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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BCD���>���
������%���S ��^�
%����X����` R

)*+,-!��hr���S
%e ¡nVn¢S £¤�¥�?
@¦§ >¨©ª

)*./012! «+¬i
®X�¯°�±²¯°³Vh�´µ
{�¶hS·^¸h¹}º¥�»I
¼-½¹�e$¾K¿ÀÁÂh¹�
ÃVÄÅ� e$%ÆK(-.³Á
Âh¹� I+<=?½hK(Ç^

È�w%ÆZ[ÁÂ>ÉÊ� Ëg
Ê�ÌÍÊb!Î¿Àb�ÏhÐ

345678! �-_ÑÒÓ
/0ÔÁÂÒÕ Ö-_×Ø�(�%
�ÙÚÛ4Ü%ÆZ[³+�ÝÞ
ÛßOÐ

9:3;<=>?@!
àáâ ãáâ
>?AB!0,+!34.4.20+!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0,+!34.4.20!2
5 5 5 5 >?CD! a01äåæYç
èé~êë ",1 ì

9:EF" GHIJKLM0
NOAB!íáâ

>?AB!0,+!34.4.20/!
! ! ! !PQRSTUV:WX583
YZ[\]3Y

!"#$ ^ ## _ #$ `

!"#$%&'()*+,-./012-.

!"#$%& !! ! !" "# $%&'()*
+,-./012345678
9:;# <=>?@A #$$ BC
DEFGHIJKL"MN$%O
@PQ348RST?UVWXY%
Z34"[\IJK]^_`VW
aX b9:;cdefX

ghiYjklm`nopqb
Srst/uvwKMN$%O@
PQxyz{|}` ~r|}K�
�Y�HVW��rbK/u���
����~rK �A�����`
���`��D`VW��I��
�@��X
!"#$!%&'()*+,

!! ! & "K������' 
¡¢£¤PQI¥ '( ¦§�¨@

©ª«K ¬¡£¤®.¯°±²
³´µ¶·KPQ0u¸?I¹ºX

YI¥ '( ¦§�¨@©ªKP
Q»¼½´¾X b' ¡¢£¤P
Q678¿ÀK) Z34"ÁKO@
PQÂÃÄfI¥©ªBCKÅÆ
YÇ?U`ÇÈi`ÇÉÊbVWË
ÌKÍÎÏÐÑÒv?1Ó1ÔÕ
ÖX

×Ø2K! Ù !( !MNÚ%O
@PQÛÉÜ *(&( ÝÞK ÍÎ
%"+ ßàáâ¢ãJä@ÕÖK�
åæ�ç\èé= "(( ÝÞX
-./0!12345657

YIêë\ìíî<?Ï@Ke
ï�ðvñIßX b!! ! !! "KÚ
%Êò&òóôõö÷øøHùú

ûßüêý�[3KìíJÐä@K
þìÿ!i"#üêý�O@VW
YÇ$�b�%&æ'½X

Yef(Srst)r��¬
0®K Êò& +((*æüêý�%
&æ+,m�~rîþIêë\«
-.-g½��<@X bÊò&O@
PQ678/K %&æ½0(Iê
ë\«123Ö@BCK 45`6
7`J8°K<@9:½;��X

�<ÎÖ@Y��=bKÊòO
@PQST>ä?%�`@ABK2
Á>CDEüêý�Ö@9FK/
G�HãJIJ<KK ÍL�MN
OÕK45`67`J8`<@½LP
Ã�KQR%&S T"ñÜIGX
!!"# !$% &'("

!"#$%&'()*+,-./

!)*+,!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刘笑贫）今天，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湘江环境资源法庭公开宣判首例跨行政区域审
判的环湘江流域环境公益诉讼案件。4名被告因
非法转运、倾倒、处置危险废物损害环境，一审
被判决支付危险废物处置、应急监测、鉴定评估
等相关费用共计57.5万余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6月，岳阳市云溪
区天顺化工厂相关股东通过商议，由郑某林
负责通过正规途径处置化工废液。 郑某林
后找到彭某保， 请他帮忙处理化工厂残留
废液。彭某保又找到彭某和张某新，一伙人

分批次将136余吨废液放置衡山县开云镇
板桥村一家工厂内。不料，废液在卸货时发
生泄漏，被群众发现并举报。2016年3月，公
安机关成立专案组调查此案， 该批化学残
留液被衡山县公安局扣押， 现存放在当地
一家环保公司。

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和省环境风险与
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接受省环境保护厅的
委托， 对这次环境污染案件中造成的损害进
行鉴定评估。评估意见认定，本案中的污染物
来自天顺化工厂，属《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
的危险废物。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通讯员 刘紫娟）“以
前申报租赁补贴，要提供7项材料，等6个月才能
领到补助。现在只要带上身份证和户口簿，当月
申请当月就可领到。”近日，津市新版便民服务
数据查询系统正式上线， 助推政务服务提质增
效，办事群众对此交口称赞。

自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 津市市纪委监委以专项整治为
契机， 牵头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方面突出
问题，紧盯政务服务不优这一重点，会同市房
管部门开展调研，加速打通“一件事一次办”
“最后一公里”。

通过分析研判、技术攻坚，以打破数据壁垒

为突破口， 正式上线新版津市市便民服务数据
查询系统。在公民信息数据联网查询的基础上，
新增现场打印证照、数据统计分析、数据推送等
功能，实现平台可办、电脑能办、微信公众号快
办、现场即办。同时，从源头治起，减少中间环
节，预防腐败发生的可能。

截至目前， 津市市与群众生产生活关系
最为密切的身份证办理、低保申领、失业登记
等38项服务事项审批权限， 已全部下沉到镇
（街道）、村（社区）。每个村（社区）聘请一名代
办员、配置一枚“行政审批专用章”、公示一份
“作风监督热线”， 交上了主题教育的一份合
格“答卷”。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肖强）文明城市，不仅有“车让人”，也需要“人
守规”。从11月18日起，长沙交警启动对行人闯
红灯及在马路随意穿行、进入隧道、高架行走
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前不久， 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布了
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的试行标准， 引发广大
市民关注。有市民认为，构建文明城市，需要
车辆、行人共同努力，但一些行人连基本的道
路交通规则都不遵守， 遇到机动车礼让同样
不能快速通过。

据介绍，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

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 应当走人行横道
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
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 长沙交警将对
有交通违法行为的行人处以20元以下罚款。同
时，由于隧道、高架桥的空间相对封闭，车速较
快，行人和非机动车进入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容
易引起交通事故，且隧道口、高架桥入口都设有
禁止行人、非机动车进入隧道的道路标识，一旦
违反交通法规，长沙交警也将依法查处。

长沙交警提醒，为了生命财产安全，请广
大市民遵守交通法规，行人过马路，应当走人
行道及按信号灯指示通行。

不仅“车要让人” 而且“人要守规”
长沙交警严查行人闯红灯、随意过马路等行为

非法处理工厂废液 4名被告被判支付57.5万余元

湘江环资法庭敲响跨行政区域
环境资源案第一槌

津市：

“智慧”引路，让群众少跑路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刘政忠）近日，省委党校中青班第二
党小组学员在新晃侗族自治县鱼市镇华南
村，开展为期5天的驻村入户体验培训。学员
们把课堂搬到乡村， 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当群众的亲人，拜群众为师。期间，学员们帮助

华南村争取到108万元扶贫项目资金。华南村
授予学员和带队老师“荣誉村民”。

体验式培训期间，9名学员和1名带队老
师走访慰问了吴敬福、吴承金、杨润桃等11
户村民，并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学员们与驻
村扶贫工作队队员、村支两委干部以及群众

代表一起，召开了共商发展“诸葛亮会”。针
对华南村的现状，大家结合走访调研和座谈
发现的问题，分别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如加
大发展乡村旅游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系统推
进厕所革命，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发展村集体
经济，实现华南村乡村振兴。

在华南村，学员们发现，村里环境十分
好，家家户户干净整洁，连烟蒂都看不到，纷
纷给予点赞。在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村支两委
努力下，华南村建立起垃圾银行，村民可用
垃圾到固定的兑换点兑换日常用品。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金辉

“你们所从事的戒毒工作和我从事的环
卫工作一样普通，没有高科技，但只要用心
工作， 小岗位也会有大作为。”11月18日，党
的十九大代表、岳阳市环卫中心道路清扫保
洁队队长邓伟，跟岳阳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民
警分享自己的工作体会和人生感悟。

当天， 戒毒所邀请邓伟为100余名民警
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报告。身为退
伍军人的邓伟，23年来一直坚守自己“为人
民打造更好生活环境”的初心，坚持工作在
环卫一线，甘当“城市美容师”，每天平均工
作14小时， 放弃节假日和双休日500多个，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她先
后荣获“岳阳市劳动模范”“湖南省巾帼建功
标兵”“湖南省先进工作者”称号，并以党代
表身份出席湖南省第十次、 第十一次党代
会。2017年5月， 邓伟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
表，光荣地出席了党的十九大。

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邓伟没有沾沾自
喜，始终坚持“脏了我一人、干净千万家”的
初心，坚守在环卫清扫岗位。她还跟大家讲
述了自己出席党的十九大的感受：“参加党
的盛会， 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基层的决心；这
是我一辈子的荣誉，也是我们每一个基层奋
斗者的荣誉。”

作为标兵、模范和全国党代表，想过换

个舒适的环境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是个永恒的主题，对于我来说，就是要始
终牢记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 立足岗位，
脚踏实地，在普通的街道环卫工作中追求
卓尔不凡的工作成效。” 邓伟接地气的语
言和事迹，引起民警们的共鸣，大家报之
以阵阵热烈的掌声。

邓伟在“小岗位”上的“大作为”，让现场
民警们羡慕不已， 更为她20多年的初心坚
守心生敬佩。“我常为戒毒人员的难管难教
感到头痛，甚至怨天尤人。”戒毒所民警刘
军感慨道，“跟邓伟的日晒雨淋终不悔比起
来，我缺乏的是毅力；从她身上，我找到了
努力的方向。”

“小岗位也会有大作为”

当群众亲人 拜群众为师
省委党校中青班学员在新晃开展体验式培训

“扶贫车间”
促就业增收
11月18日，通道侗族自治县双

江镇塘冲村“扶贫车间”，驻村扶贫
干部在了解服装生产情况。近年，该
县农业农村局驻村扶贫工作队采取

“企业+车间+贫困户”的模式，引进
服装、家具、农产品加工等企业进驻
该村创建“扶贫车间”，有效促进了
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刘强 左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