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李雅文 2019年4月3日 星期三
政治 10

!"#$%&%'()%&
*+%,-./01234546
7*%,8 97:;<='>?@
A0B;CDEFGHI,JKL
4M0NOPQRS7T0UVG
7WXYZ[\]^_=7-.
/`a8 2='0-./bcde
2O !" f7ggh 2O # f7g
g2ija*%8

Vk0[9Wl'm7nop
qa0!"#r%&(#stu#
vp30u:wpx0y9zi\
2U{P|Q7}8

st~%,���=0-./
N�����7��1��2�
��8 ��p�0�t�am�i
j��i���0y-./���
����0��9U�Oggd�
 ¡¢£¤�¥¦§¨0©ª-.
/«¬�®%7�¯0°±²g
³�7VG´§µ¤�¶%·¸¹
y-./º»%µ0�9©�¼%

½½¾¿ÀÁ0ÂÃÄÅ0�tÆ
Çy-./���ÈÉ7%Êh,
JËÌ8 »Íu?0�][�=Î
ÏÐ¥¦0_ÑÒÓ-./7�O
ggU%ÔÃ�!"Õ0�9Ö×
uEØÙ%8 $%!& =ÚÛ'Ü0�
tÝ#]«¬;ÞÉßàá�
'%%% �â0 Uãä«¬åæÃç
\-./8èéêåæëìKÉ0
éíÁ�Tî¡72Oïð0ñ�
2òó7Ãôëõê0íö�×÷
\8 øù�ú[0-./ûüiý
þÿ!Y1"#78

è#v$%0:w&'ø0�,
()*l+7�O,-0[�t 
a.y2/8

è0+%,1í0í223u
4567789:�0Æ4*7;
ÇÒÓ�8 øN1�tÝ#<%,
=>7?@0NO?@0�WA%
,��uj0B ' =êC7DEF
Gh2H2I7m�jJú8

èíKL�<4M7NOYP
Q¬N���8 øRþÖ<�t7
STUKV-8 ÒÓ23WX%,
àY ( Z�â¤%,å[ê�\;
�2][å[^?«_`a½½
[%,4bc7êd0�te1�
2êCfú[�Ög'8

hiK@0>4jk8 [�t
ylK�7mëÞßn�7Î0o
pfú�qroÁa��sthu
vwx7yz,{|0�UNé�
4M4*7ñ}qk~8

�O�o������7-
./0roC28��%74�D
O,0��jy2OE�h��ha
�7��O�0���Ù\(��
��8 �3Bw��\97j�0
9B��7����jû��30

è�tÝ#7*� (¡0 1¢�
íK£'m74*�Ç8 ø

u#vp30 u:wpx0�
tÝ#y==��g¤¥¦7%
,§i¨©}0y�Ö7j�§i
2ª«¬ZÎ8 !! ""

!"#$%&!'($)

##$%&#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通讯员 黄祥湖 刘勋惠
刘宗阳 记者 张斌）“村路护坡加固、环境整治、新
建烤烟育苗大棚，村里的钱用到哪里去了，用手
机进入‘互联网+监督’平台，就一目了然。 村干部
有没有为村里办实事、办好事，村民心里有了‘明
白账’。 ”今天，看到村里春暖花开，安仁县金紫仙
镇源田村党总支书记段华心情格外舒畅。

“互联网+监督”工作是湖南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加强对权力制约监督，深化“雁过拔
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的一项创新举措。 按
照全省统一部署，安仁县于2017年8月在郴州

市率先完成数据采集上传工作。 目前， 该县
162个村已在“互联网+监督”平台公开财务收
入6315笔、金额1.36亿元，公开财务支出7931
笔、金额1.31亿元，上传发票附件3.25万张，构
建起一张覆盖全县的监督网络。

为提高监督效率， 该县统一使用新的村级
财务软件和扫描设备，实现村级财务数据与“互
联网+监督”平台自动化对接。 对于村民关心的
民生资金项目、精准扶贫资金、村级财务等信息，
只要登录平台相关版块，便可通过手机“一站式”
查询收支明细。 如果发现问题，可在“投诉举报”

版块快速举报。仅2018年，该平台就接到群众投
诉举报69起，交办问题线索17条，追缴资金5.64
万元，立案4人，问责10人。

“去年11月，有群众反映龙海镇平山村道
路建设问题。 但该投诉人通过‘互联网+监督’
平台查询相关财务数据和发票附件后， 发现
该村道路建设资金未违规使用， 于是主动要
求撤回投诉。 ”该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负责人介绍，“互联网+监督”平台保障了群众
知情权和监督权，消除了村民心中的疑虑，干
部的工作压力少了，干群关系也更融洽了。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唐天际 李杰

3月30日，长沙市明珠研学200人的团
队来到平江县喻杰故居参观， 目睹喻杰小
学崭新的教学楼，纷纷称赞学校建得好。校
长感慨道：“多亏了财政部扶贫队员杨宇！”

杨宇是财政部科教司一名干部。 2017
年7月，他奉组织安排，到平江挂职扶贫，成
为财政部驻平江县第14任扶贫工作队队
员,任县长助理，并负责协管教育工作。

“平江是贫困县，也是一个教育大县，
很多问题都亟待解决。 ”面对这样的现实，
杨宇想的是脱贫， 念的是脱贫， 忙的是扶
贫。平江一些干部看到他经常跑北京，为学
校“讨钱”，总会打趣地称他是一名真正称
职的“县长助理”。

山区老校焕生机
2017年9月，杨宇到喻杰小学调研。 该

校位于加义镇丽江村，辐射四村、方圆5公
里。 教学楼是C级危房，没有图书室、电教
室等综合设施，完全达不到寄宿条件。现状
牵动着杨宇的心。“教育关系着千家万户，
让喻杰小学的孩子不仅能上学， 还能上好
学，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此念头在他
心里扎根，“必须尽快办，必须办好！ ”

很快， 杨宇便准备好资料， 跑北京筹
资。 2017年底成功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争取资金260万元，2018年又申请湖南省
财政厅下达专项建设资金500万元。

为了加快喻杰小学的建设， 他吃住在
村，奋斗在村，督促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加班
加点。 2018年9月开学，240余名师生如期
走进了崭新的教学楼。

“大班额”如愿“瘦身”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班额”给

平江带来的问题日益加重。 新城学校是平
江城区一所规模较大的学校，有48个班,师

生3149人，但班上人数超过70人的超大班
额却达26个。

为了让“大班额”尽快“瘦身”，杨宇又
反复跑北京， 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争取
资金。 经过多番交涉，成功争资600万元，
用于新建教学楼一栋。 2018年春节，他放
弃休息，对项目设计、评审、招投标、质量监
督等各环节进行把关，促成该项目当年3月
顺利开工，秋季如期投入使用。“以前我们
班上有70多个人，太挤了，现在班上就50
多个人，感受已大不一样。 ”一名在新城学
校上学的孩子乐滋滋地说。

让孩子告别泥土场
“如果有了新建的运动场，孩子们就再

不怕泥土飞扬了。”平江县三阳乡清水中学
校长对即将新建的运动场充满期待。 清水
中学很多教学楼都是新建的， 但由于县财
政压力大，学校运动场还是泥土坝，晴天学
生一身灰，这成了学校的“心病”。 2018年5
月，杨宇到该校调研，悄悄将运动场这件事
挂在了心上，仔细地思索对策。

“作为老区，平江脱贫攻坚压力大。 看
来只能厚着脸皮又跑北京了。”杨宇想到就
开始干，为清水中学写请示报告，频繁跑北
京，向上级领导、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多方
汇报，终于又一次争取专项资金500万元。
此时，他的肩膀伤情还未愈合，但他全然不
顾：“孩子们的事就是大事,没办好,我是睡
不好觉的。 所以,我必须督促自己干活，像
蜜蜂一样奋斗着。 ”

财政部领导到平江调研后，在《财政部
定点扶贫简报》 上批示：“科教司杨宇同志
在扶贫岗位上，有热情、有激情、有思路、有
组织协调能力，时间不长，即有所成就。”为
了初心使命，为了老区教育，杨宇也记不清
跑北京有多少次。 但扶贫工作能得到娘家
人的“认证”,杨宇从心里认为：为此付出和
奋斗是值得的。

�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蔡伟 ）3月
29日，新化县扫黑办组织干部再次开展入户走访，在听
取群众意见和举报的同时， 还广泛宣传扫黑除恶相关政
策。 新化县扫黑除恶筑牢“平安防线”，建立“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 的责任体系， 去年全县刑事案件发案率同比
下降17%。

新化县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通过
条块结合、上下联动，分辖区、分行业、分领域对突出违法犯
罪、 社会治安突出问题和治安防范薄弱环节开展地毯式排
查，做到不留“死角”和“空档”，确保线索情况摸清、摸全、摸

透。建立政法系统扫黑除恶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公、检、法等
相关职能部门对涉黑涉恶案件开辟绿色通道， 对案件的侦
办、审查、审判等环节集中把脉。公安机关组织专班，快侦快
破；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及时开具补查提纲；法院快审快判，
确保案件进程和打击效果。

同时，该县坚持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基层“拍蝇”有
机结合起来，开展全程监督执纪和常态督导，对涉黑涉恶案
件中涉及腐败问题和“保护伞”案件，实行审批、办理、使用
留置措施“三个优先”。县纪委监委与公安机关同步立案、同
步调查，做到纪法衔接、协调推进。

�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刘奕芸)记者从3月29日召开的益阳市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该市创新
出台《益阳市涉黑涉恶案件“一案四查”工作
机制》， 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组织化、专
业化、法治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效。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益阳市政法机
关、纪委监委、组织部门、执法监督部门均出
台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由政法机关严查黑恶

势力犯罪、纪委监委深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
护伞”问题、组织部门追查涉黑涉恶党员干部
和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执法监督部门督查
黑恶案件的执法办案质量， 对所有涉黑涉恶
案件均做到了“一案一卷宗、一案一结论”。

至目前，益阳市公安、检察、法院等多部
门联手，共打掉涉恶犯罪集团15个、涉恶团
伙35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1224人， 刑拘919
人，逮捕388人，破获案件486起；全市纪检监
察机关共受理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

题线索199件，已办结174件，其中立案审查
104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92人，组织处理28
件，移送司法机关5人；全市组织部门共摸排
移送涉黑涉恶线索63条，排查违纪违法村(社
区 )、 资管委干部 228
人、涉黑涉恶村 (社区 )
干部3人、“村霸” 和宗
族 恶 势 力 47 起 、113
人，并先后将存在黑恶
势力及“保护伞”的41
个村 (社区、管区 )基层
党组织、6个机关支部
纳入软弱涣散基层党
组织整顿范围。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王梅 唐曦 聂沛)记
者昨天从衡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衡阳市扫黑除恶取得阶段性战果。
自去年2月以来，全市立案侦办涉黑涉恶案件
53起，一审判决涉黑涉恶案件12起，审查起诉
涉黑涉恶案件27起， 破获刑事案件344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741人， 扣押、 冻结涉案资产
4431万元。

据了解，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衡阳市政法机关紧盯全市黑恶犯罪重点突出
问题，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黄赌毒”“村霸”、
宗族恶势力等传统犯罪，以及“套路贷”等新
型犯罪，采取专项行动强力打击，攻破祁东县
“11·19”彭展保涉黑案、耒阳市“5·7”曾陆连
涉黑案、衡阳县“6·11”套路贷案、石鼓区“10·
17”套路贷案等一批黑恶犯罪案件，打掉了一

大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团伙。
针对全市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地区

涉黑涉恶问题新特点、新动向，衡阳坚持“有
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固本强基”的原
则，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禁毒风暴”“大排
查、大巡防、大管控、大整治”“平安号”等严打
整治专项行动结合起来，强力整治社会乱源，
营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2018年，全市刑事、治安案件同比分别下
降3.42%、26.45%， 黑恶势力犯罪现象民调得
分同比提高2.81分，社会大局稳定，人民群众
安全感不断增强。

�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赵志高 申炅灵 王
剑）4月1日，怀化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
发布会，截至今年3月底，该市共侦办涉黑犯
罪组织5个，打掉涉恶团伙41个，其中打掉恶
势力犯罪集团33个， 破获刑事案件200起，刑
拘犯罪嫌疑人379人。

该市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 重点
行业、重点地区、重点问题，坚持以打开路、依法
严惩、打早打小、除恶务尽，以“零容忍”的态度，
出重拳、下重手。市、县两级5次组织基层法院，集

中宣判17起涉黑涉恶势力案件， 曝光典型案例
20余件，形成强大的教育、警示和震慑作用，39
名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出台涉
黑涉恶问题线索移送反馈试行办法， 建立问题
线索快速移送、反馈机制，对近3年来违法犯罪
案件进行“回头看”和全面排查，逐案过筛3.2万
起案件，筛查涉黑涉恶人员55人。 聚焦把持基层
政权、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强揽工程、欺
行霸市、操纵经营黄赌毒、非法高利放贷、插手民
间纠纷等群众反映最强烈、 最深恶痛绝的黑恶

势力案件，集中办案精英火力攻坚。 全省集中收
网第一枪洪江区“6·09”涉黑涉恶案、全省“套路
贷”第一案鹤城区“好帮壹米车贷公司”敲诈勒索
案等重点案件得到快速侦破。

同时，该市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纳入市
委巡察和执纪监督问责工作重点， 建立和完
善纪检监察机关、 公安机关线索双向移送核
查机制，实行“一案双班”侦办模式，同步立
案、同步调查，直查快办。 坚持“一案三查”，督
促政法机关查办黑恶势力犯罪， 追查黑恶势
力背后的“保护伞”，倒查党委政府的主体责
任和相关部门监管责任。 截至目前，该市纪检
监察机关共受理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
题线索364件，立案94件，处分74人。

�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见习记者 彭婷 通
讯员 张弛)4月1日，湘潭市公安局向5名符合
条件的黑恶犯罪线索举报人共兑现奖励8.5万
元。 至此，该市共兑现了两批线索举报奖励，
总计有7人共获得奖励12万元。

为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参与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2018年9月，湘潭市出台《举报黑恶犯
罪线索奖励实施办法》，将群众举报奖励经费纳
入本级财政预算， 用于奖励举报黑恶犯罪有功
人员。同时，还出台《实施举报黑恶犯罪线索奖励
办法细则》，为公安机关规范了举报奖励的操作
程序，建立和完善了群众举报奖励规则，以及建

立举报材料管理保密制度， 既鼓励举报人实名
举报，又严密保护举报人的信息，确保举报人人
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湘潭市各
级公安机关紧紧围绕“一年治标、两年治根、三年
治本”的总要求，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 自
2018年1月至今，全市公安机关侦办涉黑犯罪组
织5个，打掉恶势力团伙22个，其中恶势力犯罪
集团7个，刑拘犯罪嫌疑人186人，破案144起；深
挖“保护伞”“关系网”问题线索10起157人。

�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彭团 余艺）今天，中央文明办发布今
年3月“中国好人榜”，共有107位身边好人
上榜，包括湖南的谢晓钢、肖新生、张四玲、
苏娅、周桂荣等5人。

谢晓钢是长沙市一名热心公益的文艺
工作者，他的国画多次荣获国家级大奖。 26
年来，他通过书画拍卖、基金资助、个人筹资
等方式，帮助残疾儿童、白血病患者、贫困大
学生以及孤寡老人上百人，捐助金额达数百
万元。 他获评助人为乐类“中国好人”。

肖新生是桂阳的一名退休交警。 2016
年12月18日9时许， 桂阳县蔡伦井附近一
家店铺前，一名男子挥舞着菜刀欲砍人，肖
新生见状跃到持刀男子背后， 将其掀倒在
地，在群众帮助下，将男子制服。 肖新生起
身后才发现， 在夺刀过程中自己的手臂被
划伤。 他获评见义勇为类“中国好人”。

苏娅、张四玲获评诚实守信类“中国好
人”。苏娅是株洲市苗妹子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十几年来，苏娅和她的“苗妹子”不仅
给大学生、待业失业人员提供就业岗位，还
坚持依法按章纳税，从不拖欠税费、员工工
资、合作方货款。 张四玲是江永县人，32岁
下岗的她从创立一家小酒楼开始， 逐渐成
长为集生产加工为一体的江永特色农副产
品开发有限公司。 其成功的奥秘就是讲诚
信。有一次停电导致原料没能及时加工，稍
微影响了产品的鲜香度， 公司将这批产品
进行内部处理，绝不流向市场。

沅陵县北溶乡竹垭村人周桂荣获评孝
老爱亲类“中国好人”。 周桂荣与残疾人夫
妇为邻，8年来细心关照，平日送油、送米、
送菜、送柴，帮忙接水管，生病送医院。她家
在两条村道交会处， 她常年为过路客人免
费提供茶水、用餐、寄存等服务。

网上平台晒村账 村民掌上来监督
“互联网+监督”让安仁群众有了“明白账” 奔波在助学路上的“县长助理”

———财政部驻平江县扶贫队员杨宇助学记

湖南5人登上3月“中国好人榜”

扫黑除恶进行时

举报黑恶犯罪线索有奖
湘潭向7名举报人兑现奖励共12万元

怀化扫黑除恶“零容忍”出重拳
打掉涉恶团伙41个

立案侦办涉黑涉恶案件53起

衡阳市扫黑除恶取得阶段性战果

益阳向黑恶势力发起凌厉攻势
打掉涉恶犯罪集团15个、 涉恶团伙35个

新化扫黑除恶筑牢“平安防线”
去年全县刑事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17%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记者 施泉江 通
讯员 黄嵘 汪丹） 为提升综合应急救援保
障能力，充分发挥地方企业技术装备优势，
今天上午， 省消防救援总队与三一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举行“湖
南省消防救援总队重型工程机械大队”揭
牌仪式， 标志着全国首个由省级消防救援
总队联合成立的重型工程机械大队正式落
户湖南。

此次组建的重型工程机械大队，是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救援工作重要论述，
贯彻应急管理部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社
会救援力量发展”“优化我省应急产业布局”，
整合优化应急力量和社会资源的重要举措，

也是消防救援队伍转隶后适应“大应急、全灾
种”，担当应急救援主力军的需要。

据悉， 重型工程机械大队隶属于省消
防救援总队综合应急救援机动大队， 根据
工程机械分类设挖机救援、起重机救援、路
机救援等3个分队，并在省消防救援总队指
挥中心和三一重工车辆管理中心分别设置
值班调度室，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其主
要任务是当发生重大灾害事故后， 根据调
度指令快速就近调派三一重工旗下所属机
械装备、技术人员赶赴现场参与事故处置，
必要时开展跨区域增援， 平时参加各级消
防救援部门组织的大型灾害事故应急救援
演练。

全国首个省级消防救援
重型工程机械大队落户湖南

上门走访
听“廉”音
4月2日，蓝山县毛俊镇

毛俊村，纪委干部（右一）上
门听取群众对“清廉蓝山”
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连日
来，该县开展“我为打造清
廉蓝山建言献策” 活动，通
过代表座谈、 政策宣讲、上
门走访、 入户调查等方式，
引导基层群众积极参与“清
廉蓝山”建设，完善村级财
务、干部作风、惠民政策落
实等监督机制。
杨雄春 曹格英 摄影报道

爱国情 奋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