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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樊佩君）今天上午，省公安厅在湖
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举行全省打击整
治枪爆违法犯罪“百日会战”动员部署暨集
中销枪行动，对全省公安机关2017年以来
收缴的近2万支非法枪支、1.1万余把管制
刀具进行集中销毁。

去年11月以来，省公安厅党委在全省
部署开展了集中打击整治枪爆等突出违
法犯罪专项斗争，取得了丰硕战果。截至
目前，全省共侦破涉枪涉爆刑事案件3886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534人，其中缉捕部
督枪爆逃犯27名；打掉涉枪涉爆犯罪团伙
52个，捣毁枪爆物品制贩窝点83处。共查
处涉枪爆行政案件 4142起， 行政处罚
4491人；共清查收缴各类非法枪支11629

支、各类子弹62.8万发；检查回收炸药22
吨、 雷管11.9万枚； 接到群众举报线索
1243条， 查证属实962条， 兑现举报奖励
106万元。

据悉，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将坚持“缉
枪”“治爆”“净网”全面出击，进一步强化侦
查破案，严厉打击枪爆与黑恶、毒品、黄赌、
个人极端合流，以及网络贩卖、非法制贩犯
罪活动；进一步加强清查收缴，彻底清除社
会面非法枪爆物品。

公安机关提醒， 群众要充分认识非法
枪爆物品的严重危害， 自觉远离非法枪爆
物品，并积极举报枪爆违法犯罪线索，举报
线索一经查实，将立即兑现奖励，并为举报
人 严 格 保 密 （省 公 安 厅 举 报 电 话 ：
0731-84738200）。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肖强 杨哲）今天，长沙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发布消息，9月22日“世界无车日”
当天，长沙市将开展“绿色出行·多一分安
全”活动，长沙交警将对部分区域实施交通
管制，同时倡议市民“少开一天车”。

据悉，9月22日9时30分至16时30分，在
长沙市芙蓉路、劳动路、湘江路、五一大道合
围区域范围内的道路（不含边界道路）实施全

封闭交通管制措施，禁止机动车通行（客运出
租车、公交车、校车、邮政车、通勤车、婚丧车
和军警、急救、消防、抢险等机动车辆除外）。

长沙交警将在全封闭交通管制圈及其
周边的相关路口设置19个管制点和外围
12个分流点。长沙交警提醒市民群众，在遵
守交通管制规定的同时，尽量不开车、少开
车，选择乘坐地铁、公交车、共享单车、步行
等绿色交通出行方式。

湖南集中销毁近2万支非法枪支

“世界无车日” 少开一天车
长沙部分区域实施交通管制

9月19日， 津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部分干
警来到结对帮扶的毛
里湖镇同乐堡村走访
慰问贫困户，为他们送
来了节日礼物，还帮助
缺少劳动力的贫困户
家庭收割稻谷。

卢祖华 摄

金秋慰问
暖人心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记者 于振宇）9
月18日至20日，德国青年工作者代表团一
行7人来湖南访问。

此次来访的代表团是在中德两国家
庭、老人、妇女和青年事务部双边合作协
议框架下的专题交流团组， 旨在交流两
国在青少年社区工作领域的经验做法，
此次来湖南是为了交流青年参与环保工
作。在湘期间，代表团一行参观了长沙市
一中校史馆等地，听取了“走读湘江公益
社”成员所作的报告会，并举行了座谈。
座谈会上，走读社成员袁有晴、曾晨希、

郑展翅等介绍了走读湘江社的情况以及
湖南青少年保护湘江采取的一系列措
施。 双方围绕青少年环保教育工作进行
了深入的交流和沟通。

据了解，作为长沙“四大名校”之一，
长沙市一中的环保教育走在了全省的前
列，走读湘江环保公益社就是长沙市一中
的青少年学生环保队伍代表，也是湖南省
最优秀的青少年环保队伍之一，曾经获得
过第八届母亲河奖获，他们通过走读湘江
的方式保护母亲河，为湖南青少年树立了
榜样。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纪轩

9月17日， 郴州市纪委对6起处级领导干
部未如实填报参与涉矿等经营性活动信息典
型案例进行通报。6名处级领导干部均因不如
实填报其妻子等亲属参与经营性活动信息，
被问责处理。

记者了解到，从去年8月开始，郴州市就
开展了清理国家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涉矿等经
营性活动专项整治，今年又持续深入。

在整治中，清理对象不仅包括参与涉矿等
经营性活动的国家公职人员本人，还包括领导
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辞去公职未
满三年或退休未满三年的领导干部、辞去公职
未满两年或退休未满两年的一般公务员。

“通过工商信息比对，领导干部本人信息
大都能如实填报， 而其配偶等亲属就发现有
不少问题。” 郴州市纪委市监委一负责人表
示，此次将6起典型案例进行公开通报，就是
要发挥警示教育作用。

记者在通报中看到， 郴州市军供站站长詹
学球就是其中一例。 詹学球未如实填报女婿刘

某参与涉矿及水电开发情况、 未督促其女婿刘
某按规定时间办理股权转让。2017年9月， 詹学
球在填《报告表》时未如实填报女婿刘某入股临
武某矿业公司247万元、 某风电公司1500万元
的情况， 未督促其女婿刘某按规定时间办理股
权转让。2018年8月，詹学球受到诫勉问责处理。

通报中，有的问题是对专项整治填报个人
有关信息理解不到位而未填报。永兴县政府副
处级干部李必灿未如实填报配偶黄某参与小
水电经营情况、未督促其配偶黄某按规定时间
办理股权转让。2017年9月，李必灿以配偶已退
休为由，在填《报告表》时未如实填报配偶黄某
在永兴某电站入股5万元的情况， 未及时督促
其配偶黄某按规定时间办理股权转让。2018年
8月，李必灿受到书面检查问责处理。

还有的是股份转让了，但未及时办理工商
登记变更手续。桂东县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
席郭国军未如实填报女儿郭某参与小水电经
营情况、未督促其女儿郭某按规定时间办理股
权工商登记变更手续问题。2017年9月，郭国军
在填《报告表》时，未如实填报女儿郭某入股桂
东某电站8万元的情况， 未督促其女儿郭某转

让股份后按规定时间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2018年5月，郭国军受到批评教育问责处理。

此外，还有郴州市档案局党组书记、局长
肖峰未如实填报女儿肖某参与小水电经营情
况、未督促其女儿肖某按规定时间办理股权转
让问题；桂东县政府副处级干部郭远高未如实
填报女儿郭某参与小水电经营情况、未督促其
女儿郭某按规定时间办理股权工商登记变更
手续问题；临武县政协副主席袁章民未如实填
报配偶段某参与涉矿经营性活动情况问题。

“问题形式各不相同，但都是纪律意识淡
薄、应付专项整治的表现。”郴州市纪委监委
负责人表示， 要充分认识不如实填报个人有
关事项，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小问题，而是对党
忠不忠诚、老不老实的具体体现，切不可为一
己私利挑战党纪党规。

据了解，郴州市纪委监委将继续通过受理
群众举报、加大巡察抽查、开展清理对象工商注
册信息比对、强化立案人员专项审查等方式，深
挖问题线索，对国家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涉矿等
经营性活动案件特别是名转实不转、明退暗不
退的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不如实填报参与经营性活动信息———

郴州6名处级干部“挨板子”

德国青年工作者代表团来湘访问
与“走读湘江公益社”座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