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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雷文明） 1月29日至30日， 由多
部门组成的联合督导组赴长沙、 株洲、
郴州督导检查春运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通报前段暗访情况， 要求部门联动， 协
同共治， 从严从细抓好春运安保各项举
措， 确保春运期间人民群众平安、 快捷
出行。

联合督导组查看了长株高速、 沪昆
高速、 株洲市区、 许广高速、 长张高速
的相关情况。 在长沙西收费站， 督导组
召开了长益高速春运安保工作联席调度
会。 会议指出， 春运交通安全事关广大
人民群众平安出行， 是最大的民生工
程， 各级春运办要牵好头、 统筹好， 公
安交警、 交通、 运管、 水运、 高速公路

经营管理相关职能部门要整体联动， 完
善“一路多方” 联动和责任机制， 最大
限度地保障道路的安全、 畅通。

据悉， 春运期间， 公安交警等有关
部门将严管严控重点车辆， 对营运客
车、 旅游包车、 危险品运输车、 微型面
包车、 大货车等重点车辆强化管控措
施。 严守重点路段， 严把“出站、 出

城、 上高速、 过境” 四关。 针对容易发
生拥堵的点段， 提前制定完善应急预案
和疏导分流方案； 加强乡镇集市、 易拥
堵、 易起雾和桥梁、 临崖临水、 急弯陡
坡等易发事故路段管控。 对在高速公路
上发生仅有财产损失、 车辆能够移动的
交通事故， 如不及时撤离影响通行造成
拥堵， 一律严管重罚。

候检不超过30分钟
湖南边检总站一个月检查出入境

人员20余万人次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余洋）记
者今天从湖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该总站自今年1月
1日挂牌成立起来，截至1月29日，共检查出入境人员20余
万人次，航班1400余架次，同比分别增长20.8%、11.3%。

湖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主要承担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张家界荷花机场、岳阳城陵矶港等对外开放口岸出入境
人员和交通运输工具出入境边防检查、口岸限定区域管理、
审核签发外国人临时入境许可、 防范查处非法出入境活动
等职能任务。

为主动服务湖南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适应我省口
岸大通关的发展形势， 今年， 该总站管理服务将更加精细
化，持续推进“节假日客流高峰‘两公布一提示’制度”（及时
公布预测节假日期间口岸出入境客流高峰情况， 公布口岸
应对客流高峰准备措施，提示旅客通关注意事项），实行“国
际航行船舶网上申报边检手续”等多项便民利民举措，确保

“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候检不超过30分钟”，进一步提
高出入境通关效率，让出入境旅客有更好的通关体验。

� � � �平江检察官“现场说法”警示保护
野生动物———
再也不能捕捉虎纹蛙了

思文 万根 亚平

“请问你认识虎纹蛙吗？ ”
“你知道野生动物是受法律保护的吗？是通过什么渠道

了解的？ ”
“捕捉虎纹蛙等野生动物都是违法行为，会受到法律制

裁……”
1月27日，由平江县检察院、县林业局、县森林公安局组

织的野生动物保护“现场说法”警示宣传教育活动，在该县
长寿镇东一村村部前坪举行。 检察官一边询问村民一些有
关野生动物保护的问题，一边对村民进行法制教育。有的村
民拿着宣传资料在认真阅读，有的围着宣传展板观看，还有
的则在现场摆放的兽夹、 捕蛇笼等非法猎捕工具前议论纷
纷。

为什么检察官会选择在这个村现场说法呢？原来，去年
8月， 该村村民方某某因非法猎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虎纹
蛙，被平江县长寿森林公安派出所当场查获。森林公安立案
侦查后，将案件移交县检察院处理。 县检察院认为，违法嫌
疑人方某某非法猎捕虎纹蛙的行为违反了国家野生动物保
护法规，破坏了国家野生动物资源，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为了达到坚持打击犯罪、赔偿损失和修复生态并重的目的，
县检察院在依法提起刑事诉讼时， 一并提起了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

为了进一步增强群众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意识， 更好
地教育群众，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平江县检察院、
县林业局、 县森林公安局决定在方某某所在村开展一次普
法宣教活动，以案说法，通过身边的事例让更多的人了解保
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 也让更多的人知道非法猎捕野生动
物不但要追究刑事责任，还要追究民事责任和赔偿损失，从
而达到保护野生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

通过这次现场说法警示教育，许多村民纷纷表示，以后
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

湘阴向非法电鱼行为再“亮剑”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亚平 令维）近日，湘阴县渔政管

理站联合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10余名执法人员，驾快艇沿
境内湘江水域对靠岸的僵尸电鱼船只继续开展清缴执法行
动。 县渔政管理站站长甘坚锋介绍，2018年以来，湘阴共查
获违法捕捞案件24起，移送公安立案13起；拆解和现场收
缴电鱼、吸螺设备110多台套，没收电鱼冲锋舟1艘、木质电
鱼船7艘。

湘阴处于湘资两水尾闾、南洞庭湖滨，湘江自南向北贯
穿全境120多公里，水域面积达100万亩。 为了保护江湖水
域生态环境和水生生物资源，该县成立了由县政府牵头，县
公安、渔政、森林公安、砂管等执法部门参与的“打击非法捕
捞联合执法领导小组”，实行24小时全天候、全过程、全方
位巡查，加强对交界、核心等水域的执法巡查。同时，对生产
销售非法捕捞工具的厂家依法关停、限期整改，对非法捕捞
工具、加工设备等一律没收，还设立举报电话，24小时接受
群众举报。

� � � �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甜 艾春望）“深受教育、触及
灵魂，这是一堂生动的党性教育课，让
我们时刻谨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
足本职，为人民谋发展、谋幸福！”近日，
在长沙县田汉实验剧场观看完“初心”
主题文艺晚会后， 长沙县黄花镇党委
书记朱智勇感慨地说。

此次活动由长沙县委、县政府主
办，县纪委监委、县委组织部、县委宣
传部承办，分为“寻觅”“呼唤”“砥砺”
三个篇章，通过情景剧、歌舞、诵读等
多种表达形式，将革命先辈的红色故
事搬上舞台，将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与
舞台艺术结合，把现实中发生的人物
故事和典型案例以舞台艺术形式生

动再现，给全县广大党员干部上了一
堂生动的“初心”主题教育党课。

据了解，近年来，长沙县大力实
施“清风星沙”三年行动计划，先后举
办“清风颂”弘扬好家风，廉洁文化书
法、美术、摄影作品展览等一系列活
动，为全县营造了风清气正干事创业
的良好氛围。

临澧全力遏制
“赈酒风”反弹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通讯员 龚文君 汪进

记者 肖洋桂） 1月29日， 临澧县委宣传部、 县
文明办组成3个督查小组， 走村串户开展明察
暗访， 进一步宣传“治理违规赈酒、 推动移风
易俗” 的相关政策， 对存在违规赈酒苗头的居
民户及时进行劝导， 现场劝退酒宴2起。 自1
月以来， 该县上下联动， 共劝退“生日宴”

“乔迁宴” 等26起。
春节期间往往是赈酒“高发期”， 为遏制

“赈酒风” 反弹， 临澧县专门召开移风易俗工
作调度会， 要求乡村两级春节期间成立专门工
作班子， 守土有责， 落实好信息摸排、 值班、
巡查、 上报、 审批等各项制度。 县委宣传部、
县文明办印制了12万余份“欢度文明春节倡
议书”， 下发到每个居民户， 号召大家抵制人
情歪风， 坚持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 余事不
办。 各乡镇 （街道） 印制“治理违规赈酒、 倡
导文明新风承诺书” 20余万份， 每户居民自
己保存一份， 另一份由村 （社区） 存档， 强化
村 （社区） 管理责任。

临澧县纪委、 县委宣传部还设置举报电
话， 严查党员和公职人员违规赈酒情况。 目
前， 没有发现党员干部违规操办酒宴。

郴电国际原董事长、
总经理付国案开庭审理

被控侵吞公共财物545万
余元、导致国有资产流失2300
余万元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 朱锋云） 1月22日至24日， 郴州市北湖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原董事长、 总经理付国涉嫌贪污罪、 受
贿罪、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一案， 该院副
院长侯勋担任审判长， 并首次适用7人合议庭
审理。

公诉机关指控， 2007年至2017年， 被告
人付国在担任郴电国际党委副书记、 董事长、
总经理期间， 利用职务便利， 伙同他人低价转
让国有股权给自己及高管人员， 侵吞公共财物
共计人民币545万余元， 数额特别巨大； 利用
职务便利， 伙同其妻子余某共同收受他人财物
共计15.2万元， 数额较大； 滥用职权， 伙同他
人违规套取、 占用国家农网改造专项资金， 造
成国有资产流失2353余万元， 致使国家利益遭
受特别重大损失。 公诉机关提请以贪污罪、 受
贿罪、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庭审中， 法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
依法进行了法庭调查、 举证质证， 控辩双方就
指控的犯罪事实、 定罪、 量刑等充分提交证据
并发表了意见。 被告人付国及其辩护人对公诉
机关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及3个罪名均持有异
议。

由于案情重大复杂， 庭审结束后， 合议庭
依法对案件进行合议， 合议结束后将择日宣
判。

最大限度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联合督导组检查春运交通安全工作

“这是一堂生动的党性教育课”
长沙县把主题教育党课搬上舞台

年终喜分红 苗歌颂党恩
1月30日，吉首市矮寨镇坪朗村，领到分红后，石梅香唱起苗歌，歌颂党的扶贫政策好。当天，该村坪朗豆腐专业合作社举行

分红仪式，法人代表石清香为2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分红4000元。该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吸纳了20户贫困户入股，每年通
过分红，帮助他们增收脱贫。 姚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