸排嫌疑对象3000余人。
当民警出现“此案难破”的情绪时，他
及时给大家打气。 经54天日夜奋战，
最终破了案。

在肖海波带领下，衡阳县公安局
连续3年获评全省“命案必破”工作先
进单位。

2009年8月30日至9月7日，耒阳
市接连发生女出租车司机被杀案事
件，搞得出租车司机人人自危。在案
情分析会上，肖海波说：“刑侦大队破
不了案，干脆就叫粮食大队！”民警们
压力倍增，也士气大振。而肖海波既
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与专案组民
警战斗在一起， 半个月没有回家，最
终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耒阳市100多
名出租车司机自发鸣放鞭炮，感谢民
警除暴安良。

侠骨豪情真英雄

“我痛失了一位好搭档、好兄长、

好战友。肖海波同志是一个钢筋铁骨
般的硬汉。”说起肖海波，胡志文难掩
内心悲痛，扼腕叹息。

肖海波作为一名公安民警，他
对犯罪分子嫉恶如仇， 用责任诠释
担当。 同时， 他也用爱心温暖着社
会。

“他向我表示，有需要帮助的特
困家庭，都可以通知他，他将尽力给
些资助。” 衡阳市义工协会负责人万
小玲介绍，肖海波多次委托她帮助困
难群众。去年3月，肖海波转账800元，
托她转交给衡阳县樟木乡一个被压
断脚踺、无钱治疗的初中学生；去年7
月，转账400元，给一个患肝腹水无钱
医治的孤寡老人……

常宁市白沙镇观坪村是衡阳市
公安局扶贫联系点。去年来，肖海波
多次上门走访结对帮扶的贫困户，
不仅送上慰问金和慰问物资， 还与
贫困户分析致贫原因， 探讨脱贫路
径。得知对方无创业启动资金，肖海
波自掏腰包支持。目前，该贫困户已
脱贫。

“在肖副局长带领和指挥下，衡
阳公安部门破的大案要案很多，接受
过他关怀和帮助的人也很多。” 李钢
彪说，肖海波从警35载，多次立功受
奖，其中立一等功3次，被衡阳市政府
记大功1次，并被评为全国优秀民警、
衡阳市劳模。

省警察基金会理事长张朝维赋
诗一首，悼念肖海波：“头脑清醒讲政
治，勇于拼搏敢担当；业务熟悉善侦
破，侠骨豪情真英雄。”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镇瑜）记者今天从
省征兵办了解到，今年女兵应征报
名时间为6月25日开始，8月5日18
时截止，符合条件的广大女青年可
登录全国征兵网(http://www.gf-
bzb.gov.cn)报名应征。

据了解， 今年女兵招收对象
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含高校
新生)、 普通全日制高校在校生及
应届毕业生，年满17至22周岁。女
青年在全国征兵网填写报名信息
后，待报名截止时，网上报名系统
将自动依据报名人员当年高考相
对分数等情况，择优选择初选预征
对象。

被确定为初选预征对象的女
青年， 可从8月6日起登录全国征
兵网，下载打印《应征女青年网上
报名审核表》。 符合国家学费资助
条件的，同时还应下载打印《高校
学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

贷款代偿申请表》， 并交学校学生
资助管理部门审核。

据介绍，补偿代偿政策的对象
为：对应征入伍的普通高校应届毕
业生、在校生，由中央财政实施相
应的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
偿；当年已被高校录取的高中毕业
生入伍后保留入学资格，退役后享
受国家学费减免等政策。

征兵开始后，送检对象还需根
据兵役机关通知，携带本人身份证
（户口簿）、毕业证书（高校在校生
持学生证)等相关证件，到指定的
体检站参加体格检查和综合素质
考评。 体格检查和综合素质考评
后， 由县级兵役机关会同当地公
安、教育等部门，对其进行政治联
审和走访调查。省级或地市级征兵
办公室对学历、年龄、体检和政治
考核全部合格的应征女青年，按照
综合素质考评分数由高到低的顺
序，依次确定为预定新兵。

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
———追记衡阳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肖海波

今年女兵征集报名正式开始
已被高校录取学生退役后享学费减免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于振宇 通讯员 张脱冬
彭磊）“增殖放流活动现在开始！”6
月25日10时许， 岳阳市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周升在岳阳渔都码头
宣布。随后，12名非法电鱼的被告
人将用被罚的8万余元购买的400
万尾鱼苗投放洞庭湖内。 据了解，
这是岳阳市首次举行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增殖放流活动。

今年1月1日， 吴某等12名被
告人在洞庭湖大桥至城陵矶之间
水域，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电捕鱼
工具“门板式”电网进行非法捕捞，
被长航公安局岳阳分局
民警查获。 经现
场称重，12人非
法捕捞渔获物共
计2150.05公斤。

3月22日，公
安部门将此案移
送至岳阳楼区检
察院。 检察院审
查后认为，12名
被告人非法捕鱼

行为严重破坏了洞庭湖水域生态环
境，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还应对已
破坏的水生物资源进行有效补偿和
修复。因此，该院在以涉嫌非法捕捞
水产品罪对12名被告人提起公诉的
同时， 向岳阳楼区法院提起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本着“谁破坏谁修
复”的原则，请求法院判令12名被告
人在指定水域放流一定数量鱼苗。
考虑到放流的季节性， 公益诉讼人
提出了先予执行申请，要求在6月30
日前放流。6月21日， 岳阳楼区法院
依法公开审理了此案。

岳阳首次举行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增殖放流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李
秉钧 通讯员 李美芬 ）6月22日，郴
州市发改委负责人介绍，该市出台
了“社会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再
造实施办法”， 对社会投资项目全
面简化优化审批手续，为行政审批
“提速瘦身”。 审批时限由269天缩
短到95天后， 再次压缩到50天以
内。

为营造营商好环境， 该办法提
出了社会投资项目审批的“十条新
政”，即对社会投资项目审批实施分
类管理；取消不合理、不必要的审批
事项； 优化审批流程， 解决互为前
置、互为掣肘问题；由政府统一组织
对地震安全性评价、 节能评价等事
项的评估；将消防、人防、园林、交通
等部门的审查，融入“多图联审”制

度； 施工许可改为形式审查和网上
办理； 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由原多
个管理部门的验收模式，转为“统一
受理、限时办结”的联合验收模式；
建设投资项目审批集成服务平台，
实现项目数据信息的协同共享；在
供水、供电、通信等市政基础设施接
入推行“一站式”并联办理；实现线
上线下“一站式”服务。

据了解，该市对社会投资建设的
备案类项目，已搬上审批监管“网上
办”平台，可实现“零上门办结”，即项
目业主通过在线平台申请并填报项
目有关信息，发改部门通过在线平台
对项目业主网上填报的资料进行审
核，通过后系统自动生成加盖电子签
章的备案文件，项目业主可网上自行
打印。

出台“十条新政” 按下审批“快车键”
郴州营造营商好环境又出新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