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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向富利

用“大兵压境”的合围态势“伐谋攻心”，
用“兵临城下”的强大合力“攻坚拔寨”，用
“一案三查”的循线深挖倒查追责，这是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纪检监察机关在惩腐打“伞”中打出的
一套“组合拳”。

目前，该州纪检监察机关已深挖出涉黑
涉恶腐败、充当“保护伞”及推动专项工作不
力等问题线索534件，立案审查调查76人，党
纪政务处分22人，其中处级干部7人，移送司
法机关7人。

“攻心为上”，17人主动交代问题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打一场扫黑除恶
人民战争，就要营造‘大兵压境’的围攻之
势，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
委主任邓为民告诉记者，该州广泛发动和依
靠群众，释放出“人人喊打”的强烈信号，让
黑恶势力无处落脚。

4月8日，“湘西纪检”微信公众号等媒体
发布了关于公开征集向某民等涉黑涉恶团
伙及其保护伞问题线索并敦促投案自首的
通告。同时，推送到全州1856个“湘西为民”
村级微信群，迅速引发广泛关注。

4月9日至16日，古丈县在向某为首的涉
黑涉恶团伙曾长期盘踞的古阳镇天桥山、桥

头溪、太坪三个村，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整治
工作动员大会、粘贴通告、入户走访。短短7
天，三个工作组就收集到涉黑涉恶问题线索
87条。

4月15日， 一名群众在湘西为民村级微
信群中看到通告后，主动到县纪委监委说明
问题，并提供了1条问题线索。

像这样敦促涉黑涉恶团伙及其“保护
伞”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该州今年来已公
开发布4期。在群众监督、纪法震慑和政策感
召下，该州已有17人来纪检监察机关主动交
代问题。

“合力围剿”，审查调查76人

对同级查办难度较大的“硬骨头”，该州
充分发挥州委反腐败协调小组作用，加强纪
检监察与政法机关的联动， 通过提级办理、
挂牌督办、异地办案、交叉办案和联合办案
等方式，形成“攻坚拔寨”的围剿合力。

2018年11月， 该州纪委监委采取提级
办理的方式，对吉首市公安局石家冲派出所
原所长张树军涉恶及充当“保护伞”问题立
案审查调查。

从2015年3月开始， 张树军先后任吉首
市公安局峒河派出所、 石家冲派出所所长。
期间，其不仅以单位名义贪，还对辖区非法
经营场所送来的“保护费”来者不拒，并徇私
枉法，对涉嫌组织卖淫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立
案而不立案，包庇犯罪。

2019年3月， 州纪委监委对张树军开除
党籍、开除公职，将其涉嫌违法犯罪问题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截至目前，该州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涉
黑涉恶腐败、充当“保护伞”及推动专项工作
不力等问题线索534件，立案审查调查76人。

“一案三查”，严肃问责51人

根据省委巡视组转办花垣县王某雇凶
杀人涉黑势力的问题线索，花垣县纪委监委
日前对龚志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
审查调查。

经查，龚志安在任花垣县公安局三角岩
派出所所长期间，为黑恶势力及多家从事非法
采矿的公司、KTV等娱乐场所充当“保护伞”，
并涉嫌受贿等犯罪。龚志安及其所在的三角岩
派出所收受王某黑恶势力财物，对王某所在公
司非法采矿等违法问题有案不查，且为其出面
说情打招呼，干预公安机关案件查办。

2019年3月，龚志安被“双开”，并移送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州纪委监委顺势开展“一
案三查”， 查处了花垣县税务局原局长彭世
明等相关部门人员涉嫌受贿及充当黑势力

“保护伞”问题，推动了该县矿山整治整合。
在龙山，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对彭某兵涉

恶团伙案“一案三查”，目前已立案8人。
据悉，对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及履行

主体责任不力的行为， 该州持续严肃问责，
目前已处理50人，责令辞职1人。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
员 谭美花）记者今天从省民政厅获悉，通过
该厅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审定，《养老机
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置指南》《养老机构老年
人文化娱乐服务规范》和《养老机构老年人精
神慰藉服务规范》等3个全省养老服务业地方
标准现予发布，将于今年7月28日正式实施，
这标志着我省养老服务标准化进入全面建设
新阶段。

老年人精神慰藉服务包括哪些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环境适应、情感沟通、情绪疏导、
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危机干预、安宁服
务（临终关怀）。精神慰藉服务流程有哪些？评
估、服务实施、记录存档。类似这样的问题，过
去不少人包括养老服务机构从业人员讲不清
道不明，现在在《养老机构老年人精神慰藉服

务规范》等地方标准里规定得明明白白，而且
还有具体操作规程。

开展养老机构服务标准研究， 建立科学
合理的养老机构服务标准， 是推进行业标准
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和必要前提， 也是推进
养老服务业标准化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 此次由湖南康乃馨养老产业投资置业有
限公司牵头起草的3个地方标准，依托行业专
家，经过了一年多时间攻关，完成了湖南省养
老服务业地方标准的编制工作。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3个养老服务
业地方标准的出台， 有利于养老机构服务规
范化发展， 有利于保障养老机构老年人和养
老机构的权利， 有利于养老服务业人才队伍
的建设和培养， 有利于在全省范围指导养老
机构开展养老服务工作。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
员 沈阔 邓心怡）5月14日，备受关注的湘江
欢乐城欢乐水寨项目迎来重要节点———章鱼
竞赛滑道正式启动滑道吊装施工。 这意味着
该项目已进入游乐设备安装的新阶段， 不久
后，市民游客就可来这里畅享“玩水造浪”。

由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中
建五局共同投资建设的湘江欢乐城冰雪世
界， 是世界唯一的室内冰雪乐园与水上乐园
相结合的主题乐园， 其中欢乐水寨项目依托
废弃深坑地形， 建成后游乐区达7.2万平方
米。

据介绍， 欢乐水寨项目共有6组滑道，包
括章鱼竞赛滑道、冲天大滑板/巨兽碗、水上

过山车、黄金蟒滑道、超级大喇叭滑道、极速
大回环滑道等，最大落差40米，最大长度400
米，共有滑板冲浪、水上攀岩等近20个游乐
项目。

“从出发到地面水池，只需要10秒钟，平
均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千米。” 项目负责人
曹平介绍。

记者了解到，滑道安装要求极为严格，
用螺栓把滑道连接起来后，误差必须在8毫
米之内， 才能确保游客在滑行过程中感觉
不到错位。同时，为了确保滑道的安全性，
在国检验收前， 项目会对每一条滑道先进
行沙袋试滑，试滑正常以后再进行500次载
人试滑。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通讯员 许亚东
冷建新 记者 陈勇）“爸，您放心！我一定珍
惜荣誉，在部队刻苦训练，争取干出一番成
绩！”5月12日， 现役军人陈炳才在电话里对
父亲说道。当天，南县民政局工作人员来到
他家悬挂“光荣之家”牌匾，陈炳才父亲将这
个喜讯通过电话告知儿子， 分享一人当兵、
全家光荣的荣耀。

连日来，南县军地领导走村入户，为烈

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各
乡镇街道和村（社区）联动推进，做到挂牌
工作找到人、 送到家， 不漏一人一户。5月
10日，该县组织光荣牌悬挂工作交叉清理，
发现华阁镇复兴港社区退役老兵张爷爷家
里的光荣牌尚未悬挂，通过电话核实，得知
张爷爷因肢体一级伤残，常年卧病在床，由
于行动不便，没有采集信息，导致“光荣之
家”荣誉牌至今没有悬挂。县民政局得知情

况后， 当即安排工作人员与对象户籍所在
乡镇民政办联系，驱车前往采集信息，并为
其悬挂了代表军人荣誉的光荣牌匾。 看到
工作人员上门安装光荣牌， 张爷爷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高兴地说：“谢谢党和政府，看
到牌匾，心里暖暖的，我知道，党和政府没
有忘记我们。”

南县以悬挂光荣牌活动为契机，进一步
健全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充分落实优抚
安置政策，积极扶持就业创业，切实维护合
法权益，把对退役军人的服务管理保障工作
落到实处。据了解，该县共有烈属、军属和退
役军人约16800人，截至目前已经完成悬挂
光荣牌12500人。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通讯员 郭纯树
记者 陈勇）“不准打架斗殴、不准酗酒闹事，
严禁随地乱倒乱堆垃圾秽物……”宁远县鲤
溪镇仙马石村党支部书记郭纯安等村干部
今天冒雨给全村每家每户送《村规民约》，村
民李建平看过以后说道， 如何处理邻里纠
纷、怎样爱护公共卫生，这些内容在小本子
上都有明确规定，真不错！

今年年初，仙马石村两委“一班人”召集
村里老人，对村里的历史以及世代相传的家
训家谱进行挖掘整理， 根据全村发展情况，

重新对《村规民约》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
《村规民约》共5章16条。

仙马石村历来重视优秀传统的治村作
用。 今年85岁的仙马石村老支书郭汉生给笔
者展开一纸卷轴， 念起上面的字句：“不许盗
砍山林各种树木， 如违白天罚谷50斤， 黑夜
100斤……”他说，民国三十八年，他们这个村
因盗窃较多，治安较乱，为了治理这些问题，
在乡贤主持下村民们自发制定了《众议簿》，
将孝老爱亲、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内容共25
条写进“众议簿”。郭汉生还说，为了让大伙严

格遵守，除了面对面劝导，这个村还有一招：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比如说，开场聚赌者，初
犯责罚实谷20斤，再犯送请政府究办，三犯联
户驱逐出境，并被记录在册。

如今， 仙马石村的村民们将《村规民
约》 作为倡导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载
体， 把遵规守纪情况作为评比最美家庭、
平安家庭等的重要依据。 通过设立宣传
栏、建立文化墙、发放宣传单、开通村村响
等形式，让“村规民约”成为村民们的行动
自觉，并建立门前三包责任制，完善了厕
所、畜禽圈舍建设布局规划，成立乡村卫
生清洁清运队， 实现了村民自我管理、自
我约束的良好效果。

湖南养老服务业3个地方标准出台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奉永成 刘
勇 通讯员 谢阶志） 记者从今天在衡南县举
行的“惠农担-油茶贷”信贷担保产品发布会
上获悉， 包括农行湖南分行在内的多家金融
机构与湖南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简
称湖南农担）签订“惠农担-油茶贷”产品战
略合作协议，为我省油茶产业“加油”。在发布
会现场，农行湖南分行向我省5户油茶种植大
户、1家油茶龙头企业发放担保贷款共计
1670万元。

“惠农担-油茶贷”由省林业局、银行、湖
南农担三方合作，免保证金，300万元以下的
贷款免实物抵押，降低融资门槛；通过财政贴
息，农担增信，降低融资成本；针对不同苗龄
的油茶树设置担保期限和还本宽限期， 使贷
款期限与油茶生产周期匹配，具有成本低、门

槛低等特点。
油茶是中国特有的木本油料树种， 所产

茶油是高档植物油。 湖南现有油茶林面积
2092万亩，年产茶油29万余吨，均居全国第
一位。不过，油茶种植成本较高，新开发的油
茶园一般需要持续打理5年之后才有产出，整
个产业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

2017年，在省财政厅支持下，林业部门、
银行、湖南农担三方合作，探索推出信贷担保
产品———“惠农担-油茶贷”。 在前期探索实
施中，“惠农担-油茶贷”已为我省455户油茶
产业经营主体提供6.5亿元贷款支持。 此次
“惠农担-油茶贷” 信贷担保产品正式发行
后， 合作银行机构在参与探索的农行湖南分
行的基础上增加了3家： 邮储银行湖南分行、
省农信社和华融湘江银行。

“惠农担-油茶贷”为油茶产业“加油”
在前期探索中， 已为全省455户油茶产业经营主体

提供6.5亿元贷款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王晗 李国
斌 通讯员 肖强 ）“零违法开始了， 相信
自己吧，让城市最美的模样，成为你我共
同的家……”今天上午，伴随着长沙首支文
明行车主题曲MV《最美模样》的发布，由长
沙市文明办、 长沙公安交警联合公益媒体金
鹰955打造的湖南第四届百万车主百日零违
法挑战赛，在长沙正式启动。

“百万车主百日零违法挑战赛”至今已连
续举办4年，活动采用“零容忍”法则，即在
100天活动期内， 所有参赛车辆一旦有违法
行为，则立刻淘汰出局，完赛者则有机会参与
大奖抽取。目前，这项湖南原创的、兼具公益
性和趣味性的大型文明行车公益活动已在全
国遍地开花，成为有全国影响力的“现象级”
活动。据统计，过去3年，已有近50个城市加
入到“零违法挑战赛”的队伍中来。

本次活动以“畅安共享，礼好长沙”为主
题，与往届相比，将更加注重倡导“排队礼
让”的文明理念，打造“文明出行排队礼让
车贴”，号召全体机动车驾驶员“斑马线前
车让人，排队礼让树新风”。除了市民自主
报名参赛， 长沙市文明办还将号召所有公
务用车参赛， 各职能部门公务团队将以身
作则，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排队礼让”的文
明新风尚。与此同时，活动还推出了零违法
完赛纪念电子证书小程序， 凡赛期内零违
法的参赛车主均可自行下载证书打印，100
天后将在保持“零违法”记录的参赛车主中
抽取一位进行奖励。

2018年零违法挑战赛活动期间，长沙城
区交通事故报警数同比减少10526起， 交通
违法环比下降20%，通过倡导“零违法”有效
地压控了事故发生，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百万车主百日零违法挑战赛启动
倡导排队礼让文明新风尚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沙兆华）今
天， 第二届长沙律师节开幕式暨全国律师马
拉松邀请赛在长沙橘子洲公园举行， 来自省
内及全国律师界的同仁和法律职业共同体成
员共计2600人参与。

此次活动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湖南省
律师协会指导，长沙市司法局、长沙市律师协
会共同主办。

本届律师节以“爱与责任”为主题，这一
主题不仅包含了长沙律师队伍对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祝福，还有对我国律师制度恢复重
建40周年的庆贺，通过活动将进一步增强律
师的行业认同感、职业尊荣感、行业归属感和
社会责任感， 进一步提升长沙律师队伍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

近年来，长沙律师队伍不断壮大，截
至2018年底，长沙律师事务所发展到353
家，执业律师达6230人，在推进全面依法
治市、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中作出了积极
贡献。

第二届长沙律师节开幕

湘江欢乐城欢乐水寨滑道启动安装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孙敏坚）今
天上午， 益阳市人才工作者素质提升班在四
川省人才之家正式开班。 学员们将在一周的
时间里，详细了解成都的人才工作创新。

近年来，成都在新一线城市的“人才争夺
战”中战绩斐然：荣登《财富》杂志“大学生和
青年求职者吸引力城市”榜首、人才竞争力指
数跃居全国第二、 人才净流入率位居全国第
三位。“成都作为中西部城市， 在人才引进和
培养使用方面有许多好的经验值得益阳学习
借鉴。”益阳市委组织部人才科科长郭剑锋介

绍， 希望借成都先进经验来助力益阳更好地
引进、用好人才这一“源头活水”。

此次培训班的44位学员由市委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各区、县、市负责人才
工作的组工干部组成，培训将采取课堂讲授、
现场教学、座谈交流等方式，内容包括中部地
区人才引进策略与技巧、 成都人才政策与人
才服务、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等专题讲座，并
赴菁蓉国际广场、天府软件园创业场、天府国
际基金小镇、经开科技孵化产业园、成都同创
谷孵化器等地开展现场教学和交流座谈。

益阳组团赴成都取“人才经”

频出“组合拳” 严打“保护伞”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惩腐打“伞”掠影

免费体检
5月13日， 临湘市

桃林镇中心卫生院，适
龄妇女在接受乳腺癌、
宫颈癌的免费筛查体
检。近日，该镇开展“两
癌” 免费筛查活动，提
高农村妇女宫颈癌和
乳腺癌的早诊早治率，
保障农村妇女身体健
康。 喻天津 摄

村规民约让乡村变了样

南县：

小小光荣牌 温暖众人心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
讯员 雷军平 欧阳友忠 荆道滨）“下灌村景
美人好，不虚此行！”5月12日，久雨初晴，宁
远县湾井镇下灌村百亩花海鲜花怒放、鸟鸣
啾啾，呈现一派恬静优美的田园风光，游客
陈女士看了称赞不已。

下灌村喜人的变化，来自干部作风的
转变。该村又名“状元村”，因村里出了湖
湘历史上首位状元李郃而得名。 虽是古

村，在一段时间里却是全镇有名的脏乱差
村。近年来，当地党员干部主动担当，拆除
了残破的游江庙，清理了黑臭水体，建好
垃圾中转站，整顿脏乱的农贸市场，下灌
村面貌焕然一新，成为省美丽乡村和历史
文化名村。

据了解，宁远县先后组织开展“三比三
创”（比忠诚、创一流形象，比实干、创一流作
风，比贡献、创一流业绩）等活动，推动党员

干部转变作风，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争先
创优。全县3万多名党员干部沉到农村，大力
实施空心房整治、“一户一宅”、“建新拆旧”、
复垦复绿、护古复古5大工程，打造了下灌、
周家坝等16个示范点。同时，各地成立环境
卫生协会，开展创建文明村镇、文明家庭活
动。 湾井镇大凤村通过环境整治旧貌换新
颜，已举办两次农耕文化主题活动，吸引游
客8万余人次。

今年来， 宁远县农村共清除卫生死角
4165处，清理生活垃圾10.2万吨，拆除空心
房残破房43.2万平方米。显山、亮水、美村
庄，一幅宁远版“富春山居图”逐渐呈现在眼
前。

打造当地版“富春山居图”

宁远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