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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刘燕娟 通讯
员 冉春雷）22日，湘潭市纪委监委通报6起涉黑
涉恶涉黄赌毒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典型案例。

6起案例中，湘潭县石潭镇党委政府、县公
安局石潭派出所等部门对张议涉恶团伙犯罪滋
生壮大、 坐大成势失职失责问题较为典型。经
查，以张议为首的涉恶团伙以暴力、威胁或其他
手段，在石潭镇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犯罪
行为，扰乱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极为
恶劣影响。 而石潭镇党委政府自2011年以来，
对张议利用城建监察中队队长（聘用）和市场承
包人身份多次擅自提高农贸市场服务费标准、
巧立名目收取费用监管不到位； 县公安局石潭

派出所对张议涉恶团伙长期以来违法犯罪活动
定性不准、查案不力，放任纵容；县发展和改革
局对张议等人收费项目没有监管检审， 对其乱
收费行为监管不力； 石潭镇正街居委会党支部
明知张议现实表现劣迹斑斑， 仍吸收其为预备
党员并依然按期转正，发展党员审核把关不严。

石潭镇原副镇长郭安明、原工会主席向庆
华，原规划建设环保站站长盛小虎分别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石潭派出所民警王斌、阳京锋、周
文祥分别受到政务警告处分， 时任所长易义
超、民警陈日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
大过处分；石潭镇正街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居
委会主任许利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宣传委员

许启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石潭镇原党委
书记刘奇志等9人分别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另外5起被通报的案例分别是： 雨湖区鹤岭
镇立新村党总支书记赵杰涉黑涉恶腐败及有关
人员充当“保护伞”、失职失责问题；岳塘区税务局
税务一所副所长王希平收受谢韬涉黑组织贿赂，
徇私舞弊涉黑涉恶腐败的问题； 湘潭市公安局高
新分局民警陈泉胜、谢子良等人为张凯、欧阳彩涉
黄赌毒组织充当“保护伞”及有关人员失职失责问
题； 湘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雨湖大队民警王山明
为戴俊涉恶组织充当“保护伞”及有关人员失职失
责问题； 湘乡市原国土局城区分局局长刘良平等
人为周仕明涉恶组织充当“保护伞”问题。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向云清 米承实 叶丽君

10月20日，记者走进位于渠水河畔的会
同国家湿地公园，放眼望去，园里树木葱翠，
花草相依，美不胜收。

“扫黑除恶严惩了强揽工程的‘村霸’，不
然进度不会这么快， 公园也不会有这么美。”
怀化市湘潭商会常务副会长陈仕武介绍。

2017年5月，会同国家湿地公园开工建设。
陈仕武负责工程施工和管理。 该工程位于会同
县林城镇大桥村，杨建军、宋爱军等村民没有施
工资质，却强揽工程，浪费了材料，拖后了工期。

“更可恶的是，土石方工程他们不许外面

的机械进场， 若进场每车土方要收50元，挖
机每小时收30元。”陈仕武气愤地说，还有一
次浇注砼时， 运砼车辆晚上8时不到就被阻
工，说是扰民，白白浪费一车砼，损失近万元。

当时， 会同县三角塘水厂原址改扩建工
程也在大桥村，杨建军、宋爱军等村民强揽取
水泵房土石方工程，并多次煽动村民阻工。

多行不义必自毙。会同县公安机关掌握了杨
建军等“村霸”涉嫌犯罪的线索后，在2018年春节
前雷霆出击，将大桥村的恶势力团伙一网打尽。

2018年11月29日，杨建军、宋爱军等7人涉恶
团伙，因犯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被法院一审
判处2年3个月至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处3万
元至5000元不等的罚金。村党支部因落实扫黑除

恶工作不力被定为软弱涣散党组织，镇党委、镇纪
委依纪对村支书、村主任进行了处理。

“没了干扰，2018年春节工程复工，一年
多来安安静静，施工顺利。”陈仕武说，现在工
程进入扫尾阶段。

漫步公园 ， 散步休闲的市民三三两
两 ， 一群老人在
鼓 楼 里 打 太 极 。
“家 门 口 建 这 么
漂 亮 的 公 园 ，我
可以经常带孩子
来玩 ， 呼吸新鲜
空气 。”市民粟春
芳高兴地说。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名片】
湖南少儿出版社低幼图书事业部，2011

年底成立，是中南传媒首批事业部制运作的
编辑部。9名成员，除了一位独立编辑，其他
均为80、90后年轻人 。2016年成为该社首个
突破亿元码洋的事业部， 连续3年实现发货
码洋破亿元，2018年高达1.2亿元，是名副其
实的“亿元事业部”。

【故事】
10月18日，快下班了，向晶又忍不住打

开网页，看到她当责任编辑的《德国注意力
培养大画册》，评论超4000条了，很多家长
夸赞，心里甜滋滋的。

90后的向晶虽然2017年8月底才加入
低幼图书事业部， 但已是单独做了6套书的
责任编辑了。“我是水瓶座， 想象力丰富，做
童书正好发挥我的特长。” 向晶非常热爱自
己的工作， 因为是一个两岁孩子的妈妈，她
在引进版《德国注意力培养大画册》上，增加
了自己精心写的100多种动植物的介绍，特
地录了音频，孩子只要扫描二维码，就可听
到悦耳的动植物知识宣讲，她还加了多处比
异同的设计，让小读者们阅读兴趣大增。

向晶的“老大”叫聂欣，是个80后，2018
年4月才挑起低幼图书事业部主任的重任。
记者走进他的办公室， 发现他已被儿童画、
玩具书和各种童书衍生产品包围。现在做童
书可不容易，受数字化阅读的影响，很多出
版社转战少儿书，低价竞争、同质跟风现象
严重。曾是文学青年的聂欣有什么应对市场
的高招吗？

没想到聂欣已练成“三招”。 第一招是
“原有品牌改版升级”，如把畅销的《青蛙弗
洛格的成长故事》开发了玩偶书、拼图书、翻
翻书、贴纸书；《阳光宝贝》卡片更新换代成

了撕不烂可变色的趣味涂鸦卡， 不断的加
印，证明此招快速见效。第二招是“引进版本
地化”，敏锐捕捉潮流和中国家长心理，从引
进图书中提炼出适合中国孩子成长的主题
和元素。比如刚引进的法国绘本《掌间活力》
是为了“出征”明年奥运会而准备的，而英国
绘本《棉花球老鼠》则切合中国家长对孩子
独立出外闯荡期待与担忧并存的心理。第三
招“开发原创童书”， 这是团队响应国家号
召， 在社领导的指导下确定的发展方向，是
他们立于不败之地的核心竞争力。《蔡皋的
绘本世界》《童心童谣绘本》《中国故事绘》都
是地道的湖南少儿社原创，还有《一年·中国
农耕民俗绘本》《跑步》《童年的天空》等原创
作品正在推进，值得期待。

作为团队“老大”，聂欣的第二项功能是
开发每位成员的特长。“罗柳娟经验丰富，主
做项目统筹；巢晶晶英语很好，负责引进版
权；杨梦笔文笔很好，做原创绘本；王雨铭是
美编，热情善沟通，可做营销；向晶、石林有
创意、有冲劲，可以开拓新板块；司马楚云做
美编，要求完美……”聂欣最自豪的是，“我
们部相当于一个小出版社，每个人都是职业
经理人。”

1987年出生的杨梦笔已做了8年低幼
图书，她证明聂欣所言不假：“主任给我们的
空间大，机制灵活，个人价值实现和获得感
都很强。”杨梦笔喜欢这个日常毒舌互怼，但
又并肩作战，一提要求大家都来帮忙的小集
体。从图书的选题开始到联系作者、花式催
稿、撰写营销文案、紧盯印刷厂、线上线下跟
进读者反馈、组织活动等，每个人都在挑战
自己，练就十八般武艺。杨梦笔告诉记者，她
最大的愿望是编出一本情节结构精彩绝伦、
让人拍案叫绝的儿童冒险类图书。

“出一本孩子最喜欢的书”，这是低幼图书
事业部每一个人的愿望。也许，这个最简单的
愿望正是这个团队成为“亿元事业部”的动力。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唐亚新 通
讯员 雷文明 吴多拉）今天，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通报两起酒驾醉驾典型案例。

2018年11月22日12时许，陈某某（血液
酒精含量：129.924mg/100ml）驾驶无牌摩托
车行驶至岳阳市岳阳楼区洞庭大道洞庭汽车
站路段时与行人符某某相撞，造成陈某某、符
某某受伤的交通事故。2019年5月8日， 岳阳

楼区法院一审判决陈某某犯危险驾驶罪，判
处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2019年3月11日16时许，黄某（血液酒精
含量：129.4mg/100ml） 驾驶湘NH5411号两
轮摩托车行驶至怀化市鹤城区滨江北路龙晟
饭店门前时， 与丁某某驾驶的湘NG9530号
车相剐蹭， 湘NH5411号两轮摩托车倒地后
又与行人彭某某、陈某某相撞，造成彭某某、

陈某某受伤及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 法院一
审判决黄某犯危险驾驶罪， 判处拘役4个月，
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

据了解，近年来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坚持严格
执法， 严厉整治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喝酒不
开车，开车不喝酒”已成为广泛社会共识。但酒后
驾驶有其顽固性和反复性， 部分驾驶人心存
侥幸，肆意酒驾醉驾，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
来损失。仅在今年国庆期间，全省公安交管部
门就查处酒驾醉驾2330起。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通报这两起典型案例，旨在推动巩固“酒后
拒驾”意识，希望所有交通参与人以案为戒，
杜绝侥幸心理，坚决拒绝酒驾醉驾。

“村霸”倒了，
公园美了

“亿元事业部”：

出一本孩子
最喜欢的书

� � � � 充满青春活力的
湖南少儿出版社低幼
图书事业部员工团
队。 通讯员 摄

“保护伞”没了，团伙垮了
湘潭通报6起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典型案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省交警总队通报两起酒驾醉驾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