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陈鸿飞）记者昨
天从衡阳市公安局获悉， 该局环境与食品药品
犯罪侦查支队联合雁峰区公安分局， 通过浙江
和长沙、郴州等地警方的支持配合，成功侦破被
省公安厅列为今年全省第一批挂牌督办案件
“12·7”特大生产、销售假酒伪劣产品案。

衡阳市公安局负责人介绍， 该案件涉及
湖南长沙、衡阳、耒阳、郴州和浙江、贵州、山
西、河南等全国多个省份，现已抓获以李某平
为首的犯罪嫌疑人24人，捣毁制假生产窝点5
处、销售门店11家，现场扣押涉及茅台、五粮
液、国窖、水井坊、红花郎、酒鬼等12个白酒品
牌、19个品种共计1000余件、5000余瓶假酒，
及大量假冒伪劣包装盒、 商标， 涉案金额达

2000余万元。
2018年12月，衡阳市公安局网技支队在工

作中发现， 衡阳市有人涉嫌生产销售假酒且数
量特别巨大， 该局党委迅速安排由食药侦查支
队和雁峰区公安分局抽调警力，成立“12·7”专
案组进行侦查。今年3月，案件被省公安厅列为
2019年全省第一批挂牌督办案件。

今年5月上旬， 经过近半年的缜密侦查，
专案组分成5个作战区25个抓捕小组， 对湖
南、浙江两地涉案人员同时进行收网，省公安
厅治安总队领导坐镇长沙和耒阳战区， 侦查
民警以雷霆万钧之势对犯罪嫌疑人李某平等
人实施抓捕行动，24名目标对象全部落网。

经查明，主要犯罪嫌疑人李某平(男，耒阳

市人)、李某桃(男，湘乡市人)等人在当地收购
茅台、五粮液、水井坊等高档原装酒瓶，从浙
江温州、长沙购入假冒伪劣品牌白酒包装盒、
商标，然后按照特定的配方，在制假窝点用十
几元一斤的劣质散装白酒、 低档绵竹大曲等
低档酒勾兑成茅台、五粮液、水井坊等高档白
酒， 并将这些假酒以较低的价格批发销售给
一些烟酒零售门店， 这些零售店以正品酒的
价格将假冒伪劣品牌白酒销售给消费者，从
中牟取非法暴利。

据悉，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平、李某桃
等人对其生产、 销售假冒高档白酒的事实供
认不讳， 涉案犯罪嫌疑人均被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案件正在审讯深挖中。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张杨 2019年5月2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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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尹小华 杨春兰 李利民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组织检查生态扶贫项目11个， 发现问题
线索8个，督促整改问题5个，涉及生态扶贫项
目资金164.11万元……这是今年一季度衡南
县纪委监委对生态扶贫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取
得的成效。

近年来， 衡南县纪委监委持续深入开展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紧盯群
众反映强烈的人和事， 用铁纪严规保障人民
群众的切身利益， 不断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保生态扶贫成效
“搭帮党的好政策，我在油茶庄园做事，

既学到了技术，每个月还能拿到2400元工资。
特别是纪委干部经常来督查，让人心里踏实。
摘掉贫困帽子，我有信心！”走进江口镇同福
村，大安组贫困户刘金连高兴地说。

江口镇晨华生态油茶庄园负责人张晨告
诉记者， 他们通过“合作社+油茶庄园+贫困
户”模式发展油茶产业，在同福村新建的庄园
按比例分成， 其中农户得30％、 村集体得
20％。为保障生态扶贫成效，衡南县纪委监委
着重对油茶庄园建设中部分项目进度和资金

“趴账”现象进行督查督办，让老百姓真真切
切得到实惠。

纪律护航下，发展得到保障。目前，该县

已有32个贫困村建成村集体油茶庄园， 惠及
2835户贫困家庭，预计发放产业扶贫资金680
余万元，已发放366万元。

危房变成了暖心房
“大爷，您好，我们是县纪委的工作人员，

请问您拿到危房改造补助款没有？ 有没有人
向您收取好处费？房屋质量怎么样，住得舒适
吗？”

“补助款一分没少，就是房子有点漏水。”
松江镇果塘村毛同组贫困户李玉发回答道。

近日， 衡南县纪委监委扶贫督查组在走
访李玉发家时发现其住房存在漏水问题。原
来， 今年55岁的李玉发在2014年被评议成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他的住房二层是预制板，防
水效果不好，出现漏水现象。

发现问题后， 督查组立即督促当地政府
及驻村工作队为其解决房屋漏水问题。 松江
镇政府和驻村工作队通过多方筹资并积极组
织党员、组长帮工帮劳，为李玉发彻底解决漏
水问题，危房变成了暖心房。

今年来， 该县纪委监委多次组织开展扶
贫领域农村危房改造检查监督， 并通过公布
举报电话、接受信访来访等形式，重点看是否
存在干部违纪违法行为， 督促危房改造主责
部门和各村严把审核关、质量关。检查发现，
个别镇、村还存在危改对象底数不清等情况。
目前，已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交办，要求相关单
位限时整改到位，切实为贫困户排忧解难。

“清单化”督查教育扶贫
“从银行取到这些钱时，我真的很开心。

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关心我们这些困难
老百姓。”谈起拿到的补助款，郑启志笑开了
花。

郑启志家住栗江镇长坪村团结组， 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本人受长期慢性病困扰，失去
劳动能力，生活十分窘迫。他的女儿郑某正在
上学，但因当时未向就读学校申请，一直没有
得到贫困补助。

在开展“四不两直”监督检查时，县纪委
监委发现了这个情况。经查，郑某有三个学期
没有享受到教育扶贫资金。 县纪委责令栗江
镇中心学校将每期1000元共计3000元的补
助款，打到郑启志的扶贫卡上，有效解决了其
女读书问题。

为确保每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都能
享受到国家政策资助， 该县纪委监委将教育
扶贫纳入扶贫督查的重要内容， 对教育扶贫
工作进行“清单化”督查，紧盯突出问题，实行
靶向“诊疗”。

县纪委监委通过对建档立卡户的全面摸
底，发现由于各省市政策衔接等方面原因，全
县有3000多名在外地就读的贫困学生没有享
受到教育资助。县委、县政府研究后，明确对
2017年秋至2018年秋三个学期没有享受资助
的贫困学子， 由县财政统一安排资金进行补
发，共补发教育资助金466万余元。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见习记者 唐璐）
5月19日， 肯德基湖南首家天使餐厅举行
“自强不息，逆风向前”公益活动，残障员工
比划着手语，以“无声胜有声”的方式向大
家展示着自己从“受助”到“自助”的蜕变。

据了解，“天使餐厅” 是肯德基关爱残
疾人士， 助其实现自我价值的公益组残模
式， 通过这一模式， 给予更多残障青年以
“爱的肯定”， 帮助残障青年更好的融入社
会，实现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

同日，以“城乡约定、梦想放飞”为主题
的拓展活动在长沙市上善助残服务中心举
行，残疾员工现场展示了图书包装、种菜、

养殖等技能。目前，该中心已为30余名残
疾人解决就业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5月15日， 长沙市还开
展了以“亮出你的绝活，说出你的故事”为
主题的助残日活动。 残障人士现场表演毛
笔秀、车技秀、棕编秀等技能，向观众展示
了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坚韧品质，为
广大残疾人朋友树立了榜样。

据介绍，长沙市残联把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摆在工作的首要位置，做好“扶志”这篇文
章，开展“三免一补一提供”（免学费、免住宿
费、免餐费，补贴意外保险，提供就业推荐）精
准培训服务，多渠道拓宽残疾人就业途径。

衡南紧盯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铁纪严规护民利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 （记者 陈勇 通
讯员 廖剑波 祝林书）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
悉，我省将开展优秀村规民约（居民公约）
征集遴选和宣传推介活动，省民政厅近日
已向各地下发文件进行专门部署。

去年年底，民政部等7部委出台《关于
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
见》，要求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在
城乡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完善党组织
领导下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省
民政厅结合我省实际推出专项活动，旨在
挖掘、 展示和推广湖湘优秀村规民约、居
民公约，引导全省各地加强和完善城乡社
区治理，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促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落地生根。

据了解，本次活动的征集范围是：围绕
维护生产生活秩序、维护社会治安、履行法
律义务、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制
定或修订的村规民约、社区居民公约等行为
规范。体例可以包括条款式、三字俗语、顺口
溜、山歌民歌等各种形式。征集条件是：依法
由村（居）民会议制定或修订，并报经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备案审查，内容合法实
用；组织实施时间1年以上，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制定或修订，能够正确规范村（居）民
之间、村（居）民与集体、集体与国家、本村
（社区）与邻村（社区）的关系；能够充分反映
当地自然历史状况、风俗习惯、文化传承等
因素，贴近生活、切合实际、通俗易懂，避免
对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简单重复。

我省开展优秀村规民约(居民公约)
征集遴选活动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王成奇）5月20日， 由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与湘潭大学共建的全
国首个检察公益诉讼理论研究中心， 在湘
潭大学正式揭牌成立。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是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举措。成立
后的检察公益诉讼理论研究中心， 将着眼
于履行好“公共利益代表”的职责使命，积
极发挥理论研究平台、实践探索平台、人才
培养平台作用，通过课题攻关、学术研讨、
人才交流等方式形成一批高质量的理论研
究成果， 实现检察公益诉讼理论研究与司
法实务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进一步推动和

完善中国特色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建设。
当天，“新时代检察公益诉讼韶峰论

坛”也同步举行，来自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实
务专家、相关机构和行业代表、国内部分高
校专门从事公益诉讼研究的学者等共聚一
堂， 深入探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运行中的
新案例、新问题、新思路，为共同推进检察
公益诉讼理论与实践的持续、 快速发展贡
献智慧。

湘潭大学是最早关注公益诉讼理论与
实践的学校之一，早在2000年该校就组建
公益诉讼研究团队， 经过多年积累已取得
丰硕成果， 为进一步开展检察公益诉讼研
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全国首个检察公益诉讼理论研究中心
在湘大成立

拓宽就业途径 实现精准脱贫
多场全国助残日活动在长举行

衡阳警方破获特大生产销售伪劣假酒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