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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崔巍 柳 月 陈志强

“你们既依法办案，又充分考虑我
们民营企业的实际困难，我非常感谢！”
近日，武冈市检察院检察长范赞科接到
涉案民营企业家陈某的电话。电话中，
陈某一再感谢检察机关司法为民，审慎
办案，正确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避
免“办了案子、垮了厂子”。

2019年 7月，陈某涉嫌非法占用农
用地被移送审查起诉。被羁押后，陈某
承揽的工程一度迟滞，陷入困境。2019
年12月，该院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
候审。目前，他的公司已正常运转。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多年来，
武冈市检察院既坚持用法治手段促进
民营企业家守法经营，又依法护航民营
企业健康发展，下大力气、做实功夫，厚
植民营企业发展的法治土壤。

严打“拦路虎”，让民营企
业放心投资

民营企业发展不易，但仍有不法分

子把民营企业当作“唐僧肉”。
2015年 9月，孙某发现某玻璃厂效

益好，便入股合伙。2016 年 1 月，因生
产经营发生分歧，孙某与玻璃厂签订分
伙协议。收取全部退款后，孙某仍多次
向玻璃厂索要“投资款利息”。遭拒后，
孙某纠集十多人将工厂大门堵住，不准
通行。玻璃厂负责人不堪其扰，只得花
钱消灾、息事宁人。办案检察官认真审
查案卷后，依法决定将孙某批准逮捕。

长期以来，社会闲散人员肖某纠集
同伙多次以暴力手段胁迫煤矿经营者、
运输车司机转让股权、低卖高买，长期把
持当地煤矸石、煤炭市场，严重破坏市场
秩序，危害当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019年 1月，该院以组织、领导、参与黑
社会组织性质罪对肖某等 19 人提起公
诉。同年4月、5月，又先后以非法采矿等
罪名对5名团伙成员进行追捕、追诉。

2019年以来，武冈市人民检察院共
依法惩治强揽工程、强买强卖、暴力阻
工等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不法分
子 23 人，帮助民营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500多万元。

用好“定风丹”，让民营企
业安心经营

“法治是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定
风丹’。”在“护航民企发展”检察开放日
活动中，武冈市检察院主要负责人的这
句话，道出了众多企业家的心声。

2019年 3月，某房地产商纠集多人
以收账为名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并构成
犯罪。某连锁超市法人代表吕某也被
牵涉其中。吕某被羁押后，超市员工人
心惶惶，业务量大幅下降。

眼看这家大型连锁超市陷入困境，
办案检察官经过慎重考虑，依法作出对
吕某不批捕的决定。

2019年 6月，一起内部员工涉嫌侵
占民营企业财物的案件移送该院审查
起诉。办案检察官加班加点，全力以赴
审阅案卷、核实证据，并在最短时间内
移送起诉，从而避免给该企业造成更大
损失。

2019年来，武冈市人民检察院通过

立案监督、羁押必要性审查等方式，对
民营企业家依法不批捕、不起诉5人，提
出变更强制措施建议 9 人，有力推动了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升级“防火墙”，让民营企
业专心创业

2017年 3月，犯罪嫌疑人刘某在提
供餐具消毒服务时，多次将其他餐饮店
的消毒费用虚加给某酒店，非法侵占30
多万元。

在依法提起公诉的同时，武冈市检
察院专门向该酒店出具了检察建议
书。“建议完善物资采购管理制度，加强
入库监管……”字里行间，渗透着检察
机关帮助爱护民营企业的法治情怀。

同时，该院探索出台“除虫护花”“依
法容错”等措施，尽量将司法办案对企业
发展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从而更加精
准有力地呵护民营企业、提振发展信心。

铁腕“除虫”，柔情“护花”。精准把
握办理涉企案件的尺度、力度与温度，
努力让守法的民营企业家专心创业。

武冈市检察院：用法治力量为民营经济发展撑起一片天

陈仕球 肖 霄 罗伟洪 胡忠国

“没想到事故处理这么快、这么
方便。”近日，邵阳市民刘先生在北
塔交警大队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调解委员会”）调处一起
交通事故，短短一个多小时就案结
事了，不禁感慨效率之高。

多年来，北塔交警大队交通事
故的处理、事故责任的认定，到后续
事故调解和矛盾化解等，主要由交
警一个部门承担，工作效率偏低，当
事人也不胜其烦。难中觅机，北塔
交警大队于去年 4月 22日成立了调
解委员会。一年多来，该调解委员
会共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
件 226 件，经调解达成协议 209 件，
调解成功率92.4%，履约率100%，结
案金额达 1400 多万元，实现了辖区
全年因交通事故赔偿引发的信访案
件、投诉案件为零，民意调查人民群
众满意度排全市第一。

调解委员会在交通事故处理
中，承担除责任认定外的保险理赔、
普法宣传、人民调解、司法救助、法
律诉讼等功能。并形成了“3+X”模
式，即以公安交警、人民法院、司法
机关为基础，联动民政、乡镇街道、
保 险 公 司 、律 师 事 务 所 等 部 门 单
位。每天至少有 3 位工作人员在调
解室全时段接待群众，其中专职调
解员2人、法律工作者1人。

北塔交警大队主要承担交通事
故的勘查和责任认定，后续问题由调
解委员会“一站式”解决。“邵阳城区
人流量和车流量较大，财损案件较
多，且当事双方没有前期积怨，都想

尽快解决。这类案件通过调解，既方
便了群众，又促进了社会和谐。”北塔
交警大队副大队长戴志军说。

干部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急
事急调、小事快调，调解委员会致力
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突出“快捷”，即“快立、快审、快
结”。通过调解委员会办理的轻微
财产损失案件，一般只需半天时间，
最短不到一个小时。

“交通事故案件，为了平息双方
当事人的怒火，找到双方矛盾的解
决点，我们会先倾听他们的诉说，找
准机会再调解。”调解员肖品祥说。

调解委员会还根据案件类型，
把容易引发纠纷和冲突的交通事故
案件及早纳入调解程序，前期主动
参与、主动协调、主动配合、主动作
为，对案件进行一案一人跟踪服务，
提高办案效率。

主动服务，对困难群众、留守老
人遭遇的交通事故的处理，调解委
员会走出办公室，主动出击，上门服
务，为群众排忧解难。

70 多岁的空巢老人李女士，子
女都在外地务工。去年9月，她在一
起交通事故中受伤，医疗费用不能
及时到位，十分着急。调解委员会
主动上门了解伤情，多次前往医院、
社区帮她办理结算、转院等事项，并
协调肇事司机和保险公司及时支付
医疗和生活费用。

今年 3 月 24 日，李女士伤愈出
院，并得到了应有赔偿。“感谢调解委
员会的工作人员时刻把老百姓放在
心坎上！祝好人一生平安！”李女士
给戴志军发来满含感激之情的短信。

真情服务写担当
——邵阳北塔交警大队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服务群众工作纪实

刘 芾 邹娜妮 陈 峰 朱育龙

6月 5日晚上 10 时，娄星区水洞底

镇白晃村贫困户刘贤文的电话准时响

起，8岁的女儿娇娇接过电话，开心地喊

道：“‘曾妈妈’，我想你了！”来电的是刘

贤文的结对帮扶责任人曾妍，这位就职

于娄星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妈妈”习惯

每晚跟娇娇通话，轻声哄孩子入睡。3

年多来，从“曾阿姨”到“曾妈妈”，身为

帮扶责任人的曾妍用心用情，像一道明

丽的阳光，温暖着这个贫寒的家。

在娄星区，像曾妍一样的“亲戚式

结对帮扶干部”还有许多，他们同“亲人

式驻村帮扶队员”“亲友式帮扶单位负

责人”一起，全力以赴为贫困群众“办实

事、解难事、做好事”。近年来，娄星区

将党建工作嵌入攻坚克难的每一步，让

服务群众的初心使命落到实处，引领脱

贫攻坚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全面

提升。

在娄星，走街巷，入村镇，访干群，在

那面高高飘扬的党旗下，遇到的是一张

张奋发图强的自信笑脸；听到的是一个

个帮扶工作队团结带领群众干事创业的

动人故事；看到的是一幅幅无比美丽的

生动画卷……

管理机制筑牢“桥头堡”

主干道公路拓宽提质，水冲式厕所

改造普及，乡村环境整洁干净，返乡创

业迎来热潮……夏日时节，走进万宝镇

儒阶冲村，到处一片热火朝天的乡村建

设场面。

“我们是 3 个村的合并村，干部心

不齐、群众气不顺、工作推不动，过去开

一个党员大会到场率不到40%，现在脱

贫攻坚相关事务不仅做到了人人参与，

还做到了人人讨论。每一次会议，每一

次主题党日活动，大家都从自身深刻剖

析，结合实际，提出看法、观点。”儒阶冲

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春涛说，去年 8 月，

村支部由11人调整至7人，与帮扶工作

队密切合作，切实提升工作作风，从“后

进村”成为“后劲村”。

党建好比火车头，一个地方的发展

要快，全靠车头带。儒阶冲村翻天覆地

的变化，仅仅是娄星区深化党建引领，

建立健全制度、明确工作机制、压实帮

扶责任，全面推进脱贫攻坚的一个缩

影。

“三年多来，全区实现了驻村帮扶

工作队 100%全覆盖，所有贫困户一对

一结对帮扶100%全覆盖。”娄星区委组

织部常务副部长、娄星区驻村办主任李

忠勇介绍道，一方面，成立了区委驻村

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各乡镇党委成立相

应的工作机构；另一方面，制订具体的

工作方案，明确职责分工，量化工作任

务，统筹协调驻村干部、乡镇干部、村干

部，形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144 个村、60 个社区，每年都派驻

204 个驻村帮扶工作队和群众工作组，

94 个副科级以上财务独立的机关事业

单位全部参与驻村帮扶工作——齐上

阵、共帮扶，这是娄星区的决心和底

气。管理机制筑牢“桥头堡”，全区对驻

村帮扶单位、驻村帮扶队员和结对帮扶

干部的工作职责、工作要求、待遇奖惩

等都有明确规定，确保驻村干部真正下

得去、蹲得住、干得实、帮得好。

同时，娄星区委驻村办、区扶贫办

抽调人员组成巡查组，坚持“一月一督

查，一月一小结，一月一考评”的精细化

管理，采取现场查看，查阅资料，电话调

查，入户走访的方式，及时整改落实驻

村帮扶及结对帮扶责任落实方面的问

题。以严的要求、铁的纪律，压实压紧

各级各部门的驻村帮扶责任。

脱贫攻坚按下“快进键”

“心儿向往美好生活，快乐的日子

已经来临！”双江乡新庄村“致富带头

人”刘喜红一边磨着豆子，一边畅谈起

对未来的打算。这个曾经 7 口人挤在

四间土砖房里的贫苦家庭，如今搞起了

豆腐加工厂，收入节节高。

发豆、磨豆、滤浆、烧浆……只会打

豆腐传统手艺的刘喜红迎来娄星区纪

委监察局驻村帮扶工作队。帮扶队员

请来专家，手把手教会他除酸，保证豆

腐质量；在电商平台和自己的“朋友圈”

“生活圈”“工作圈”助其推广和销售。

刘喜红充满信心：“有了脱贫产业，定能

活出精彩人生。”

发展产业扶贫因地制宜、因户施

策。省级贫困村清桥村地处娄星区最

北端，交通落后，山多耕地少，传统产业

为水稻、红薯等粮食经济作物。“现在村

里不仅开办娄底清桥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搞起肉牛养殖，以入股分红的方式

帮扶23户26名贫困户。在党员的带领

下，对有产业发展能力和意愿的 149名

贫困户，进行直接帮扶，养殖湘村黑猪

和山羊。”娄星区财政局驻该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蒋邵农说，只要有信心，黄土

变成金。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哪里又不舒

服吗？”“有点四肢无力。”“之前检查的

气管炎好些了吗？”这是在娄星区“健康

快车”下基层免费健康体检活动中，清

泉村贫困户严桔文和娄星区人民医院

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硕贤交流的场

景。

近年来，娄星区人民医院（娄星区

妇幼保健院）作为“健康快车”的实施主

体，将实际工作与党建工作紧密结合，

全力保障贫困户的健康扶贫，于今年 4

月正式成立健康快车党支部。李硕贤

说：“我作为一名医生、一名党员，为脱

贫攻坚尽一份责任、出一份力，‘健康快

车’这样的惠民行动不能缺席。”

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没有硬碰硬

的方法、实打实的保障，稳定脱贫致富

就无从谈起。娄星区实现健康、教育、

住房安全等多重保障，全面推动城乡供

水一体化建设，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安全饮水全部达标。

结对帮扶架起“连心桥”

扶贫不只是干点事，更是带着感情

干事。娄星区委组织部干部聂慧明又

新购一套科幻书籍，趁着周末给结对帮

扶的槐柳村贫困户曾有洋送去。“我跟

两个孩子患有罕见的家族遗传骨病，慧

明多方联系上义诊活动，帮助姐弟俩顺

利完成腿部矫正手术。得知弟弟爱看

书，还总是送书。”曾有洋声音哽咽，言

语间表达由衷感谢。

“送物资改善家庭生活、送家禽发

展家庭产业，似乎都是一件件‘小事’，

可是对于脱贫攻坚，日积月累就是一件

大事。”娄星工业集中区党工委书记付

朝晖说，每隔一个周末，他都会来到万

宝镇砂罐铺村，看望结对帮扶的贫困户

邹仲权。他开心地说起一件小事：“老

邹的冰箱以前空空如也，现在摆满了肉

和蔬菜，吃穿不愁。”

身为结对帮扶干部，十八般武艺样

样都得会使。细数娄星区3008名结对

帮扶干部的简历，他们有的是基层经验

丰富的干部、有的是科技特派员、有的

是专业领域的“领头羊”……岗位各异，

初心相同，他们如同一颗颗种子，在田

间地头播种下希望。

“搭帮你嘞，帮我申报危房改造，让

我住进了新房，还为家里添置了新的床

铺、衣柜、餐桌等家居用品。你送来的2

头湘村黑猪仔现在越养越壮实了！”万

宝镇东冲村贫困户刘建新喜笑颜开，和

前来走访的结对帮扶干部吴长华唠起

家常。吴长华也笑起来，“全区正在开

展贫困户环境卫生月度评比工作，如今

住进了新房，提高生活质量一定得搞好

卫生，争取下个月你也评个先进！”

只要有信心 黄土变黄金
——娄底市娄星区党建引领脱贫攻坚形成强大合力

今年以来，常德市武陵区纪委监
委强化四项措施，持续深化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制定深化治理“清单”。该区制
定《武陵区 2020 年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精细
化三个方面十二项重点内容，八项
具体措施。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结合自身实际细化工作“清单”，
明确任务分工和落实措施，确保责
任到人、任务到岗、措施到位。

完成线索清零“攻坚”。在全区
开展扶贫领域问题线索“清零”行
动，对今年 5 月以前受理的转办交
办、巡视巡察、监督检查、审查调查
和日常监督中发现，信访举报、职能
部门移交、领导批办的腐败和作风

问题线索进行“大起底”，集中力量
查处未办结问题线索，明确6月底前
全部办结。

开展精准监督“行动”。采取区
纪委领导包乡、乡纪委干部包村方
式，主动下沉到联系村队、农户家中
摸实情、找问题、寻对策，精准发现

“弱点”、打通“堵点”、堵塞“漏点”，
构建起上下联动、合力监督的工作
格局。同时，对发现的问题线索，一
律严查快办。

写好以案促改“文章”。对查处
的扶贫领域违纪问题典型案例，每
月通报曝光。坚持以案为戒、以案
促改，在查清案件本身问题的同时，
督促发案单位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从根子上“挖毒瘤”“堵漏洞”，筑牢
思想防线。 (唐 兢 刘英启)

常德市武陵区：
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突遇昏厥该如何急救？甲状腺
结节一定要做手术吗？肺结节传染
吗？……6 月 12 日，在常德市政府
办，一堂迎“七一”卫生健康知识讲座
生动而诙谐，让在场100多名政府办
干部职工听得投入。为他们送来健
康知识的，是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
3名党员专家，这也是该院开展的第3
场庆“七一”党员专家送健康活动。

以往，送健康活动常到社区、乡
村。但随着党政机关干部职工工作
压力的增大，他们的健康也受到广泛
关注。为此，在“七一”来临之际，常
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决定组建一
支由17名党员组成的医疗专家队伍，
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送健康活动。涉
及的内容都是糖尿病、甲状腺结节、
颈腰椎的日常维护等热门健康问
题。这既是该院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把支部建在学科上的一种有益探索，
也是推进能力建设三年行动，打造一
批知名专家学者教授、提升医务人员
服务水平的一种生动实践。

当日，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党
委书记向勇志带领心血管内科主任
葛良清、内分泌科主任甘胜莲和胸
心血管外科主任胡剑鹏为常德市政
府办送来健康。3名专家分别以《心
血管疾病的急救与防治》《糖尿病和

甲状腺结节》《体检查出肺结节怎么
办？》为题，或深入浅出、或幽默诙
谐、或娓娓道来，讲述这几类热门疾
病的救治与管理。接下来，专家们
还将走进常德市委办、市发改委、市
财政局、市人社局等 10 多家机关单
位，为他们送去健康。

（姜鸿丽 卜 云 熊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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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看娄星（三）

东安县因地制宜，鼓励扶植贫困劳
动力发展小型种植，增加贫困劳动力收
入，让他们真正实现稳定脱贫，进一步
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

东安县紫溪市镇群力村是省级贫
困村，村民杨盛玉、陈小兰夫妇因病
2014年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国家
扶贫政策的帮助下，2018 年实现脱贫。
但天有不测风云，2018 年底，丈夫杨盛
玉又因脑梗一度陷入昏迷，通过治疗
后，虽然恢复得不错，但是住院治疗和
每个月 400 多元的后续治疗费用，给这
个刚刚脱贫的家庭带来了巨大压力，返
贫的可能性极大。2019年，紫溪市镇结

合杨盛玉、陈小兰夫妇的劳动状况和当
地的种植习惯，联系村里合作社为他提
供种苗和技术指导，帮助他种植了 2 亩
大叶莲、1 亩茄子、0.5 亩大蒜和 2 亩水
稻，所有农产品和药材都由合作社和镇
干部负责销售。杨盛玉告诉笔者：“自
己的病情好转了，多少也能干点农活
了，村干部帮助我种经济作物，我每样
种了一点，大概也能有 4000 多块钱一
年，极大地缓解了经济上的压力。”

在东安县紫溪市镇群丰村，2015年
脱贫的贫困户杨新旺种植的玉米丰收
在望。过去靠打短工赚钱的他，日子过
得相当拮据。近两年，在镇村干部的引

导下，他种植了 3亩玉米和 3亩水稻，生
活得到了很大改善。杨新旺说：“冬天
我专门出去打零工，到了春天了，政府
给我提供水稻、玉米种子，可以赚三四
千块钱，加上打零工基本一年有 1 万块
钱左右收入，保证了我家里的温饱。”

东安县紫溪市镇镇长宋小交介绍：
“紫溪市镇除在外务工和无劳动能力的
贫困人口外，在家的还有贫困劳动力
967人，我们根据各村的种植习惯，鼓励
他们种植水稻、玉米、大蒜等农作物，同
时为贫困户提供种子、种苗和技术服
务，并通过合作社、电商平台、微信朋友
圈帮助他们销售农产品，通过种植这些

传统的农作物，在家的贫困户增加了收
入，巩固了脱贫成果，达到了稳定脱贫
标准。”

据了解，东安县共有贫困劳动力
17000 多人，通过厂矿企业和扶贫车间
等渠道，为贫困劳动力广开就业门路
后，还有 9000 多人在家务农。为进一
步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贫困劳动力出现
返贫，该县针对居家贫困户的劳动能
力，逐一帮助制订种植计划，全程提供
优质服务，使贫困劳动力种得下、产得
出、卖得掉。去年以来，东安县在家务
农的贫困劳动力共发展水稻、土豆、大
蒜、玉米等农作物 3 万多亩，人均增收
1500元以上。

（付 勇 唐 常 廖 湘）

东安县：“小种植”巩固脱贫攻坚“大成果”

娄星区广大机关党员干部和驻村帮扶队员下沉基层，充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者，开展复工复产、春耕播种、脱贫攻坚等工作。 （娄星区委宣传部供图）

堆放整齐的数据资料、埋头苦
干 的 工 作 人 员 、密 密 麻 麻 的 笔 记
……近日，笔者在常德西洞庭管理
区看到，由该区财政局、区扶贫办
组成的脱贫质量“回头看”财政扶
贫资金专项检查组，正在督查全区
各相关单位财政扶贫资金的管理、
使用情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
于开展脱贫质量“回头看”的决策部
署，4月上旬，西洞庭管理区脱贫质
量“回头看”财政扶贫资金专项检查
组采取查阅资料、现场察看项目、入
户核查等方式，对全区 2014 年以来
财政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的使用管
理情况进行全面的“大体检”。检查
组针对发现的问题，建立问题台账，

并采取倒排工期、限期销号等措施
督促各相关责任单位如期整改到
位，确保今年全区脱贫攻坚工作完
美收官。

近年来，西洞庭管理区财政系
统积极落实各级脱贫攻坚工作部
署，不断创新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监
督机制。该区创新财政扶贫资金报
账方式，持续加大对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投入力度，推动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绩效管理，有力保障了全区脱
贫攻坚工作顺利推进。该区从预算
编制入手，加大涉农资金整合，严格
实施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并引入第
三方中介机构，筑牢财政扶贫资金
安全底线，确保财政扶贫资金发挥
最大效益。 （尹雪琼 谢 雷）

西洞庭管理区：
筑牢财政扶贫资金安全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