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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通讯员 柳进

2018年底， 在《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
2018》36个评价城市中，长沙法制环境全国第一！

经过多年的努力， 法治已成为长沙显著
的城市特质，规范执法更成为优化营商环境、
护航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

去年以来， 长沙公安进一步深化执法规
范化建设，积极探索“监督、执行和决策”分
离，法治公安不断向纵深推进。

大监管———执法权力再约束

“之前派出所不受理的案子，市局调查后
责令分局立案侦查。”2018年7月31日，长沙市
公安局执法监管中心揭牌运行，76岁的市民
彭爹特意赶到现场， 见证这个公安与老百姓
关系更趋紧密的日子。

原来，2012年4月至2014年4月期间，彭
爹好友的女儿小唐以开宾馆的名义先后向他
借款210万元，双方约定年利率12%。

去年6月，过了还款期限，小唐却并未如
约归还本金也没有还款意愿。意识到被骗，彭
爹立即到某派出所报案未果。7月17日， 他直
接到长沙市公安局受立案室进行报案。 经核
查，彭爹的案子被依法受理。7月18日，市局执
法监管中心责令办案单位依法受理此案并立
案侦查。8月31日， 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唐
某被抓获归案，目前该案已移送起诉。

为切实解决有案不受、受案不立、违法受
立案等突出情况， 长沙市公安局以问题为导
向，强力推进案件办理“统一入口、统一审核、
统一出口”工作机制。

市局、区县（市）分局、派出所三级设立案
管理室（窗口），统一归口管理受立案工作，所
有接报警、 接报案和行政机关移送案件全面
网上记载，一律录入执法办案系统流转，最大
限度拓宽监管渠道、 发现执法问题。 与此同
时，案件报捕、起诉等工作由法制部门统一对
口检察院案管中心，实现公检两家规范对接。

2018年，长沙市公安法制部门共审核刑事
强制措施约2.9万人次、 行政处罚约2.4万人次，

在全省公安机关执法状况考评中名列前茅。

大数据———执法管理再精准

慢了一拍， 基层派出所就收到“提示预
警”。

去年5月，市民彭先生报警，称遭到钟某
殴打致轻伤。 接到报警， 派出所依法予以立
案。

这年7月，长沙市公安局执法监管平台预
警发现，钟某故意伤害案存在立案不查问题。
经执法监管中心核查发现，该案事实清楚、证
据充分，且犯罪嫌疑人身份明确，但直至平台
预警， 办案单位未对犯罪嫌疑人钟某采取任
何措施。 中心立即通过平台对办案单位下发
整改指令。接到指令后，办案单位迅速对钟某
采取网上追逃措施。当年9月28日，钟某被抓
获归案。

对长时间案件立而不查问题进行预警，
只是执法监管平台70余个预警点之一。

“这个平台既管得宽，又管得精。”长沙市
公安局执法监管中心负责人李行斌介绍，中
心集成110接报警、执法办案、涉案财物等关
键执法要素，打造“人、案、物、场所”四位一体
的执法监管平台，下设保障、管理等5个功能
区，对公安执法进行全领域、全要素、全过程
监管。同时，通过系统智能分析研判，对海量
案件有针对性筛选核查， 极大提高了执法监
管效能。 运行以来， 该平台已推送预警信息
6000余条。

“监督不是目的，服务才是根本。”长沙市
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车丽华表示， 将以执法监
管平台为支撑，进一步促进执法规范化，从源
头上预防执法问题或瑕疵的产生。

去年， 长沙公安执法领域重大负面舆情
事件“零发生”，《纠正违法通知书》数量同比
下降50.79%， 阳光警务不满意投诉案件同比
下降32.8%。

大保障———执法流程再优化

去年11月13日下午， 芙蓉公安分局某大

队抓获贩毒嫌疑人张某。
当晚9时，办案民警陈飞（化名）将张某带

入分局全面提质改造的执法办案中心， 移交
给工作人员进行人身安全检查、信息采集、涉
案物品登记、安全看守等工作。中心“专业化”
“保姆式”的服务，让陈飞有更多的精力投入
到侦查取证工作中。

经过对张某手机信息、犯罪前科、犯罪事
实等分析，陈飞结合相关证据，与常驻中心的
分局法制部门案件审核人员一道， 制定了详
细的讯问策略和提纲。

晚11时许，讯问正式开始。在强大的证据
面前，张某对其贩毒事实供认不讳，分局法制
部门依法对其批准予以刑事拘留。按照“集中
办案、集中送押、集中收治”的工作模式，后续
的看守、 送押工作也都将由执法办案中心负
责。

“以前这些都要由办案民警承担，不仅连
续作战，还要担心能否顺利羁押。”陈飞告诉
记者。

针对老百姓关心的公安“刑讯逼供”“非
正常死亡”等执法突出问题，车丽华提供了一
个数据：2018年，长沙公安执法办案场所有过
错安全事件、非正常死亡事件数为“零”。

通过规范的流程管理、智能的监督管控，
“三集中”工作模式成为长沙市公安局执法规
范化建设的又一升级版。

目前， 长沙公安共建设高标准执法办案
场所30余个， 全市公安执法办案场所正在按
照“中心化、智能化、专业化、保姆化”要求进
行提质改造。

“执法规范建设永远在路上。”
长沙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唐向阳表

示， 下阶段将不断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
理念，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公安机关每一个案
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
员 贺凌云)“感谢你们为游客排忧解难，帮
我追回了损失，你们不愧是主席家乡‘子弟
兵’!”1月22日， 来自杭州的葛女士特意寄
来感谢信，点赞韶山先行赔付制度。

近年来，韶山市出台《七日无理由退货
和先行赔付制度》，设立赔付基金，对来韶
游客实施“七日无理由退货和先行赔付”。
旅游消费者在韶山核心景区购买商品，若
对价格、质量等方面不满意，可在7日内向
食药工商质监部门或经营者申请无理由退
货； 商品存在瑕疵， 商家不退货或不赔付

的，或旅游消费者不便于出面的，以及食药
工商质监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 在食药工
商质监部门调查处理后按规定先行赔付。
据悉，自2017年5月该制度实施以来，韶山
共受理“七日无理由退货”82起，涉及金额
2.4万余元；先行赔付80起，涉及金额1.7万
余元。

同时， 韶山市还设立了旅游行业诚信
“红黑榜”制度，并对游客投诉较多的经营
单位采取媒体曝光、挂牌警示等措施，对屡
教不改、情节严重的经营单位，依法启动退
出机制。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朱岩亭）近日，第25届全国企业管
理现代化创新成果终审结果发布， 株洲千
金药业提交的《国企激发活力的内部市场
化管理》（也称“千金经营法式”）获得全国
企业管理创新奖， 成为这次全国医药行业
唯一获奖企业。

如何激发国有企业的动力、活力，如何
避免规模导向、速度崇拜、多元冲动，如何
实现持续高质量增长？ 自2015年开始，千
金药业经营管理团队在公司董事长江端预

带领下，经过不断思考和探索，创立了“千
金经营法式”。

“千金经营法式”的核心内容包括创立
经营形制、坚持利润导向、运用市场方式、
实行利益共享。 实践证明， 其应用效果明
显。千金药业母公司2017年销售收入比上
年增长6.26%，而净利润增长48.62%；2018
年，公司净利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千金经营法式”推行以来，得到学术
界、企业界关注，先后有长沙、株洲等地近
100家企业派人前来参观学习。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吴林 贾友禄）今天，记者从永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获悉，该市申请的“国家焊剂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湖南）”日前获批成
立，这是全国第二家国家级焊剂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此前，国内只有哈尔滨焊研所
一家国家焊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据了解， 永州市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
焊剂产品生产基地之一（生产企业约30家），
年产销量约10万吨以上，占全国焊剂产品市
场份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时，永州市生产

焊剂产品的原材料资源丰富，锰矿储藏量达
2.73亿吨，年开采量在50万吨以上，小水电
资源丰富，焊剂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国家焊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湖
南） 通过了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组织的CNAS实验室认可和资质认定，能
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科研和检测工作，将
开展焊剂产品质量的监督检验、质量仲裁、
委托检测、产品认证检验、验质检验、消费
者委托检验等服务工作， 以及开展技术服
务和人员培训等。

古城零陵“廉”味浓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万里 蒋素

琴）40位乡镇(街道)纪委书记和派驻纪检监察组长公开述廉述
职述德，4500名教师签下《廉洁承诺书》，86名学校纪检监察员
宣誓就职，区干部廉政细则出台……时近年关，永州古城零陵，
一场场廉洁大戏相继上演。

有着2000多年历史文化的永州市零陵区，为树起“廉”字
大旗，围绕政治上做“明白人”，经济上做“清白人”，作风上做

“带头人”，采取“派出去”“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对全区各
乡镇、单位派出纪检人员130余人，334个村社区成立监“廉”委
员会，配备监“廉”干部1200人。该区以桴江村为示范点，全面推
行全区村务廉政监督月例会的创新廉政之举， 全国得到推广，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权威媒体进行宣传推介，其做法入编了中
国社科院2018年度《反腐倡廉蓝皮书》。去年，该区开展例行廉
政谈话2632人次，收获问题线索1100余件，处分处理587人。全
区涉纪信访同比下降53.9%，群众满意率提升到98%。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杰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钟毅刚 何静

“过去，屋墙上要么乱涂乱画，要么张贴
着各种广告。现在有了文化墙，不仅社区变美
了，风气也变得更好了。”1月22日，汉寿县洋
淘湖镇游巡塘社区水产队居民杨胜友说。记
者在该社区采访时看到，社区道路干净整洁，
“倡新风家和睦”“勤俭持家光荣”“家庭美德
夫妻歌”等墙绘随处可见。

游巡塘社区水产队位于沅水河畔， 背靠沅

水大堤和西洞庭湖湿地保护区，自然风光优美，
渔民上岸集中安置。 杨胜友在这里生活了20多
年， 以前大操大办酒宴、 邻里吵架等现象很常
见。“2018年初， 家家户户房屋外墙上画上了宣
传画，让大家受到了教育。”杨胜友说。

沐浴着阳光， 记者在洋淘湖镇一路走村
串户，见许多村民在打扫庭院、张贴春联、悬
挂红灯笼。每家每户房屋靠路边的外墙、围墙
上， 画上了一幅幅宣传新理念、 新风尚的图
画。其中很多图画以倡导“丧事简办”“婚事新
办”“尊老爱幼”等为主题。白墙红瓦与美丽墙

绘相映成趣，受到当地群众喜爱，吸引很多游
客驻足观看。

“墙绘既起到了宣传作用，也成了一道靓
丽风景。” 洋淘湖镇党委副书记夏新波介绍，
为助推美丽乡村建设， 该镇利用民居沿路墙
体， 以宣传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倡导社会新
风为主要内容， 喷绘一
幅幅色彩斑斓的图画，
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
推动了移风易俗。

通讯员 张正吾 王宏群

1月17日一大早， 桃江县灰山港镇周
家潭村87岁的老党员邓竹村就起了床，穿
上工作服，拿起扫帚等工具，出门打扫乡村
公路。他已坚持修路、扫路38年，被当地村
民称为“新愚公”“活雷锋”。

邓竹村老人除耳朵有点背， 身板还硬
朗。他原是一家国营煤矿的工人，患严重矽
肺病，49岁提前退休回到家乡周家潭村。
当时医生说他最多可活两年， 可如今活到
87岁，他还在乡村公路上忙碌着。

患病回村后，邓竹村不止一次问自己，
难道这辈子就这样完了吗？最终，他选择做
生活的强者，不但要顽强活下去，活一天还
要为乡亲们做一天好事。

周家潭村以前有条8公里长的毛公路，
是移河改道修建的，路上长满杂草，坑坑洼
洼，通行困难。邓竹村决心以自己的微薄之
力改善路况。1981年，他不顾家人劝阻，开
始推着板车义务修路。雨天，他疏通水沟排
渍，晴天拖砂铺路，几乎每天都“猫”在公路
上。 经过不懈努力， 这条公路变得通畅多
了。

1983年，邓竹村维护的那条路被划为
区乡公路，经村里推荐，当时的灰山港区聘
请邓竹村养护其中6公里路，由区交管站每
月发给他30元补贴， 但邓竹村不要报酬，

坚持义务护路。从那时起至2003年，邓竹
村的养护工作年年被评为区（后改为镇）里
第一名， 他还被评为县交通公路养护系统
先进工作者。2003年公路硬化后， 他不再
负责公路养护，但他仍进行路肩培护、路旁
造林、路面清扫等工作。如今，这段公路绿
树成荫，成了当地一景。

周家潭村干部邓炯说， 邓竹村还帮
村里修了一座能通农用车的水泥桥。志
溪河流经周家潭村王家坪组段， 以前没
桥，村民夏天打赤脚过河，冬天绕道走远
路。2000年10月，邓竹村把2万元积蓄拿
出来用于修桥， 请技术人员进行勘测设
计。村民们也纷纷出资出力，经过一个冬
天的努力，建成了一座长22米、宽2米多
的水泥桥。

2018年7月，周家潭村遭受洪水袭击，
村里多条道路受损。洪水退后，邓竹村不顾
天气炎热，每天带着锄头、铁锹等工具，干
了20多天，修复受损路段，疏通水沟、渠道
等。这些年来，邓竹村义务修路扫路用过的
锄头、 铁锹、 板车、 扫帚等工具， 共计达
1000多件。

桃江县委曾授予邓竹村“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灰山港镇党委书记唐胜说，邓竹
村虽然是个普通党员，但他战胜疾病、多年
如一日义务修路扫路的精神， 值得全镇广
大党员学习。

向规范执法要公信力
———从“大监管、大数据、大保障”看长沙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

赔付基金让游客放心
韶山受理“七日无理由退货”82起，先行赔付80起

“千金经营法式”
获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奖

北有哈尔滨 南有永州
国家焊剂产品质检中心落户永州

邓竹村：义务修路扫路38年
老百姓的故事

墙绘“绘”出新风尚

慰问老干部
1月23日，湖南省美术

家协会组织书画家们来到
省军区长沙第四离职干部
休养所东湖服务站， 为老
干部们送上春节慰问品，
并书写“福”字春联，送去
新年的祝福。

湖南日报记者 刘谦
通讯员 马志军 摄影报道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1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604075
0 2331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97
843

10028

1
20
260

2355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3920
114353

264
2911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1月23日 第2019010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3 2207 18 19 25 26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月 23日

第 2019023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55 1040 369200

组选三 459 346 158814
组选六 0 173 0

7 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