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矛盾纠纷在哪里，人民调解就到哪里”

湘乡市 打响跨地区调解品牌

通道侗族自治县税务局积极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完善各项
制度建设，不断强化税收重点行业
监管，全面落实减税降费，多年没
有发生过一起重特大和个人极端
案 件 ，突 发 性 事 件 保 持 零 发 生
率。

该局党委高度重视平安创建
工作，成立了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制订了工作方案，建立首次办
税风险提醒和风险约谈、发票领用

分类分级管理等制度，细化追责措
施，形成层层分包落实的工作格
局。对重点行业进行重点监控，结
合打虚打骗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发
票虚开虚抵等违法行为。定期开
展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反
应能力。同时，对矛盾隐患采取定
期排查与全面摸排相结合的方法，
每月进行一次矛盾隐患排查，深入
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摸排出
的线索建立台账，及时上报。对群
体事件，征纳纠纷，涉税舆情等突

发事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及建
立信访工作台账等，做好风险防范
和应对。

此外，该局积极开展平安建设
宣传活动，利用税收宣传月、大戊
梁歌会、侗年节等时机，营造良好
舆论氛围。每年开展“平安家庭”
评选活动，在办税厅向纳税人收集
关于平安建设的意见建议，做好平
安政策解读、宣传引导，切实提高
干部群众对平安建设的认知度与
满意度。（粟云飞 龙 玲）

通道税务局：创建平安税务 提升群众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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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 29日讯（记者 徐典
波 通讯员 胡义兵 陈煜）27日，岳阳市召
开第四届校企合作创新发展大会，城陵矶
综保区加入岳阳职教集团，岳阳县职业中
专学校、平江县职业学校分别与岳阳大力
神电磁机械有限公司、湖南玉峰实业有限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掀起该市校企联姻促
产业高质量发展高潮。

据了解，岳阳市从 2013 年起，每两
年举办一届校企合作大会，深入推进多
种形式合作。聚焦产业高质量发展，该

市已有 60 多个校企开展合作。企业派
出专家驻校授课，共同开发教材，建立
产学研基地进行深度合作；学校在专业
设置上以服务产业为主，开设物流、食
品加工等多个热门专业，强化岗位对接
需求，通过开办订单班、现代（新型）学
徒制班，实行定向培养；每年为当地输
送近 5000 名技能人才，以满足产业发
展人才需求。

这届大会由岳阳市政府主办，岳阳市
教体局、湖南城陵矶新港区承办。

岳阳校企联姻促产业高质量发展

湖南日报12月29日讯（杨祝群 唐玉
燕）永州市首个“党建带侨建”基地日前在
零陵区菱角塘镇文雷村揭牌，这是该市侨
联建立的第一个品牌示范基地，也是该市
侨联在文雷村建设的首个“侨之家”工作
新阵地。

“党建带侨建”基地是永州市侨联打造
的党建服务品牌。近年来，文雷村在省侨商

会理事、村党支部书记蒋阳秋带领下，利用
侨商平台和侨界资源发展扶贫产业，成功引
进投资400万元的文峰温氏环保养猪场，和
投资1600万元的永州市永珍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建成年产10万对种鸽繁育基地，
今年岀售种鸽1.1万对，收入100余万元。村
里还以现金和土地租金入股，建成3个年出
栏生猪6000头的现代养殖基地。

永州首个“党建带侨建”基地揭牌

湖南日报12月 29日讯（雷鸿涛 彭宏
高 周晶晶）12 月 28 日至 29 日，新晃侗族自
治县以“美丽新晃 鼟锣有情”为主题，举办第
二届鼟锣民族文化艺术节，吸引湘黔两省群
众参与，共享侗族文化盛宴。

艺术节设“鼟锣和侗族服饰巡游”“侗族
山歌大赛”“开幕式文艺晚会”“‘鼟锣杯’民族
打击乐竞技大赛”“龙溪坳会”5项活动。28日
晚开幕式文艺晚会上，傩戏“咚咚推”、三棒
鼓、木鼓舞等国家级非遗节目惊艳亮相，引得
观众连声叫好。

据悉，新晃鼟锣民族文化艺术节是我省5
大民族节庆品牌之一。鼟锣以锣、鼓为主，辅
以其他乐器和用具，形成闹年锣、喜庆锣等
60 余种不同形式的曲调，群众参与度广，内
涵丰富，艺术感染力强。

在鼟锣民族文化艺术节带动下，新晃衍生
出傩面具雕刻、侗族剪纸、炭烤干牛肉、黑油茶、
手工侗布纺织等10多个非遗传统文化产业，走
俏全国市场，助力脱贫攻坚。

新晃举办
锣民族文化艺术节

湖南日报12月29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向阳）26日，雨后初晴，双牌县城
旁泷泊国有林场后龙山上，“绿化祖国”4个
占地千亩的活立木大字格外显眼，让当天
前来调研的省及永州市林业部门工作人员
惊叹不已。这4个植造于上世纪70年代的
活立木大字，曾创吉尼斯世界纪录，给绿色
双牌添光增彩。

泷泊国有林场地处双牌县城周边，

涉及 8 个乡镇。近年来，林场选择有代表
性、土地肥沃、交通方便的地段，大规模
开展人工造林，既绿化美化县城，又为林
场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森林资源培育
得好，林场被评为全国木材战略储备林
生产基地建设示范林场。目前，林场林地
面积已由 10 年前 6 万多亩，扩大到 11 万
多亩，公益林面积从不足万亩扩大到
4 万多亩。

双牌泷泊林场绿景迷人

湖南日报12月29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
讯员 杨春兰 肖力元 欧阳帅）12月27日，衡
南县江口镇白马村村民李剑秋高兴地赶到县
人社局，拿回了被拖欠的9万元工资。

据了解，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衡南县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作为民
生领域专项整治重点。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
安排部署，县人社、住建、公安等19个职能部

门成立专门协调机构，组成 4 个摸底排查小
组，对全县社会投资、政府投资、招商引资等
55项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地毯式排查。对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企业（项目）负责人，由县住建
部门进行约谈，并责令其停工整改。县公安部
门对恶意欠薪案件提前介入侦办，并会同相
关职能部门，以行政和司法手段督促欠薪企
业和欠薪人履行支付工资义务。县纪委监委

全程跟踪督导。
包工头石某承包衡南县岐山某路段建

设项目，因管理不善，花光了项目方支付的
60 万元建设费用，拖欠 14 名农民工工资 13
万多元。了解情况后，衡南县公安部门对其
立案查处，依法为农民工追回了被拖欠的
工资。

截至12月中旬，衡南县共为381名农民
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 478 万元。县公安部门
办理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2 起，法院强
制执行欠薪案件1起，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

湖南日报12月29日讯（通讯员 曾来
生 廖慧 记者 龚柏威）近日，安化县人民法
院审结一起非法捕鸟案件，以非法狩猎罪一
审判处被告人吴某礼等3人分别拘役3个月。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吴某礼、吴某君、
吴某强均系通道侗族自治县人。今年5月
23日至25日，3名被告人
于禁猎期间，在未持有狩
猎许可证的情况下，驾车
先后在禁猎区沅陵县杜家
坪乡、安化县马路镇使用
禁用的捕猎工具，非法捕
鸟14只。经省野生动物专
家鉴定，这些鸟均为国家

保护野生动物画眉。
法院认为，被告人吴某礼、吴某君、吴某

强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使用禁
用工具、方法进行捕猎，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狩猎罪，
应当以非法狩猎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湖南日报12月29日讯（记者 张福芳）
12月25日，长沙市天心区裕南街街道仰天湖
社区独居老人刘勉君给网格管家点赞：“真是
身边的亲人，有困难找你们准没错！”她上午9
时打电话给网格管家说家里没电了，11时电
工志愿者就上门把线路接好了。

前不久，天心区先锋街道先峰村村民闵
亚辉久病在床的母亲因脑梗引发并发症，本
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村网格管家了解情
况后，与先锋救助中心工作人员多次上门看
望，并在短时间内将申请到的1万元补助转入
了闵亚辉的账户，解了其燃眉之急。

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天心区作为省
会长沙中心城区，切实做好困难群众帮扶工

作。该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统筹城乡，创新
机制，走出了一条“政府主导、社会协同、标本
兼治、长期长效”的特色帮扶路子。

今年初，天心区 400 多名机关科级干部
入网格，800多名社区干部担任网格管家。通
过全面走访、信息比对，精准识别出需要帮扶
对象共1889户。随后，以政府为主导，号召社
会力量参与，推出一系列帮扶举措。主要采取

“应急结对”帮扶模式，解决一批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家庭的特殊困难；以“送政策、送岗位”
帮扶模式，解决一批中青年就业问题；以“心
理辅导、对口援助”帮扶模式，解决一批导致
一些家庭困难的遗留问题；以“捐赠+救急”方
式，解决一批群众临时性困难问题。今年，全

区14个街道共发放帮扶资金652.81万元。
今年9月，天心区又把城市特殊困难帮扶

工作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3项
重点工作来抓。区领导联系 14 个街道，街道
班子成员联系93个社区，深入开展“400个科
级干部跟进化解400个民生问题”活动，化粪
池改造、陈年垃圾清运、垃圾站改建、文体设
施添置等一大批难点痛点堵点问题也得到较
好解决。

湖南日报12月29日讯（记者 肖畅 通讯
员 何兴安）近日，湘乡市棋梓桥司法所工作
人员远赴广东东莞，成功调解了一起工伤死
亡赔偿纠纷。这是今年来，湘乡市司法行政干
警赴外省调解的第114起案子。跨地区调解，
是湘乡市人民调解工作的一个亮点，维护了
在外务工等人员的合法权益，打响了人民调
解新品牌。

湘乡每年外出务工群众有数十万之众，
为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湘乡市建立跨地
区调解制度，做到“矛盾纠纷在哪里，人民调
解就到哪里”。据介绍，把跨地区调解当作制
度来安排，在省内乃至国内其他县（市、区）还

不多见，这项创新举措赢得事发地同行点赞。
今年8月中旬，湘乡市育塅乡花坪村村民

刘某，在广东省英德市为当地村民张某建房
时触电身亡。因赔偿标准无法达成一致，双方
僵持不下，事情越闹越大。8 月 23 日下午，育
塅司法所所长王建琼赶到当地后，先说服死
者家属将尸体送往殡仪馆，混乱的场面得到
控制。随后，这位在基层司法所干了21年的全
国模范司法所所长，通宵达旦和双方“谈判”，
天微亮时终于达成赔偿协议。

当地调处3天没有任何进展，湘乡司法所
长一个晚上就解决了问题，英德当地参与调
解的干部对此竖起大拇指：“湖南的人民调解

真有一套！”
近几年，湘乡市司法行政干警到广东、广

西、青海、贵州、湖北、江西、内蒙古、新疆等地
跨地区调解，既维护了在外湘乡人的合法权
益，又精准有效地帮助当地快速化解难题，促
进了地方和谐稳定，为湖南人民调解工作赢
得口碑。

“只要群众有需求，无论何地，我们都会
提包就走。”湘乡市司法局局长刘明说，湘乡的
司法行政干警作风硬朗，调解不分昼夜连续作
战。据了解，今年跨地区调解的114起案件，主
要涉及道路交通事故和工伤（亡）赔偿纠纷等，
调解成功率与群众满意度均达100%。

湖南日报12月29日讯（记者 李永亮 通
讯员 肖利花 邓伊善）低档白酒勾兑灌装，以
假乱真高价售卖。近日，株洲公安、市场监管
部门联手摧毁一个特大生产销售假酒团伙，
查获假成品酒、半成品酒、原酒1000余件，涉
案金额上千万元。

今年7月，有群众举报称，株洲市石峰区
一家名为“鑫城”的烟酒店疑似销售假酒。警
方摸排走访发现，该烟酒店销售的白酒大多
由易某供货。易某经常往返长沙、株洲两地，
与长沙陈某等人联系密切。经进一步深挖，警

方发现长沙存在3个制假窝点，为夫妻或家族
式集团制假。

12月27日，专案组兵分两路，在长沙、株
洲两地抓获该团伙成员20余人，捣毁生产假
酒窝点3处、存放成品酒库房2处、售假酒门
店10处，查获假成品酒、半成品酒、原酒1000
余件，各类制作假酒的包材10多万件。

经审讯查
明 ，该 团 伙 的
制假方式为先
回 收 大 量 茅

台、五粮液等高档酒旧瓶，然后勾兑十几元一
瓶的低档白酒，灌瓶后重新贴标包装出售。

“一瓶成本 200 元左右的假茅台，转卖到烟
酒门店的价格约为 800 元，最终到市场的价
格高达 1500 元。”一位民警介绍，现场还截
获正准备发往浙江、江西等地的60多个物流
单。

目前，该团伙已有 14 人被依法刑拘，其
他人员移交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理，案
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捕了画眉鸟 拘了3个人

干部是亲人 困难不再难

天心区 走出特色帮扶新路子

衡南追回农民工工资478万元

株洲摧毁涉案上千万元假酒销售团伙

12月28日晚，新晃侗族自治县鼓楼广场，演员在表演打击乐《 锣情》。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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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 29日讯（记者 唐璐
通讯员 龙建学 周亚）今日，《环球时报》
主办的2019中国国际化招商引资合作与
发展论坛暨“第九届环球总评榜”发布典
礼在北京举行。长沙市获2019中国招商引
资最具国际竞争力城市、2019中国最佳投
资创业城市两项大奖，长沙市望城经开区
被评为2019中国（区域）最具投资价值园
区。

据了解，今年，长沙市围绕“产业项目

建设年”和“营商环境优化年”活动，狠抓
招大引强，服务重大项目，推动“一件事一
次办”“最多跑一次”等改革向基层延伸。
据统计，今年该市预计实际利用外资64亿
美元，实际到位省外境内资金1250亿元。
全年引进投资额在2亿元或3000 万美元
以上重大招商引资项目 162 个，总投资
3466.3亿元；引进“三类500强”项目36个，
总投资623.1亿元。目前，已有164家世界
500强企业落户长沙。

环球总评榜发布 长沙获3项大奖

鼓
登

湖南日报12月 29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唐银芳）日前，东安县川岩乡
国土所所长唐某某因35元“工本费”，受到
诫勉谈话处分，后悔不已。

今年8月，东安县纪委监委接到群众反
映，川岩乡国土所违规收取工本费。据查，川

岩乡国土所因办公设备陈旧，便到打印店打
印装订村民建房申请等资料，增加了成本。

因打印店每本收费 35 元，于是从
2018年起，国土所在村民领取建房证时，
向 61 户村民收取每户 35 元“工本费”。目
前，61户村民的“工本费”已经全部退还。

因35元“工本费”国土所所长受处分

湖南日报12月 29日讯（通讯员 袁
琼 王小岁 记者 李秉钧）永兴县马矿社
区享受城镇低保的王某凤，长期居住在浙
江省，夫妻二人均有固定收入。经群众反
映，近日，县纪委监委与民政工作人员联
合核查，发现王某凤不具备享受城镇低保
条件，予以清退。

今年来，永兴县深入推进扶贫领域
“一季一专题”集中治理，将社会保障兜底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整治，与侵害群众利
益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结合起来，重点整治

农村低保中“人情保”“关系保”等群众最
关注、最关心的问题。今年第4季度，县纪
委监委与民政部门组成多个核查组，进村
入户重新认定农村低保户资格，对低保对
象提供的资料逐一核对，对其生产生活情
况进行核实取证。

截至目前，永兴县已清理不符合条件
的农村低保对象155户203人。同时，按照

“应保尽保、应退尽退”原则，经过严格的
入户核查、民主评议及公示，将符合条件
的482户793人纳入了农村低保。

永兴整治农村“关系保”“人情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