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
员 刘彬 覃亚林） 今天望城区公安局对外发布
消息，经过4个多月的缜密侦查，望城警方打掉
一个以发“小卡片”招嫖的涉恶涉黄涉毒团伙，
抓获涉案嫌疑人38人。

今年6月28日，望城区公安局高塘岭派出所
接到群众举报称，某酒店经常有人发“小卡片”
实施卖淫嫖娼，当天晚上，又有几名浓妆艳抹的

女子在该酒店出入。 高塘岭派出所民警迅速赶
往现场，当场抓获张某等7名嫌疑人。经审查深
挖，民警发现该团伙分工明确，长期在望城区、
开福区等地宾馆发“小卡片”实施招嫖。

望城区公安局成立专案组。经侦查，绰号为“眼
镜”的谢某某（男，36岁，益阳赫山区人），网罗了一
大批前科人员，将望城、开福、芙蓉、岳麓等区域按
片区进行划分，组织人员上酒店发卡，然后再由专

人接听嫖客电话，安排司机送“小姐”上门，遇到抢
地盘的同行，再组织人员进行打击报复。

6月20日晚，该团伙成员在望城区某宾馆捡
到一张其他团伙发的“小卡片”，便冒充嫖客约
对方出来，将3名男子打伤后，实施敲诈勒索。

11月3日， 望城公安抽调警力分头实施抓
捕。截至目前，共抓获涉案嫌疑人38人，其中刑
事拘留22人、行政拘留16人；共查获招嫖卡片10
万余张、毒品麻古31粒、冰毒若干、管制刀具棍
棒一批及大量账本等涉案物品。 该案还在进一
步深挖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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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于振
宇 通讯员 刘彩霞）今天，湖南省2019
年“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
面”座谈会在长沙举行，团省委邀请部
分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以及省直相
关职能部门代表、专家学者代表、返乡
大学毕业生企业负责人代表，就“湖南
省返乡大学毕业生创业”这一主题进行
面对面的交流探讨。

座谈会上，省科技厅、省人社厅、

省农业农村厅的同志解读了相关政
策， 现场回应了青年代表的诉求。与
会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一致认为，返
乡大学毕业生创业调研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纷纷表示将把收集到的意
见建议进行认真整理，向相关部门提
出，在2019年省“两会”上集中呼吁，
进一步促进返乡大学毕业生企业健
康发展，为我省青年创业就业营造良
好氛围。

“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
活动举行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何淼
玲 通讯员 向曼琦）今天，省高级人民
法院对陈建湘故意杀人案二审宣判：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对陈建湘的死刑判
决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省高院审理查明，上诉人陈建湘对
工作和生活态度消极，对陈年琐事不能
释怀， 记恨于心， 逐渐产生报复心理。
2017年12月17日， 他列出拟谋杀的人
员名单。12月22日8时许， 他从同事曾
卫军（另案处理）处骗借77式手枪，开始
寻找谋杀对象。当天上午，他伺机将被
害人邹恒枪杀，下午又将被害人段新民
枪杀。

省高院认为，陈建湘预谋借枪杀害
多人，先后将被害人邹恒、段新民射杀
致死，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归案以后对
确定和寻找谋杀对象、杀人动机、谋杀
过程、逃离现场、开枪自杀及书写谋杀
名单和遗书、找同事借枪等事实，均能
作出完整供述，供述能与其他证据相印
证，足以表明他作案时具有完全辨认和
控制能力；对于陈建湘的刑事责任能力
及受审能力，公安机关已经依照法定程

序委托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作出了鉴
定，且鉴定人已应控辩双方申请在一审
庭审中到庭作证，陈建湘上诉及其辩护
人辩护提出要求重新鉴定的理由和意
见不予支持；对于辩护人申请通知其他
精神病专家出庭作证，法庭经对湘雅二
医院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审查，
认为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人员及鉴定机
构具有法定资质、 依据的鉴定检材详
实，对鉴定意见的论证严谨科学，不存
在疑问，以被申请其他出庭专家无到庭
作证必要为由驳回相关申请，符合法律
规定； 陈建湘因持枪自杀导致颅骨受
伤，司法机关将其抓捕归案以后，将其
送往多家医院进行了有效救治，现仍安
排医护人员对其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
监护，经过鉴定，陈建湘颅骨没得到修
复不影响其接受审判。陈建湘持枪杀害
两名无辜被害人， 依法应当适用死刑。
陈建湘到案后虽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
实，但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一审判决
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
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二审法
院遂依法作出上述裁定。

对陈年琐事记恨于心枪杀两人
陈建湘故意杀人案二审维持死刑判决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张
颐佳 ）近日，开福区财政局以“廉洁奉
公 心清行远” 为主题举行了一场主
题演讲比赛， 古往今来很多兢兢业
业、两袖清风的感人故事赢得了观众
阵阵掌声。

“双节 ”临近 ，开福区通过压实
“两个责任”、专项整治行动、加大廉

洁宣传教育释放了正风反腐的强烈
信号。特别是针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突出问题及“红包礼金”“一桌
餐”“提篮子”等问题，坚决防止各种
隐形变异“四风”反弹回潮。该区各级
领导干部带头签订拒收拒送红包礼
金、远离“一桌餐”、拒绝“提篮子”的
承诺书，营造专项整治的强大声势。

“双节”临近 强力反腐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通讯员 罗
徽 记者 颜石敦）“不动产中心推出‘互
联网+不动产登记’ 网上办理平台，平
台收费依据是什么？” 12月20日上午，
郴州市召开监督评议市直单位重要岗
位2018年度第二轮现场评议会暨四年
行动计划总结大会，党风政风（作风）监
督员李炳清看完暗访短片后直言不讳
发出提问。

“针对平台收费标准偏高、不透明
的问题，我们已停止收费并清退已收费
用，下一步将拿出更合理的实施方案。”
郴州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负
责人朱建全紧张地答道。

为了解决“牛科长”“中梗阻”问题，
切实优化发展环境，2015年7月， 郴州
市委、市政府出台《监督评议市直单位
重要岗位四年行动计划》。 今年是计划
实施的第四年，该市围绕“依法行政、便
民利民”监督检查重点，对评议单位的
执行能力、服务质量、依法办事、廉洁自
律等进行测评。 在这次监督评议中，该
市纪委委员、党风政风（作风）监督员对
2018年第一轮的7个不满意、基本满意

岗位整改情况进行测评， 对新增4个重
要岗位进行现场评议。

评议现场一个个尖锐的问题被抛
出。党风政风（作风）监督员欧江霞对市
商务局市场运行调节科科长欧阳育军
发问：“你们打算采取哪些有效措施去
监管好成品油市场？”党风政风（作风）
监督员曾令令向市民政局社会福利有
奖募捐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朱焰烽发
问：“柏树路非法彩票站点长期从事非
法彩票活动， 你认为你们是否履职到
位？”

接受评议的岗位负责人如坐针毡，
因为一旦被评为不满意岗位，将予以通
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按照干部管
理权限，该市将对岗位主要责任人予以
免职， 岗位所属人员当年不得评优，一
年内不得提拔；对岗位所在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和分管领导，按照责任制规定进
行问责。

据介绍，该市4年来共有31个单位
的67个重要岗位接受监督评议，发现整
改135个问题， 对3个不称职的岗位负
责人予以免职处理。

解决“中梗阻” 处理“牛科长”
郴州4年监督评议67个岗位，发现整改问题135个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严洁 唐鸿岸

时值严冬,东安县端桥铺镇月潭村枫木山
上的油茶林，却绿意满山间。

今年山上1300亩油茶全部挂果， 油茶籽
将销往金浩、湘峰山等茶油企业，预计收益200
多万元。过去的荒山坡，满山都是贫困农民的
“致富林”。

变化来自被村民称为“茶花支书”的肖红。
肖红是端桥铺镇人， 与丈夫张云飞开过砖厂、
采石场，是当地有名的创业能手。2010年，东安
开展环境治理霹雳行动，肖红夫妇响应政府号
召，关掉了砖厂和采石场。谋划着二次创业的
肖红，见家乡荒山连片，村民脱贫致富无路，决

定上山开荒种油茶。
尽管油茶种植周期长、收益慢，但张云飞

毫不犹豫支持肖红。在镇村干部和村民积极配
合下，1300亩山地租赁合同很快签好了。 经5
年埋头苦干，肖红种下13万株油茶，让荒山披
上了绿装。

月潭村和周边村的贫困村民，成了油茶种
植主要劳力。农忙时节，在油茶林务工的贫困
村民超过100名。 村民欧三秀为照看有残疾的
丈夫， 只能在家门口找点事做。“土地租金，加
上在油茶林务工，每年有2万多元收入。”谈起
肖红，欧三秀满脸感激。

开荒种油茶这几年，肖红还经常捐助当地
低保户和贫困家庭学生。 因为人和善公道，

2011年，她被选为月潭村党支部书记，从此肩
挑重担， 不遗余力为村子争取项目和资金，修
路架桥，改善村里面貌。

这两年里，肖红扩建油茶林300余亩，并在
油茶林下套种玉竹、 白芍等中药材和西瓜，实
现“一地多种”。她还采取统一供苗、统一技术
指导、统一收购销售的方式，带动月潭村及周
边村近40户村民种油茶。

每年秋冬时节，肖红带领村民们忙碌在洁
白的油茶花间，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茶花支
书”。

连绵起伏的油茶林， 成为富民生态产业。
肖红说，明年预计可产油茶籽90吨，收入500
余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汽车行驶在桃源县沙坪镇兰坪村4.5米宽
的水泥村道上，一边是陡峭的山体，一边则是
数十米深的峡谷。崇山峻岭间，鸟语声声，溪水
潺潺，翠竹绵延，云雾缭绕，如同画境一般。

12月16日上午9时许， 记者到达兰坪村为
民服务中心时，47岁的刘力刚刚联系办理村民
500多公斤生姜外销的事回来。山里气温低，他
不停地搓着双手，放到嘴边哈气取暖。接着，他
打开电脑，开始整理该村退出贫困村的材料。

去年2月， 刘力作为常德市国土资源局干
部，被选派为驻兰坪村扶贫工作队队长，从此，
他把村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他奔忙在山间的
身影成了村里一道风景。

兰坪村位于乌云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
心圈内，宁静秀美却偏僻穷困。全村面积近5万
亩，可耕地面积不足1500亩，村里379户1196
人，在家的不到300人。3年前，这个村连一条水
泥路都没有，村民主要靠外出务工、砍伐竹木
及销售野茶为生。

没有支柱产业、没有集体经济收入，脱贫
攻坚困难重重。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刘力带

着队员起早贪黑，与村支两委干部和村民们谈
心交心。一个多月，他天天“泡”在村民家中，了
解到村里有很多并不符合条件的人，却想方设
法戴上了“贫困帽”。

“扶贫要扶对人，这就好比是一场长跑，那
些无力起跑或中途跌倒的，我们就应该去帮一
把。”刘力坚持一把尺子量长短，组织召开村民
代表会议， 对原有的13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进
行民主评议，严格按程序清退了56户，同时将8
户家庭困难的非贫困户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精准识贫83户262人。此举让群众对这位“不怕
得罪人”的扶贫队长刮目相看。

当然，铁面包公有着温情的一面。住在村
口的75岁村民万金仙， 两个儿子因患肝癌相继
去世，她和老伴相依为命。刘力刚来时，听老人
说“很久没吃到肉了”，于是自费为老人买来猪
崽，还顺便带来了饲料和油糠。到了年底，看着
腊肉挂满房梁，万金仙格外开心，取下最好的3
块肉，拦住刘力的车非得塞给他，却被婉拒。为
此，万金仙特意写了一封感谢信，她说：“刘队长
只晓得为大家付出，不求任何回报！”

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刘力和村支两委重新修
订、完善兰坪村3年脱贫攻坚规划，详细绘制脱贫攻

坚路线图，实施项目具体细化到每户、每座桥、每条
路，工作任务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责任人。

8公里通村主干道加宽硬化，27公里通组
道路改造提质，32座桥梁横跨峡谷， 村里还有
了80千瓦光伏发电站，光纤网络牵进了古老的
木房……山乡巨变，村民们看在眼里，喜在眉
梢。这背后，有着刘力一年近3万公里的奔忙，
更有他对儿子高考时无暇关爱、双亲抱恙时无
法尽孝的愧疚。

扶贫战线上，刘力不遗余力，用真情实意
回报村民对他的信任。基础设施完善后，刘力
又积极谋划村里的产业发展，先后帮助村里成
立了茶叶加工、竹笋加工、药材种植、石蛙养殖
等专业合作社， 将兰坪村从一个闭塞的贫困
村，变为多产业并举的兴旺村。村里还投入50
多万元奖励资金，鼓励村民发展产业，并把贫
困户纳入到合作社中，成为股东，每年分红。

“村里的路好了，网通了，旅游车可以开到
乌云界顶峰，群众致富的门路更多了，大山里
的茶叶、土鸡、水果、蔬菜都值钱了。”村支书王
移兴告诉记者，兰坪村83户贫困户中，目前已
脱贫59户， 剩下24户有23户已达到脱贫条件，
今年有望脱贫。

精准扶贫在三湘

望城警方打掉一涉恶涉黄涉毒犯罪团伙

护航保畅通
12月25日，湘江航道

湘阴县文泾滩段， 海事部
门在指挥来往船只安全有
序通行。当天，该航段水位
22.8米， 无法满足2000吨
级船舶通航需求。 该段几
乎每年11月至次年2月都
会出现较长时间的枯水
期，是我省“战枯保通”的
重点。今年，省水运管理局
实施公益助航， 避免文泾
滩航道水域船舶无序通
行、引发水运安全事故。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邓晶

摄影报道
进

敢让荒山披绿装“茶花支书”：

扶贫路上不遗余力刘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