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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刘杰 柳玉清

11月12日上午，澧县城头山镇司
法所所长肖俊冒雨来到大兴村，察看
村民蔡德菊家的农田沟渠是否修好。
发现雨水畅快流通，协调数月的邻里
纠纷解决了，肖俊心里一块石头落了
地。

“因为沟渠排水的事和邻居闹矛
盾，我上访了好多次，多亏你给我办
好了，‘救人英雄’就是不一样！ ”蔡德

菊感激地对肖俊说。
在当地， 肖俊有“救人英雄”之

称，这要从今年初的一个故事说起。
1月7日下午，肖俊驱车去县城

报送材料， 途经梦溪镇缸窑村时，
发现道路被堵。 下车一看， 原来前
方有辆车翻进了池塘， 只剩车尾露
出水面。 旁边群众说， 车里人还没
出来。

当时天寒地冻， 地上覆盖着冰
雪。水中车子越沉越深，情况危急。肖
俊毫不犹豫，脱下棉衣，纵身一跃，跳

进了刺骨的水中，用拳头使劲捶打车
窗玻璃。 但捶打了几分钟，始终无法
打开车窗。

塘底尽是淤泥，肖俊准备向岸边
寻找石头等硬物。 这时，有村民递过
来一把锄头，肖俊奋力用锄头敲碎玻
璃，将被困人员救出。

“当时小孩泡在水中，脸色苍白，
真担心救迟了。 ”肖俊说，他将小孩救
上岸，再返身救车里的大人。 热心群
众将大人和小孩接送到附近农家烤
火，冻得瑟瑟发抖的父女两人好久才
缓过神来。

大家想起， 救人者还没进屋烤
火，赶忙去找。 这时，肖俊已拾起地上
棉衣，悄悄离开。 肖俊说，当时为便于
救人，下水前边跑边脱衣服，没想到
太冷了，冻得连手臂弄出血了都不知
道。

回到家中，爱人刘音见肖俊手臂
出血，忙陪着他去医院包扎。 晚上8时
许，肖俊在医院治疗时，表达关切的
电话接二连三打了进来。

原来，肖俊水中救人的场景被围
观群众拍下视频， 发到了微信朋友
圈。 有人通过视频认出，救人英雄便
是肖俊。

“没有肖俊见义勇为，我和女儿
不是被淹死，就会被冻死。 ”被救者、
梦溪镇三合村村民赵勇说，当时他带
着2岁的女儿从外地回家， 在避让摩
托车时不慎坠塘。

近日， 记者和肖俊来到事发地，
当地村民一眼认出了肖俊，搬出凳子
请他坐。 村民王美兰说，她目睹了小
车从坠入池塘到人被救起的全过程，
对肖俊称赞不已。 75岁的村民彭启仿
称肖俊是“大英雄”，了不起！ 老人还
拉着肖俊合影，说要教育子孙，像肖
俊一样，做一个热心助人、见义勇为
的人。

肖俊只是笑了笑说：“正好路过，
就帮一把，这是我应该做的。 ”

在肖俊的英雄行为带动和影响
下，澧县今年涌现出见义勇为行为10
多起。 肖俊也被评为“湖南好人”“常
德市优秀共产党员”， 被省司法厅记
二等功。

澧县司法局局长何雪松介绍，肖
俊平时工作勇于担当、 尽职尽责，尽
心尽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用实
际行动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
使命。

■点评

严寒的天气下，肖俊奋不顾身跳
入冰冷的池塘救人，受到当地群众称
赞。 而他在平时工作中，也勇于担当、
尽职尽责，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个党
员干部的初心使命。

肖俊用行动证明 ， 伟大出自平
凡，英雄来自人民。 只有坚定理想信
念、坚持不懈奋斗 ，才能在危难时刻
挺身而出，尽显英雄本色。

� � �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蒋超 欧宇馨 )今
日， 记者从永州市举行的全面推
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该市优化营商环境、打
造高效法治政府又有新动作：全
市各行政执法机关在实施行政处
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行政征
收征用、行政许可等执法行为时，
必须全面确保执法信息公开透
明、执法行为过程信息全程记载、
执法全过程可回溯管理、 重大执
法决定法制审核全覆盖， 全力提
升行政执法社会满意度。

为此， 永州市出台全面推行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
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
核制度（简称“三项制度”）工作
方案， 聚焦行政执法信息公开、

执法过程记录、审核机构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要求该市行政审批
服务局、市司法局、各县区人民
政府牵头，落实好行政执法公示
责任、 执法全过程记录责任、重
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责任
和信息化建设责任。 该市行政执
法监督信息平台还将结合“一件
事一次办”“双随机、 一公开”等
平台信息，实现横向统筹，发挥
最大效力。

目前， 永州市成立了由市长
担任召集人的全面推行“三项制
度”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各县区人
民政府、 市直各行政执法部门也
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案。 同时，强
化监督检查和跟踪评估，推动“三
项制度”落实落地，真正让群众感
到公平正义，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 � � �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 （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印俊闻 ）“喂，市
医保局吗？ 安乡县兴盛医院引诱
病人住院骗医保。 ”近日，一个举
报电话打进常德市医保局， 该局
随即组成调查组， 赶赴该院突击
检查。 经核实， 该院存在挂床住
院、利用阴阳处方串换药品、虚开
理疗及检查项目、 超物价标准收
费等情况。

自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像这样的
突击检查， 常德市医保部门已检
查覆盖229家协议医疗机构，查处
违规医药机构109家，追回基金及
违约金696万元。

为了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绝
不让医保基金成为“唐僧肉”，常
德市医保局将主题教育与廉政建
设深度结合， 打出了一系列组合
拳。 出台医保工作人员十二条禁

令，制定廉政风险防控手册，明确
各科室岗位廉政风险点。 重点整
治医保工作人员内外勾结虚报冒
领、弄虚作假骗取套取医保金，优
亲厚友、 索拿卡要或收受礼金礼
品，收受回扣、贪污侵占等问题。
开展全市医疗保障领域漠视侵害
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 严肃查
处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骗取
医保基金问题。

特别是今年8月以来，该局启
动了打击欺诈骗保突击检查，检
查组20多人兵分三路，随机抽签，
现场亮明证件， 全程摄像突击检
查， 重点查处诱导住院、 盗刷冒
用、伪造文书、虚列费用、串换药
品5类恶意欺诈骗保行为。 此外，
还通过举报电话等广泛收集违规
线索，组织审计监督、医疗审核等
专业人员明查暗访， 坚决管好群
众的“救命钱”。

� � � �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 （记者 郑
旋 通讯员 彭娟 张海双）近日，长沙
市岳麓区市场监管、城管、公安等多
部门联合梅溪湖街道办事处， 出动
200余名执法人员和工作人员对梅溪
湖片区内传销窝点展开精准打击行
动，拉开了一场为期60天的打击传销
集中攻坚战序幕。

在家兴苑小区2单元， 执法人员
手拿单元楼房号，分成多个执法小组
直接上楼对涉嫌传销人员租住的房
屋进行清查整治。 记者跟随一组执
法人员采访发现，有4名涉嫌传销人
员系惯犯， 已在该小区多次转移传
销窝点。 查处涉传人员后，执法人员
将其手机、 传销资料等部分传销物

品进行了收缴。
近年来， 梅溪湖片区开发力度

持续加大，农民安置小区分布集中，
由于出租房屋价格低、 管理相对不
完善，滋生不少传销窝点。 对此，梅
溪湖街道前期以网格化工作为抓
手，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
抵制传销全方位宣传， 清查出租房

屋4500余户， 摸排疑似传销窝点30
余处。

“传销人员藏匿于安置小区隐蔽
性强，一般居民很难辨别，只有通过
执法查证手机通讯录、微信等工具资
料，才能识别。 ”梅溪湖街道市场监管
所所长陈平贵介绍，当日行动共清查
出租房屋39处，捣毁传销窝点7处，抓
获涉嫌传销人员20人。据悉，接下来，
梅溪湖街道还将在全街范围内，每周
持续开展精准打击传销行动。

永州“三项制度”
打造高效法治政府
全面确保执法信息公开透明

打出“组合拳” 管好“救命钱”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肖俊：纵身一跃践初心

长沙梅溪湖捣毁7处传销窝点

� � � � 11月11日， 肖俊（左一） 在协调处理邻里纠纷。 柏依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