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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刘从武

12月27日， 宜章县好人协会的志愿者
来到宜章县笆篱镇腊元古村贫困户陈品清
家，给他家送去了桌椅、沙发和烤火炉。年
逾八旬的陈品清，看到志愿者送来家具，激
动地连声说“谢谢”。

“近一个多月来，协会为全县800多户
贫困户送去了家具。”宜章县好人协会会长
谢运良告诉记者。

帮扶困难群体，引领向善风气。宜章县
好人协会成立两年来， 吸引了1.5万余人加
入。 有困难找好人协会， 有矛盾找好人协
会，“我要加入好人协会”，已经成为宜章的
普遍现象，形成了以当好人为荣、以做善事
为美的潮流。

帮扶困难群体，贫残群众“天亮了”
12月26日， 宜章县的百捷利包装印刷

有限公司厂房里，机器隆隆作响。生产瓦楞
纸板的资产收益扶贫生产线前，10多位工
人正在紧张忙碌。

百捷利公司创办人谢运良介绍，2016年
公司设立资产收益扶贫生产线，采取保底收
益加按股分红的形式帮扶贫困户。扶贫生产
线共投入1206万元，其中贫困户利用小额信
贷等方式入股1096.75万元。今年第三季度，
入股的2876人，人均分红1767元。

55岁的谢运良是宜章县笆篱镇人，自
幼父母双亡，靠姐姐拉扯成人，在亲戚邻居
帮助下读完高中， 然后外出闯荡。2001年，
凭着从沿海学到的经验， 谢运良回到家乡
创办了宜章吉兴纸业有限公司， 后来又创
办了百捷利公司。

近20年来，他一直以爱和德成就事业，
回报社会。 他先后安排540余名残疾人就
业，捐资800多万元助残助学、修路建校，还
长期跟踪帮扶困难学生20多名。

许多公司往往将求职的残疾人拒之门
外，谢运良却不同，他常对员工说，也许残
疾人很需要这份工作，只要他们能胜任，就
尽量安排他们就业。

“董事长谢运良是我的恩人，因为他把

贫困残疾人当亲人，我才有这份工作，我的
天才开始亮起来。”百捷利公司的工人欧美
丽动情地说。

欧美丽家住宜章县浆水乡新华村，是
一名从小失去双手的残疾人， 也是两个孩
子的母亲。家里7口人，公公、婆婆和小叔子
均患有重疾， 以前全家人就依靠低保和她
老公打零工维持生计。

去年10月，孩子上幼儿园交不起学费，村干
部得知后，告诉欧美丽百捷利公司招收残疾人。
她鼓起勇气来面试，没想到真的被录用了。

百捷利公司管理部经理曾柳萍还记得
欧美丽来面试的那天， 她带欧美丽到厂房
里转了一圈，然后要她填一张表。欧美丽用
两只手臂夹起笔填好了表。“虽然是用手
臂，但她的字写得很好，我觉得她是一个有
毅力的人，可以做打包、贴标签的工作。”曾
柳萍说。

自此， 身残志坚的欧美丽有了一份稳
定的工作，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工资收入。

带动一群好人，众人拾柴火焰高
随着好事越做越多，谢运良发现需要帮

助的人也越来越多，而向他表示希望参与的
爱心人士也越来越多。在宜章县委、县政府
的支持下，2016年12月28日，“宜章县好人协
会”应运而生，谢运良被推选为会长。

众人拾柴火焰高。两年来，在谢运良、
刘真茂、 李俊生等一批典型和好人的带动
下，公安干警、公务员、教师、企业家、养殖
户等各行各业的人踊跃加入好人协会，目
前会员达1.5万多人。

黎逢奇是一名老党员，来自湖北，2016年
来到宜章，任吉兴纸业的总工程师。尽管身处
异乡，但农村出身的他对贫困感同身受，当他
了解到宜章好人协会做的事情之后， 主动加
入好人协会，并参与到精准扶贫中来。

起初， 协会安排了两户贫困残疾人给
黎逢奇，一户是14岁的学龄孤儿，一户是69
岁体弱多病的孤寡老人。两户都是特困户，
黎逢奇在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之后， 又主动
申请对接第三户贫困户。

好人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李俊生， 得知贫

困户欧香中住在高山茂林中， 于是带专家去
实地考察，认为适宜养羊，之后又多方筹措资
金支持欧香中办起了黑山羊养殖场。 好人协
会副会长王水生是远近闻名的养鸡养猪大
户， 他把几十年积累的养殖经验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贫困户，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2018年， 是宜章县脱贫摘帽的关键之
年。谢运良说，今年，全县有749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在好人协会帮扶下走出困境， 有望
实现脱贫摘帽。

引领道德风尚，好人力量在延伸
10月12日， 是宜章县一六镇宝塘村谭高

一家乔迁新居的大喜日子， 一家五口从四面
漏风的简陋瓦房，搬到了新建的砖房里。

谭高夫妻生有3个孩子，一家五口多年
挤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简陋房子，谭
高的父母则借住在邻居家。2015年，谭高和
妻子遭遇车祸， 两人均致残， 失去劳动能
力。今年，孩子们实在凑不起学费，于是在
中国社会扶贫网发了一条求助信息。

宜章县好人协会梳理信息后， 谢运良
立即带着志愿者上门核实情况， 当场承诺
资助三姐弟读书，直到他们参加工作。仅过
两天， 谢运良就送了5000元助学金到三姐
弟手中， 并指导他们去相关部门申请低保
和住房改造资金。7月份，新房开工建设。

宜章县好人协会成立两年来， 共筹集
到善款500多万元， 组织了针对3000多名
贫困老人的义诊，对363名残疾人和残疾学
生进行帮扶，并在种养帮扶、法律援助、文
明乡风等方面组建了专门队伍。2018年，好
人协会专门组织了30多人的“好人宣讲
队”，深入到村组社区，宣讲精神文明建设，
促进乡风文明。

帮扶困难群体， 营造崇德向善的社会
风尚， 宜章县好人协会成为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活的教科书”，获评“2017年度
感动湖南人物”。

至今年10月， 宜章县好人协会在该县
19个乡镇和246个村实现全覆盖，好人的数
量在不断增加，好人的力量在不断成长，崇
德向善蔚然成风。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
员 颜英华 王驾龙） 从2018年9月15日至2019
年元旦， 全省公安机关开展安保维稳“百日会
战”。今天下午，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晒出
“百日会战”成绩单，全省实现了刑
事案件、命案、治安案件、交通事故
“四下降”，公众安全感、公众满意度
和破案率“三上升”。

“百日会战”以来，全省14个市
州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先后带队开
展巡逻或一线督导， 日均投入巡逻
民警1.27万人、辅警1.31万人、联勤
武警554人，整合治安巡防员、志愿
者、 义警等群防群治力量31.2万人；
收缴非法枪支3483支、 子弹2.19万
发、管制刀具2682把，检查民爆物品
单位1101家；共排查管控广场、车站
码头、大型城市综合体等8类重点部
位10.2万个，确保了78场重大活动安
保任务绝对安全；共落实水泥墩、隔
离栏等硬质隔离措施6712处， 实行

人车分流3435处，设置减速带4078处，填补视频
盲区5994处； 累计整治交通安全隐患3.57万处，
全省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30.51%、39.35%。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
讯员 欧嘉剑）今天，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通报我省法院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提供司
法服务和保障的工作情况。

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
社会大局稳定

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全省法院始终
捍卫以政权安全、 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
治安全， 依法审判了谢阳、 江天勇以及彭宇
华、李明哲危害国家安全案。彭宇华、李明哲
案入选“2017年度全国法院十大刑事案件”。

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深入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今年以来，截至12月份，全省
法院一审受理纳入专项斗争台账管理的案件
873件3617人， 审结718件3234人； 二审受理
224件1097人，审结156件776人。一审判处5年
有期徒刑以上刑罚330人。全国扫黑办推介了
我省法院的经验做法。

积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全省法院依法
妥善审理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电信
网络诈骗、 组织领导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
2079件。 妥善审理曾雯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案、“善心汇”特大网络传销案等重大案件，依
法审理涉企业金融借款、融资担保、民间借贷
等各类案件9.5万件， 有效防范了地区性和系
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营造精准脱贫法治环境

开展专项审判执行活动。2018年春节前
后， 全省法院开展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
中审判执行专项活动， 兑付4202名农民工工
资及工程款2.25亿元， 为执行不能案件中的
194名特困农民工发放司法救助款197.8万元，
依法及时维护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妥善审理扶贫领域各类案件。 全省法院

积极保障精准脱贫攻坚战， 重点惩治挤占挪
用、截留私分、虚报冒领扶贫资金和物资等犯
罪101件158人， 对诈骗国家扶贫资金的村干
部杨有顺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年。

尽心尽力做好扶贫工作。 省高院扶贫
点是汝城县长洞村。省高院成立了以党组
书记、院长田立文为组长的扶贫工作领导
小组，田立文多次深入扶贫村督导扶贫工
作。同时 ，省高院组织全院处级领导干部
结对帮扶111户贫困户， 帮助贫困户解决
脱贫实际问题。

加强环境资源司法保护

全面构建环境司法保护机制。省高院制定
出台了《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牢固树立绿
色发展理念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意见》等
规范性文件，指导全省法院为环境资源、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探索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建设。目
前，已经建立了长沙、岳阳、郴州等中院环境资
源庭及湘江、洞庭湖、东江湖3个环境资源专门
法庭，其他地区法院在有关业务审判庭设立了
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合议庭，初步形成了全省
法院环境资源专门化审判体系新格局。 同时，
积极探索推进案件“三合一”归口审理模式，
将涉及环境资源的民事、行政、刑事案件逐步
归口环境资源庭办理。

强化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力度。2018年以
来， 全省法院开展了为期8个月的保护“母亲
河”“母亲湖”专项集中审判执行“春雷行动”，
重点打击包括在湘江流域、洞庭湖流域饮用水
水源一级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
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
废物、 有毒物质在内的10类破坏环境资源的
行为， 受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507件， 结案
2389件， 为推进湖南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
力的司法保障。2018年10月，省高院在全国环
境资源审判大会上作了典型经验发言。

司法利剑护航“三大攻坚战”
省高院通报战果

收缴非法枪支3483支 整治交通安全隐患3.57万处

全省公安机关晒出“百日会战”成绩单

扶贫济困爱无疆
———宜章县好人协会的故事

现代京剧
精彩上演

12月28日，长沙湘江剧院，演员
为观众表演现代京剧《红灯记》。当
天，长沙国韵京剧社举行迎元旦公益
演出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