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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记者 施泉江 通讯
员 涂波 余韧铎）今天，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 省消防总队总队长高宁宇向各
媒体和全社会公布了全省消防安全“排雷行动”
情况。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坚决防
范重特大事故的部署要求， 抓住火灾防范的关
键点，全力做好新中国成立70周年消防安保工
作，结合“防风险保平安迎大庆”消防安全执法

检查专项行动要求， 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决定以
排查整治重大火灾隐患为重点， 在全省集中开
展为期6个月的消防安全“排雷行动”。

据了解，“排雷行动”自4月10日开展以来，
全省通过行业排查、 网格排查、 专项抽查等途
径，重点对商业市场、劳动密集型企业、群租房、
文博建筑等13类场所和疏散通道不畅通、重点
岗位人员责任不落实、 日常管理机制不到位等
9类突出风险进行重点排查。截至目前，共检查

社会单位6234个，发现火灾隐患8711处，新排
查出重大火灾隐患81家（单位）。

今年以来， 全省消防工作在各级党委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 在各行业部门的支持配合
下， 隐患整治取得显著成效， 全省通过实施
“一单四制”（建立隐患清单，交办制、台账制、
销号制、通报制）交办制度，累计挂牌督办重
大火灾隐患242家，整改销案118家，整改销案
率达48.8%。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
员 邱杨雨生）今天上午，省高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发布2018年度湖南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
和十大典型案例白皮书。

据介绍，过去一年，湖南法院积极履行知识
产权审判职能， 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
导作用；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不断完善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机制； 加大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力度，及时充分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着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营造鼓励和保护
创新的良好营商环境； 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队伍
建设，进一步提升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

2018年，全省法院新收各类知识产权一审
案件9002件，同比增长16.55%。共审结知识产
权一审案件9545件（含往年旧存案件），同比增
长69.08%。保护了一批自主创新技术、自主发
展品牌和智力创作成果， 规范了一大批不正当

竞争行为。2018年3月1日， 长沙知识产权法庭
挂牌成立，在全省法院率先探索专业审判团队、
率先推行系列案件速裁机制、 技术调查官制度
等机制，充分发挥改革“试验田”的作用。2018
年， 长沙知识产权法庭共新收知识产权一审案
件5769件，占全省法院的65%以上。全年共审结
知识产权案件6019件（含往年旧存案件），占全
省法院的63%以上。

■相关链接

远大集团员工离职几个月
申请13项专利被诉

【案情】
远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集团公

司，旗下公司主要从事空气净化机、新风机、中

央空调、能源管理等业务。李胜某自2006年起
开始在远大集团工作，2015年离职前长期担任
该集团空品技术部部长职务， 全面负责空气净
化机、 新风机等空气净化产品的设计、 研发工
作，掌握着该集团空气净化相关产品的核心技术
秘密。2016年初，李胜某作为发明（设计）人在新
入职的公司申请13项专利， 都跟原工作紧密相
关，远大集团将李胜某与其新公司起诉到法院。

【判决】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13项涉案

专利与李胜某在远大集团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
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 涉案专利系职务发明创
造，其专利权（专利申请权）属于远大集团所有。

【意义】
依法保障创新型企业的技术成果， 激励市

场主体依靠创新获得市场竞争力， 营造良性竞
争的市场氛围。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塑造良好营商环境

省高院发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
员 陆元连 谭丹丹 王进军）今天，记者从衡南
县人民法院获悉， 该县首例破坏生态环境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在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并当庭宣判。

衡南县人民法院负责人介绍，自去年10月
7日起，被告人刘某平未依法办理林地用地许可
证，擅自雇佣并指挥李某福使用挖机，挖毁马家
坳进口处高处山坡及公路右侧转弯处的山体用
于堆放水泥涵管。经鉴定，被告人刘某平占用衡
南县云集镇车江片区大桥社区刘家组马家坳皂

林地面积为9.35亩。其中，国家公益防护林面积
9.12亩，其它林地面积0.23亩;所占用的林地己
改变林地原貌。涉案林地复绿费用7854元。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刘某平的行为触
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
的规定，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告人刘某
平的行为破坏了生态平衡， 使社会公共利益
处于受侵害状态，其应承担恢复原状、赔偿损
失的民事责任。

被告人刘某平在案发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接
受调查，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在庭审时对公诉指

控事实也无异议，当庭表示认罪。
法院认为， 被告人刘某平违反土地管理法

规，非法占用农用地，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
等农用地大量毁坏， 其行为构成非法占用农用
地罪。其在明知未办理用地许可的情况下，为一
己私利， 毁损国家级公益林， 造成生态环境破
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
偿责任。考虑到被告人案发后主动投案自首，系
初犯、偶犯，最终判处被告人刘某平罚金人民币
一万元， 并向衡南县人民检察院缴纳林地复绿
费7854元，由衡南县人民检察院上缴国库。

衡南首例破坏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宣判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李昭菲 王章倩）昨天，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召开
新闻发布会通报， 从今年5月1日起，长
沙市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俗称“民告官”
案）将由长铁法院集中管辖。

据介绍， 此次集中管辖改革对确保
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破
解行政诉讼制度中存在的体制性障碍，

最大限度地排除行政干预， 助推法治政
府建设，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 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设立了行
政审判庭， 并根据不同类型的案件，分
成三个行政审判团队。第一审判团队对
于一些争议不大的案件，将通过速裁程
序提高办案效率， 一般要求20天左右
结案。

最大限度排除行政干预
长沙一审“民告官”案将由长铁法院集中管辖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张九州 ）“110吗？ 有一群人手
持砍刀在五一广场打群架 ， 你们快
来！”“喂，110！东方红广场发现通缉的
逃犯，身穿红衣、戴鸭舌帽！”4月23日
下午3时， 长沙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连续接到多起“群众”报警，称位于芙
蓉区的五一广场发生持械斗殴事件、位
于岳麓区的东方红广场发现逃犯身
影。

接警后， 指挥中心迅速通过PDT
对讲系统发起群呼，调度距离事发现场
最近的多个“星城快警”平台马上出警。
接受指令的11个“星城快警”平台40余
名警力均按规定携带武器装备陆续赶

到了现场，最快到达现场的警力用时仅
1分16秒。

其实，当天发生的这几起“重大突发
案事件”， 是长沙市公安局组织开展的
“星城快警” 平台快速反应实战演练。演
练以“不提前做方案、不提前打招呼、随
机设定警情”的方式进行。督导组分别对
110指挥中心派警情况、 处警民警到达
现场时间、着装是否规范、装备是否携带
齐全等进行综合打分， 以此检验110指
挥调度工作、“星城快警” 平台民警处突
快速反应能力和“1、3、5分钟”处置原则
（即核心部位1分钟、 人员密集场所重点
部位3分钟、中心城区5分钟快速反应抵
达现场）的落实能力。

最快1分16秒到达现场
长沙开展“星城快警”平台快速反应实战演练

发现火灾隐患8711处，新排查出重大火灾隐患81家

省消防总队公布前期“排雷行动”情况

“一法两条例”
第三方评估正式启动

4月25日， 慈利县工业
集中区污水处理厂，工作人
员向第三方评估组介绍污
水处理厂的建设规划。23
日，省人大根据全国人大常
委会的执法检查安排，首次
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委托
省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
组织评估组分赴十四个市
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湖南省湘江保
护条例》《湖南省饮用水保
护条例》（简称“一法两条
例”） 实施情况及效果进行
现场评估。

李月良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吴广 何梦君

4月24日早晨， 平江县浯口集镇上
50余平方米的无名水果店内，4位客人
正在挑选鲜果。 店主钟勉生熟络地将待
称的苹果放在电子秤上，面露笑容。镇上
居民都爱在这儿买水果， 但除了乡镇干
部， 少有人知道店主是开国将军钟伟的
孙子。

仔细打量钟勉生： 黑白格子针织线
衫已写满岁月痕迹， 被磨破的领口卷起
波浪毛边，黝黑的脸上写满朴实。

钟伟虽是开国将军， 但其长子一家
都留在平江老家三阳乡种田， 没有寻求
政府特殊照顾。1984年2月底，高中毕业
的钟勉生到医院照顾生病的爷爷钟伟，
前来探病的领导都想帮其介绍工作，但
都被钟伟所拒。“跟爷爷生活3个多月，
但我还是选择回家种我的地。” 钟勉生
表示， 虽与爷爷只有共苦， 未曾同甘，
但是用自己的双手挣来的幸福生活更
加真实。

2003年始，钟勉生每天5时挑一担
箩筐， 从家里出发， 到县城批发苹果，
再坐公汽到浯口镇上贩卖， 深夜返家。
每天往返70余公里卖水果， 他坚持了
16年。

为何不在镇上租住以便做生意？钟
勉生说：“父亲去世得早，妻子、女儿在外
打工，我不能留老娘孤身一人在家生活。
所以，每晚都得回家照顾娘。”一根扁担、
两筐水果、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为其家人
换来了清贫安乐的生活。

2015年4月，湖南日报报道了钟伟
将军的好家风，引起浯口镇党委政府的
关注。 时任镇党委书记张廉波异常惊
讶： 开国将军的孙子多年在镇上贩水
果，自己却浑然不知。他和镇长张波苦
苦搜寻，几经波折，终于找到地摊上的

钟勉生。
张廉波很欣赏钟勉生不等不靠、辛

勤劳作的行为， 号召全镇党员干部学习
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了解到钟
勉生做生意居无定所、 经常顾不上吃饭
的情况后， 张廉波主动邀请他到镇政府
食堂搭餐，助其解决吃饭难题。

岁月总是眷顾奋斗不止的人。2016
年，钟勉生在浯口镇租得一个门面，有了
一个遮风挡雨卖水果的地方。 店子虽无
招牌， 但钟勉生诚信经营换来乡亲们的
信任、干部们的关爱。他告诉记者，现在
每年可以赚3万多元。

2017年2月， 黄益武调任该镇党委
书记，成为钟勉生店里的常客。钟勉生坦
言：“黄书记总是借买水果之名， 对我嘘
寒问暖，一方面鼓励我保持本色，传承好
家风； 另一方面叮嘱我有困难就找他。”
但是，钟勉生从未开口。

尽管钟勉生不等、不靠、不要，但大
伙儿还是愿意帮助他。 黄益武继续邀请
他到政府机关食堂搭便餐：“就把镇政府
当成自己的家。”

201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 大雨滂
沱，钟勉生正发愁怎么回家时，听到了黄
益武的呼唤：“勉生，上车！”

黄益武发现， 镇上不少家住县城的
干部有私车，于是号召大伙回城的时候，
捎带钟勉生回家。很快，镇里便形成一个
热心帮助钟勉生的爱心顺风车团队。“李
益龙、姜党科、徐佳兵……”钟勉生一口
气说出10来个干部的名字。

“这些年，钟勉生从未向政府提过要
求，大家都从心底里敬重他。”黄益武话
音未落，钟勉生摆手说道：“别这么说，爷
爷是将军，那是爷爷的事；我是农民，种
田做小生意是我的本分。”

“白天卖水果养家，晚上回家孝敬娘
亲，还有这么多领导的关爱与照顾，我很
幸福!”钟勉生安贫乐道，笑意盈盈。

老百姓的故事

跨镇贩水果，夜归孝娘亲———

开国将军之孙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