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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甘艳 王天花

10月22日，一场秋雨后，宁乡市金洲镇关山
社区六组村民陈国华站在家门口新修的水泥路
上， 高兴地对记者说：“现在再也不用为下雨一脚
泥而烦心了，这还得感谢上次的‘屋场夜话’。”

去年8月的一个夜晚， 镇村干部和30多名
村民代表围坐一起拉家常，困扰多年的烂泥路
问题被提了出来。会后，修路即被提上镇村工
作日程。

近年来，宁乡探索开展“屋场夜话”，市镇村三
级干部利用群众夜间休息时间，定期下到所联系
的村组召开屋场会，深入一线了解民情，帮助群众
解决问题。小小“夜话”，成为纠治官僚主义、锤炼
干部作风、 维护群众利益、 提升群众满意度的大
“平台”。

把话筒交给群众，揪心事有人管

“我们村最大的问题就是路灯不亮，花了不
少钱，现在都成了摆设。”9月20日晚，在喻家坳乡
喻家坳村孝德广场上的“夜话”中，村民胡喜全反
映了全村人头疼多年的问题。

原来， 该村于2015年启动了乡村亮化工程，
时任村支部书记文某某接受私营业主谢某的请

求，私自将项目交给谢某，并收受了其谢礼。因未
签订正式承包合同， 项目无法结算和支付尾款，
800多盏路灯缺乏及时管护，变成摆设。

“乡亲们请放心，这笔‘旧账’我们一定会管到
底。”联村干部、喻家坳乡人大主席刘南科告诉村
民，目前已对文某某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将
与施工方协商维修损坏的路灯， 工程尾款通过村
民代表大会共同商议解决。

“以前找干部要到镇上、村上去，现在上访变
下访，老百姓心里暖。”宁乡市纪委监委负责人介
绍，2017年以来，全市已举行1.1万场屋场夜话，为
群众解决了4500多件揪心事。

把决策权交给群众，基层事大家议

7月31日晚8时，夏铎铺镇长龙新村的屋场会
正在讨论征拆款分配的问题。近年来，岳宁大道、
金唐公路的修建，给长龙新村带来了发展机遇，也
带来了征拆款的“分配烦恼”。

“如果分配问题不处理好就会扯皮。”嵇龙片
十组组长罗国强说， 本组获得了50万元征收款，
如何分配这笔钱，全组40多户都十分关注。

“现在跟大家通报一下征收款的情况，怎么
分配，希望大家从大局出发，商量一个分配方案。”
罗国强通过“屋场夜话”、村民会议等方式多次向
村民通报和商议。最终，大家经过举手表决商定了

分配方案，没有人因此而“扯皮”。
通过“屋场夜话”，让村民参与各类组级、村上

重要事务决策。“将一切晒在阳光下，决策更透明、
群众心里更敞亮，干部更有底气。”这是广大干群
的共同感受。

把问题交给组织，违规事有人查

“我再也不上访了，有了干实事的村干部，有
什么问题就直接找你们反映。”今年7月，灰汤镇新
风村老上访户王奶奶主动找到村党总支书记肖凯
说。

新风村曾是一个信访频发的地方， 为彻底解
决多年积累的30多个信访问题， 镇村干部通过

“屋场夜话”，听群众“吐槽”。
同时， 宁乡市纪委监委工作组在镇村调查近

两个月后，召开阳光信访答复会，对2016年以来
的信访问题逐一公开答复，对不实举报予以澄清，
对属实举报中涉及的违纪违规行为严肃查处，彻
底解决了大部分信访问题。今年6月以来，新风村
群众再未到上级部门反映问题，该村实现了“零上
访”的转变。

据统计，今年1至9月，宁乡市治安刑事立案
同比下降12.3%， 市本级信访人数下降49.2%。治
安好转和信访下降的背后， 是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满意度的逐步提高。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通讯员
刘贤安 记者 鲁融冰 )10月22日，公
安部发来唁电，对执行任务中牺牲的
安乡县公安局民警江贻文表示沉痛
哀悼，向其家属致以亲切慰问。

江贻文今年49岁， 生前系安乡
县公安局大湖口派出所教导员。安乡
警方在近日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发现
犯罪嫌疑人张某可能患有精神病，根
据法律规定， 需鉴定其刑事责任能
力。10月20日下午5时许， 江贻文和

辅警驾驶警车，带着犯罪嫌疑人及其
家属，从安乡出发前往长沙湘雅医院
司法鉴定机构。

当天晚上7时许， 车辆行至长张
高速益阳市资阳区路段时，发生交通
意外，导致江贻文严重受伤。

事故发生后，高速交警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处置，并通知120，将伤者
送往医院抢救。 江贻文因伤势过重，
于当晩10时许牺牲。 车上其余人员
伤势较轻。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刘燕娟） 记者今天从省纪委省监委
获悉，怀化市应急管理局原正处级
干部罗生贵，衡阳市南岳区人民政
府副区长、 区公安分局局长郭继
放，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
记、副院长、正处级审判员阳小云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
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长沙市雨花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工商联主席
叶松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目前正接
受监察调查。

据了解，罗生贵曾任辰溪县商务
局局长， 辰溪县建设局党组书记、局
长， 怀化市煤炭工业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等职务。2015年8月， 任怀化市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调研员， 同年9
月退休。

郭继放曾任耒阳市公安局政
委，衡阳市公安局网监与行动技术
支队支队长，衡山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公安局局长，南岳区公安分局
局长等职务。2016年11月至今任南
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区公安分局
局长。

阳小云长期在衡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工作，从助审员一步步走到党组
成员、 副院长。2017年9月至今任衡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
长、正处级审判员。

叶松曾任湖南环保科技产业园
管委会副主任、长沙市雨花城市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雨花区物
业管理中心主任等职务。2016年11
月至今任长沙市雨花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区工商联主席。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郑旋 通讯员 章迎春 徐岳） 记者今
天从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获悉，经
2个月缜密侦查， 该局成功破获一起
生产销售假酒案。

8月27日， 岳麓公安分局根据
线索，发现长沙市部分酒类销售门
店存在销售假冒茅台、五粮液等名
牌白酒的行为， 经查， 自去年3月
起，李某、王某等相互勾结、分工合
作，由李某购买设备，在开福区捞
刀河开设造假酒厂， 王某负责销

售。至破案时，已有1000余件假酒
流入市场。

10月17日， 该局组织警力，在
长沙岳麓、开福、天心、雨花4区同
步收网，抓获8名涉案嫌疑人，捣毁
制假窝点1处、仓库4处、销售门店4
个， 现场查获各类假酒2000余瓶、
制假空酒瓶1000余个， 案值200余
万元。

目前，嫌疑人李某、王某等4人被
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在进一步深挖
中。

宁乡：小“夜话”催生大变化 安乡民警江贻文因公牺牲

湖南4名处级干部被查

岳麓区破获一起制销假酒案
案值200余万元

党员干部
下田头
10月22日， 宁远县桐

山街道宝塔脚村何氏草莓
种植园，党员干部在帮助种
植户进行草莓松土、 除草、
浇水作业。当前，正是秋收
秋耕秋种忙碌时节，该县结
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
田间地头开展“为民服务解
难题”活动，指导和帮助农
民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
难题。

李萍 黄永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