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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刘燕娟）今
天，省纪委省监委会同有关部门，公布了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专项整治
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工作的第二批成果。

法院系统：在全省法院推进“审判质量、
效率和公信力提升年”活动，针对“案件积
压、拖延办案或超审限办案”等问题，严格落
实案件审限制度，每月通报结案率和人均结
案数，实行“积案清零工程”。截至10月底，全
省法院一年以上未结案件仅余241件， 同比
减少4000余件，下降幅度超过90%。

检察系统： 部署推进积案清理工作，清
理积案1091件，已办结750件。出台《湖南省
检察机关信访答复操作规程》，做到7日内程
序回复、3个月内作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直
接处理群众来信1390件， 实体性信访答复
647件。 对自查发现的1952个司法不规范问
题，督促责任部门逐一整改。

民政系统： 深入推进全省养老服务质
量建设专项行动，整改清除养老机构重大
风险隐患2349处，基本实现重大风险隐患
清零，符合《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的机构2243家，达标率为96%。全年资助新
建和改扩建老年人福利机构15所、乡镇敬

老院74所，资助民办养老机构消防达标建
设24个，资助县市建立养老设施安全联合
网络21个。

生态环境系统：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
76项整改任务，已完成整改57项，基本完成
整改4项，达到序时进度3项；交办的4583件
信访件已办结4582件。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交办的4226件信访件已办结4037件。省
级环保督察反馈的611项整改任务， 已完成
整改388项，192项达到序时进度；交办5715
件信访件，各市州办结5640件。

应急系统：梳理行政许可“办理依据”
41条、“申请材料清单”76类、 单位应提交的
“申请格式文书”39种、补充“办理流程图”
14个，以公告和政府信息发布《行政许可服务
指南》。保障安全生产环境，在线现场安全检查
202178次，立案6859起，处罚1.06亿余元，责
令限期整改86572家，责令停业整顿1929家。

林业系统：截至10月底，省林业局共收
集排查出各类问题35个，其中涉及“林业项
目申报、验收、资金拨付及林业执法办案、林
业行政许可办理中收受礼品礼金、土特产问
题”2个，“林地占有审批不规范及乱收费”问
题4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

续聘不精准、优亲厚友”问题10个，“专项资
金监管不力”问题19个，追缴违规资金7.76
万元。

扶贫系统：截至10月底，全省失学辍学
对象劝返率98.38%；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
率100%，综合报销比例87.54%，卫生室“空
白村”完成率96.44%；农村4类重点对象C、D
级存量危房开工率99.2%； 饮水安全问题解
决率94.36%。

通信管理系统：9-10月，各电信运营企
业共受理故障类用户投诉、 申告11.8万起，
故障申告平均处理时间为9.5小时， 远低于
电信服务规范规定的36小时。自专项整治工
作开展以来，湖南电信通过“青春行动”，整
治杆路约1265杆程公里， 升高电杆5475处，
更换破损电杆6945根， 更换锈蚀吊线576条
公里；湖南联通在全省14个市州农村区域完
成线路整治188处，合计340余公里；湖南移
动开展全省农村网络“百日攻坚”行动，农村
无线、有线网络投诉处理时长较年初分别减
少4.9小时、1.3小时，处理满意度较年初分别
提升4.7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湖南铁塔农
村站址处理故障平均时长， 从年初的8小时
下降到3小时以内。

湖南日报 12月 3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黄利飞） 记者今天从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获悉，该局与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财政厅、
湖南证监局联合印发《湖南省区域性股权市
场设立科技创新专板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将服务省内一批“独角兽”“隐形冠
军”“单项冠军”企业发展，精准对接上交所科
创板、深交所创业板。

《方案》指出，科技创新专板主办单位为
湖南股权交易所，首批挂牌企业拟定为30至
50家，通过3至5年努力，推动该批企业登陆
上交所科创板、深交所创业板。省金管局、省
科技厅、省工信厅、省财政厅4家单位联合制
定措施， 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科技创新
专板挂牌； 湖南财信金控集团推荐产业基金
已投或拟投企业申报； 各中介服务机构推荐
拟上市辅导企业申报。

《方案》提出了企业在科技创新专板挂牌
的条件，包括行业属性、业绩方面、科技创新

认定条件、规范要求等方面。如对行业属性明
确为：属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软件和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
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我省12大重点产业及20个新兴优
势产业链企业优先。

《方案》提出了企业挂牌及转板上市分段
补助、科技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支持、风险补偿资金支持及其他支持、服务机
构奖励等政策措施。 如提出对在科技创新专
板挂牌的企业，给予30万元补助。

《方案》还要求持续建设科创专板培育
企业库，形成梯次培育机制。入库企业主要
来源于省金管局建设的省拟上市后备企
业、 省科技厅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优质
科技型中小企业、 省工信厅服务的制造业
“单项冠军”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
及湖南财信金控集团产业基金已投或拟投
企业等。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何金燕）年
关将至， 农民工遭欠薪问题再次引发各界关
注。今天上午，省高院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
通报全省法院根治欠薪工作情况， 并公布十
大典型案例。

自2018年1月至2019年11月25日，全省
三级法院共兑付农民工工资及工程款9.175
亿元，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 判处拖欠农民工工资犯罪分子

331人。
对于涉农民工工资案件，全省法院采取了

哪些措施？一是坚持有案必立，畅通涉农民工
工资案件诉讼“绿色通道”，尽快立案并移送有
关调解、审判组织。二是加快审判进度，对涉农
民工工资案件优先审判。 三是加大执行力度，
及时兑现胜诉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四是强化部
门联动，联合民航、铁路、工商等单位，对纳入
名单的失信被执行人实施信用惩戒。

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省纪委省监委公布第二批工作成果

涉农民工工资案件优先立案审判执行

全省法院为农民工讨回9亿余元血汗钱

18名农民工种瓜工钱终到手

2015年 ， 泸溪县刘某等人雇请18名
农民工种西瓜 。后因涨洪水 ，西瓜被水淹 ，
刘某负债消失 ，18名农民工诉至法院讨要
工钱 。

泸溪县法院优先立案、优先审判。被告刘
某下落不明， 案件承办团队在保靖县法院等
单位协助下，联系上刘某。今年8月28日，法
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刘某未到庭参加诉讼，法
院采取视频方式对其进行询问， 并判决支持
18名农民工的诉请。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法院与公安机关
找到被执行人刘某，向其阐明法与理，刘某当

即悔过，并付清全部案款3.524万元。

法院用支付令为50名员工讨薪
刘年生等 50人系湖南千山制药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员工 ，遭公司拖欠工资 ，刘年
生等50人向长沙县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
法院于今年6月发出支付令 ， 令该公司支
付50人工资共计111余万元 ， 公司未提出
异议 。今年9月 ，刘年生等50人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法院立案执行后调查了解到 ，该
公司资产负债率达175%， 处于停产状态 。
法院多次联系公司负责人阐明利害关系 ，
公司想办法筹齐了款项 ， 将该批员工工资
足额发放 。

我省区域性股权市场设立科创专板
精准对接上交所科创板、深交所创业板，首批挂牌

企业拟定为30至50家

■相关链接·典型案例

12月3日，大湖坪遗址出土的精美雕花石构件。当天，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考古
专家，对平江县福寿山大湖坪考古发掘现场进行考察论证。今年8月开始，考古研究所联合平江
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对大湖坪遗址进行发掘。目前，已发掘出宋、元、明时期的福寿寺遗址，清
初山寨遗存，晚清民国造纸遗存和生活房屋遗存等，出土了石雕神像、雕花石构件、石柱础和大
量不同时期的陶瓷器等，对研究当地宋、元、明、清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
和文化价值。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龙文泱 摄影报道

平江福寿山大湖坪
遗址考古发掘

福寿寺遗址出土的石雕香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