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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勋惠 段石明 黄祥湖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时令虽已初冬，安仁县金紫仙镇仍秋色可
餐。山坡上，橙橘满枝；山寨里，暖意融融。该镇
“一队四会”活动如火如荼，1500名队（会）员活
跃在田间地头、村庄农舍，帮群众办实事、做好
事、解难事，为脱贫攻坚、创建文明村镇建功立
业。

有困难，我们来
金紫仙镇是一个拥有4万多人口的山区大

镇， 也是扶贫重镇， 仅建档立卡贫困户就达
2712户，涉及贫困人口10549人。

由党员干部、群众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雷
锋志愿队、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村民议事
会、红白理事会，即“一队四会”，遍及24个村
（居），实现了信息、人员、服务全覆盖。哪个村
民有残疾，哪家农户缺劳力，他们了如指掌，甚
至连服务对象的电话号码都记得烂熟。

立冬后的一天，作为渡河村“一队四会”成

员的镇党委书记戴玲俐，起了个大早，准备了
一笔钱和御寒衣物， 再次来到该村一户老人
家。

老人名叫谭正莲，早年丧夫。10年前，儿子
病故，媳妇离家出走，丢下年幼的孙子。正是祖
孙俩的遭遇，使戴玲俐萌发了建立一支“永久
牌”帮扶工作队的想法。

11月2日，又一个活动日，赤滩村队员曹玉
祥与服务对象何春桃始终联系不上，电话无人
接听，他觉得事出蹊跷，连走带跑赶过来。窗门
紧闭，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他一脚将门
踹开，满屋气味刺鼻，何大娘横倒在床下，一动
不动。“不好，煤气中毒”，曹玉祥一边拨打120，
一边通知其他队员。大家立即将何大娘送到医
院，由于抢救及时，何大娘转危为安。

有问题，我们上
过去，这个偏远的山区，红白喜事都要摆

宴席，讲排场、收彩礼等陈规陋习根深蒂固。为
根治这一顽疾，“一队四会” 加大宣传力度，主
动上门引导。他们利用标语、微信公众号、乡村

夜谈等平台倡导移风易俗，反对铺张浪费。
源田村段秀群的儿子被批准入伍，其亲属

劝其办场酒席，邀请亲戚朋友欢聚一下，她左右
为难。村里红白理事会得知后，找到她的亲属说：
青年当兵，理应庆贺，但采取办酒席的方式，就变
了味，军人家属带头树新风才是好样的。段秀群
及亲属采纳了理事会的意见。入伍这一天，村里
为其儿子佩戴红花，敲锣打鼓送行。

“一队四会”既是村民的“福星”，又是违纪
违法者的“克星”。扶贫资金、涉农项目的不透
明，备受群众质疑。村民议事会积极介入，会同
村监督委员会， 全面清理各自所在村的账目。
通过“一走（走访群众）二查（查相关当事人）三
取证（现场取证）”，获得了一些问题线索，并及
时向上级部门反映。在他们的全力协助和配合
下，纪检部门查实违纪资金近40万元，涉及村
干部10多名。 相关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有
的还被移交司法机关。

“今年来，我们村的面貌大变样，从党风到
社会风气，都有了明显好转。”里山村老村医侯
永安谈及“一队四会”时赞不绝口。

�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胡宇
芬 通讯员 彭敬东 张然林）昨天，记者
从湖南省科技厅获悉， 该厅日前正式发
布了湖南省重点实验室2017年度报告。
2017年， 湖南省科技厅批准组建化学电
源湖南省重点实验室等40家湖南省重点
实验室， 其中高校院所类的重点实验室
为35家， 企业类的重点实验室为5家。同
时，经过评估和评议，脓毒症转化医学湖
南省重点实验室等19家重点实验室已较
好地完成了各项组建任务， 全部通过验
收。

重点实验室是创新体系的组成部
分， 也是基础研究的重要阵地。 报告显
示，我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始于1993年，从
最初的9家发展到2017年的228家重点
实验室，其中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8家、省
级重点实验室204家、省级重点实验室培
育基地6家。实验室体系学科齐全，基本

涵盖了农业、能源、信息、资源与环境、健
康、材料、制造、工程、交叉学科与技术等
领域，体现了我省学科、技术优势和产业
发展的重大需求， 对我省的支柱产业和
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支撑
和带动作用。

该报告发布了204家省级重点实验
室在2017年的基本状况，涉及建设情况、
区域分布、人才队伍、承担科研任务、科
研产出、 科研条件和经济效益等方面内
容。报告显示，204家省级重点实验室中，
长株潭三市拥有173家；共承担课题4851
项，其中国家级课题占3成；获得地市级
以上成果奖励206项， 其中国家级奖4项
（主持）；申请专利2426项，授予专利1587
项，其中授予发明专利占近7成，转化科
技成果117项，发表科技论文9085篇；设
备总值45.53亿元，其中新增大型仪器设
备16306台（套）。

�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
讯员 黄平 王明义 )“是刻木山乡群玉社区王
飞家吗？ 我是县纪委监委驻县委政法委纪检监
察组的同志， 想前来调查核实一下王飞生活补
贴的事。”11月15日， 临澧县纪委监委驻县委政
法委纪检监察组的工作人员来到王飞家里，仔
细对照核实王飞今年所发补贴账单。

王飞属智力一级残疾， 既享受残疾人重度
护理补贴，又享受残疾人生活困难补贴，今年1
至10月，王飞应获“两项补贴”共计1100元，经
核查，“两项补贴”全部发放到位。

今年以来，临澧县认真坚持“三严三公开”，
县残联及各相关部门着力抓好各类涉残补贴核

发工作，严明纪律要求。为确保专户专款专用，
杜绝优亲厚友、弄虚作假等行为，实行纪检干部
跑腿、对象签字确认等监督执纪措施。县纪委监
委驻县委政法委纪检监察组牵头组织专项督
查，深入相关部门单位和基层村组农户家中，现
场开展明察暗访，对发假证以及虚报冒领、失职
渎职等违规违纪行为，一律严查到底，实施连带
追责。

从涉残补贴依规申报、依程审批到有序发放
全程监督，有效杜绝了管理漏洞，使该县各项涉
残补贴全额阳光发放， 赢得了群众广泛好评。目
前， 今年该县共对5.676万人次打卡发放补贴
468.511万元，无一违纪虚报现象。

滥发电商扶贫项目补贴资金
桂阳县商务局

原副局长受处分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通讯员 彭广业

王湘华 记者 颜石敦） 桂阳县商务局原副局
长欧阳某琪，违反工作程序，擅自放宽电商报
名条件、扩大资金补贴范围，致使50万元被违
规领取。目前，欧阳某琪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违规发放资金已全部追回。

2016年4月,欧阳某琪在电商扶贫工作申报
审核过程中，未按规定程序发布公告、公开报名
方式，而是通过电话、微信通知电商企业到其办
公室报名。对报名的电商企业，欧阳某琪没有进
行调查核实， 只是简单查看几家电商企业经营
场所后，就全部予以审核通过，并将50万元电商
扶贫项目补贴资金，分配给16家电商企业。

帮扶路上“永久牌”
———安仁县金紫仙镇“一队四会”活动纪实

湖南省重点实验室达到228家
其中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8家

县纪委监委监督把关

临澧县涉残补贴全额阳光发放
�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何金
燕 徐典波 通讯员 李艳 韩振远 ）今
天，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汪某平等14
人非法捕杀小天鹅案二审公开开庭审
理，并当庭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是迄
今为止全省最大数量捕杀贩卖小天鹅
案。

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12月至2017
年1月期间，被告人汪某平、胡某武、张某
风、张某兴、刘某兵、胡某书、刘某华、张
某及黄某(已死亡)等人明知小天鹅是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按照前期分工，先
后在湘阴县横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捕获
小天鹅52只， 并进行售卖牟取非法利
益；被告人李某平、肖某元、颜某宇、王某
华、张某辉、汪某松等人明知小天鹅是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仍非法收购或出
售。

今年9月18日， 岳阳市湘阴县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此案。汪某平等14人非法
捕杀52只野生小天鹅，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11年至1年不等，其中7名附带民事
诉讼被告人被责令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
源损失、 替代性方式修复生态环境费用
等合计16万余元。

一审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张某辉、汪
某平、刘某兵分别以定罪不当、量刑过重
为由向岳阳中院提出上诉； 刘某兵对民
事部分判决的责任承担方式不服提出上
诉。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后认
为，一审法院综合考量汪某平等14人的
犯罪性质、情节、犯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及社会危害程度等作出的判决， 事实清
楚、证据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程序
合法，故维持原判。

非法捕杀贩卖小天鹅案二审宣判
1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至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