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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7 月 5 日，安化县东坪镇吴合社
区83岁的张太山申请残疾人“两项补
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进入最后环节，不日
老人将领到每月 130 元的“两项补
贴”。从县卫健部门组织上门评残，到
县残联审核审批发放残疾人证、民政
部门落实惠残政策，用时仅一个多
月。

脱贫攻坚越到最后时刻，越要响
鼓重锤，发非常之力。今年来，安化县
以脱贫质量“回头看”和问题整改清
零为工作导向，将“兜底保障+残疾人
办证”作为全县脱贫攻坚的短板弱项
强力补齐。

三剂良药根治评残办证“症结”

张太山老人3年前中风偏瘫，只
有一个精神残疾的女儿在身边照顾。
脱贫攻坚以来，县里的扶贫工作组帮
老人落实了多项扶贫政策，2018年老
人搬进了新居。但老人因身体原因，
到县里指定医院评残困难，一直没有
办理残疾人证，申领“两项补贴”也因
此遇阻。

残疾人证是残疾人兜底保障的
“前门”，而重度肢体残疾和精神智力
残疾者因身体状况不允许，无法到指
定医院进行评残，这是残疾人办证难
的主要根源。

据统计，目前，安化县重度残疾
人、大病重残户占全县尚未脱贫人口
总数的 30%左右，是贫中之贫、困中
之困。安化县委书记刘勇会在长期调
研脱贫攻坚工作后，认识到残疾人证
办理存在“断点”，已成为全县惠残政
策落实的“堵点”，必须通过“补短板、
堵漏洞、强弱项”三剂良药根治，来提
升残疾人脱贫质量、确保残疾人脱贫
成色。

今年来，安化县委常委会、县政
府常务会先后对全县残疾人评残办
证及政策落实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县
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做好
全县残疾人评残办证及有关政策落
实工作的通知》，科学制定方案，抽调
精干力量，组建工作专班，保障工作
经费，强化部门联动，实行挂图作战，
明确评残办证、“两项补贴”等重点内
容及工作措施，确保评残不漏一人、
补贴不差一分。

从“等人走上来”到“送评
下乡去”

今年5月以来，安化县采取上门
评残、集中评残、送医评残等方式，为
疑似残疾人提供便捷、高效的评残服
务。

作为该县评残定点医院的县人
民医院、县精神病防治院，以前是“等
人走上来”，如今是“送评下乡去”，共
抽调评残专家 15 人，组建 3 个工作

组，每月定期到乡镇开展评残，提供
“零距离”服务。

评残服务的大转变，让安化县残
联理事长文光明欣喜地感受到，评
残工作真正延伸到了乡村，送到了
每个残疾人身边，解决了“评残难”
问题。

54 岁的东坪镇仙缸村疑似精神
残疾者谌冬娇，性格孤僻怕生人，上
门评残过程中，医生只能躲在暗处观
察，将其评定为精神二级残疾。6月，
拿到残疾人证的谌冬娇家人说：“以
前想为她办理，可根本不能把她带出
家门，如今有医生上门，所有问题都
解决了。”

截至目前，评残工作组到乡镇共评
残2346人，符合评残标准1933人，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评残办证1044人。

为了使评残工作制度化、便民
化，县人民医院将康复楼一楼改造成
评残专用场地，每周固定地点、固定
时间、固定专家开展集中评残。截至6
月底，全县共集中评残 551 人，符合
评定标准470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户评残办证169人。

解决“无证”烦恼，快享惠残政策

东坪镇残联理事长胡爱云介绍，
精神智力残疾类评定是环节复杂、用
时最长的评定工作，以前医院无法做
到全覆盖。经过集中上门评残，将复
杂流程简单化，今年5至6月，该镇共

评定残疾人 113 人，实现了应评尽
评，其中精神智力残疾占比 60%，解
决了许多残疾人“无证”的烦恼。

马渡村智力二级残疾人何根落
今年55岁，孤身一人，村里指定一名
村干部当他的监护人。今年6月为他
办理残疾人证后，他就不再受申请五
保供养的年龄限制，生活将更有保
障，村干部说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泥埠桥社区 48 岁的梁小香，11
年前从沅江市嫁到安化，一直没有安
化户口，此次通过上门评残和异地申
请，她被评为精神二级残疾。残疾人
证拿到手后，各项政策将为她和孩子
带来生活、教育保障。

在评残办证工作中，县残联坚持
公开透明，缩短审批公示时间，确保
惠残政策早日落实。

截至目前，全县共评定符合标准
的残疾人 2403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评残办证 1213 人，全面完成这
一群体中疑似残疾对象的评残工作。
今年一、二季度，全县提标扩面发放
残疾人“两项补贴”359.45万元，牢牢
兜住了贫困残疾人生活底线。

县委书记刘勇会表示，安化县将
践行好习近平总书记的“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重要
指示精神，不断补充完善贫困残疾人
救助政策，扩大救助范围，提高补贴
标准，使残疾群体生活更有保障、生
命更有尊严。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赫山区速览】
脱贫攻坚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在干

部队伍作风。益阳市赫山区纪委监委把作
风建设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把纪律和规
矩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在严格执纪
问责的同时，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让“跌
倒”干部重新出发。

【现场目击】
6月中旬，走进赫山区衡龙桥镇华林村

村部，映入眼帘的是挂满一整面墙的荣誉
奖牌。其中一块“全面工作先进单位”奖牌，
让该村村干部最为看重。两年前，正是因为
这一奖项，6名村干部挨过“板子”。

回想起两年前的一幕，华林村党总支
书记范志祥难掩些许尴尬。

在衡龙桥镇2018年经济工作会议上，
因华林村未获评镇里的 2017 年度全面工
作先进单位，范志祥赌气组织本村 5 名村
干部当场离开，且拒领其他奖项。

“村支两委叫板镇党委政府，太任性。”
赫山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刘炼真要求彻
查此事。由39人组成的调查组集中一天时
间，把情况彻底摸查清楚。最终，范志祥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他 5 名村干部受
到相应处理。

在镇纪委书记罗方生印象中，范志祥
能干、好强，有些自以为是。村干部被集体
问责后，华林村被确定为需要整顿的软弱
涣散党组织，这让好强的范志祥感觉“狠狠
地跌了一跤，抬不起头”。

“有能力的村支书太难得了。虽然他犯
了错误，但并不是为一己私利，要及时挽

救、教育。”罗方生成了范志祥回访帮教第
一责任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范志祥的错误
根源，纠正其“不贪不腐就不是违纪”的错
误认识，又带领全体村干部一起学习新党
章和问责条例。

经过区纪委、镇纪委一次又一次的暖
心帮扶与贴心解惑，范志祥很快放下思想
包袱，“班子成员都憋着劲，发誓要用实际
行动一洗前耻。”村里以产业扶贫、就业扶
贫为依托，有针对性地制定一对一帮扶计
划，2018 年摘掉了省级贫困村帽子。脱贫
以后，村支两委又提出以人居环境整治为
切入点，启动省级美丽示范乡村创建。

记者随范志祥来到村民文化广场，只
见音乐喷泉随着节奏起伏变幻，民俗文化
展厅展现了这个有着400多年历史村庄的
厚重……一路走来，仿佛置身山水画中。

“前不久，赫山区美丽乡村建设现场会
就是在华林村召开的。”范志祥喜滋滋地告
诉记者，“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镇经济工作
会议上，我从镇党委书记手上把‘全面工作
先进单位’的奖牌领回来了。”现在，他一心
只想带着大伙多干实事，再把省级美丽示
范村的奖牌领回来。

“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关键在人。
给犯了错误的干部送去组织温暖与人文关
怀，既能激发干部改过自新的内生动力，又
能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根本目的。”
刘炼真表示，赫山区纪委监委坚持把作风
建设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让党员干部找
准定位、挑起担子，绷紧作风这根弦。据悉，
该区通过开展村级巡察、入村督查、专项检
查等行动，整治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今年以
来共立案 17 件，党纪政务处分10人，组织
处理98人。

湖南日报7月6
日讯（记 者 徐 亚
平 通 讯员 欧阳林
胡清）“两会好比 春
风 吹 ，各 项 政 策
都 出 台 ……”今天，
汨罗市汨罗镇瞭家
山社区舞台上，一部
名为《人间烟火》的
小戏上演，用群众听
得懂的“地方话”，讲
述抗疫、志愿服务的
故事，传达全国两会
精神。岳阳市“新思
想·新精神·新岳阳”
系列主题微宣讲活
动正式启动。

此次微宣讲，岳
阳市各县市区提供
微宣讲作品 5 个，既
有全国两会精神理
论宣讲，又有小品小
戏，紧贴乡村振兴和
百姓生活，把“普通
话 ”翻 译 成“ 口 头
话”，把“接天线”的
理 论 变 成 了“ 接 地
气”的内容。岳阳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戴
文慧说，此次微宣讲
将在全市范围内铺
开，让党的好政策、
好声音在岳阳大地

遍地开花。
当天，来自岳阳市各县市区宣

传部门的干部参加观摩。听着多种
形式的微宣讲，大家心潮澎湃。城陵
矶新港区综合管理部副部长陈煜
说：“‘单调枯燥’的思想理论变成了

‘有滋有味’的精神享受，让人民群
众唱主角，真正实现了寓教于乐。”

湖南日报 7 月 6 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左龙 龚诗琴）7
月 6 日上午，常德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贾红、贾伯伦等 47 人组织、
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
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贾红犯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故意伤害罪、开设赌场罪、寻衅
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等数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 24 年 6 个月，剥夺
政治权利 5 年，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被告人贾伯伦犯数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24 年 6 个月，剥

夺政治权利 5 年，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贾红在上
世纪90年代曾因多次犯罪受到刑
事处罚，出狱后带人在常德实施寻
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并相继吸
收多人参与其犯罪组织。至 2004
年，以贾红为组织、领导者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形成。2006 年至 2008
年间，贾伯伦吸收被告人邬书明等
人加入，逐渐成为该组织的领导
者。2008 年至 2018 年间，该组织
又吸收贾灿等人加入。

该犯罪组织人数众多，结构严
密，层级分明，采取暴力、威胁等手
段欺压群众，有组织地实施故意伤
害、非法拘禁、寻衅滋事、敲诈勒
索、开设赌场、非法采矿、非法占用
农用地等违法犯罪54起，致1人重
伤、8人轻伤，并通过多种犯罪手段
积累巨额财富。

此案中，被告人陈德圣、邬书
明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
11 个月至 6 年 11 个月不等，其余
38 名被告人将依次依法公开宣
判。

湖南日报 7 月 6 日讯（记者
唐曦 通讯员 汤研科 李晨光）近
日，衡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一起
特大“套路贷”案，61 名被告人获
刑，最高被判十三年有期徒刑。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8 月
期间，陈某等 61 名被告人以网络
贷款公司名义，利用“无抵押、无担
保、秒放款”等信息为诱饵，吸引被
害人借款，骗取他人提供手机通讯
录、通话记录、支付宝信息、手持身

份证照片等信息，并以“行规”为由
7天收取借条金额30%的“砍头息”
和“手续费”，在互联网上开展“套
路贷”，先后向数万人实施诈骗、软
暴力催收等违法犯罪行为，造成众
多被害人的正常家庭、生活秩序受
到影响，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秩序，
被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经湖南省兴源会计事务所审
计，该公司用于从事网络贷款的总
涉案金额为357242601元，实际收

回 贷 款 本 金 、利 息 及 逾 期 费
480536346.1 元，非法获利金额为
123293745.4 元。根据各被告人犯
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
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经衡阳县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 61
名被告人依法判决。其中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8 人，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10 人，两年以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43人，并处
相应罚金。

湖南日报 7月 6日讯（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邓彪）7 月 5 日是危险化学品运输
交通安全“除隐患、防风险”专项整治行动
第一次全国统一行动日，也是夏季国省道
交通秩序集中整治全国统一行动日。记者
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当天全省公安
交警部门共查处危化品运输车辆道路交通
违法 202 起，其中查处运载危险物品未采
取必要安全措施的 5 起、运载危险物品未
经批准的4起、危化品运输车辆超速7起。

据悉，全省公安交警部门在行动日当
天加大了对危化品运输车辆的检查力度，

交警总队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带队到各地督
导整治行动，重点管控平交路口、匝道口、
急弯陡坡、互通立交及周边道路，增加对限
行时段的巡查频次。对京港澳、沪昆、许广、
二广、包茂、杭瑞等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量
较大的高速公路，高速交警在入省检查点、
重点收费站部署警力，并通过现场检查和
布控系统预警相结合的方式查处相关违法
行为。对行动期间发现的危化品运输车辆
驾驶人交通违法行为，交警集中抄告交通
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确保对违法行为形
成高压态势。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肖霄 通讯员
罗佳成 胡权）7月1日，邵阳市交通问题顽
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现场推进会在隆回召
开，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隆回
样板”获得与会人员广泛赞誉。

自全省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工
作开展以来，隆回县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
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严格对标对表，
多次专题研究部署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
整治工作。县委书记、县长挂帅作战，一线
指挥，确保集中整治工作全力推进。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该县突出协调联
动，抓细专项执法，充分发挥“一乡（镇）一
中队”的体制优势，下沉一线执法力量，开
展“五大行动”“平安一号”“蓝盔行动”等专
项治理集中整治行动，有力有序治理各类
交通问题。

马路市场是造成交通拥堵的最大“毒
瘤”。隆回县坚持疏堵结合、分类实施、“一
场一策”原则，全县取缔关闭马路市场 18
个，搬迁转移61个，拟新建、改建农贸市场
33个，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肖畅
通讯员 李姗姗）7月6日，湘潭市雨
湖区全省首个“学习强国”体验馆
里，“阿莲”“阿悦”卡通形象盛装亮
相。这是我省首个“学习强国”平台
宣传卡通形象，也是全国首个由市
州设计制作的融入学习强国 LOGO
元素的卡通形象。

近年来，湘潭市委宣传部充分

发挥“学习强国”平台作用，创造性
地开展“学习强国·莲悦分享”这一
品牌活动，得到省委宣传部的肯定
和推介。湘潭市“学习强国”工作经
验做法还被纳入中宣部宣传思想工
作创新案例选编，向全国推广。

新上线的“阿莲”“阿悦”作为
“学习强国·莲悦分享”活动代言人，
将主要出现在“学习强国·莲悦分

享”线上、线下活动中。线下通过屏
幕、立牌、宣传画等形式展现，线上
则将作为虚拟主播向大家播报信
息、主持节目、传授知识。

“我们希望通过卡通人物视频、
文创产品等宣传，让学习活动动起
来、活起来，让‘学习强国’在广大干
部群众中‘火起来’。”湘潭市委宣传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省首个“学习强国”卡通形象亮相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护航脱贫攻坚

赫山区把作风建设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

“跌倒”干部领回先进奖牌

安全出行在路上
——集中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7·5”全国统一行动日

湖南查处危化品车辆交通违法202起

隆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不漏一人 不差一分
——安化县发力解决残疾人“无证”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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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贾红、贾伯伦等47人涉黑案
一审公开宣判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郑旋 通讯员
何丹）近日，一辆车辆类型、车身颜色、车门
徽标、甚至车厢宣传标语看似无“异样”的
环卫垃圾运输车，在长沙市岳麓区金星北
路文家坡路段清运建筑垃圾时，被该区市
容环境卫生维护中心巡查人员查扣。根据
环卫车辆号牌的识别规律，巡查人员发现，
这台车套用环卫标识，属于“冒牌垃圾运输
车”。

针对社会车辆冒充环卫专用垃圾运输
车辆进行垃圾清运的问题，5月起，岳麓区
市容环境卫生维护中心召开专题调度会
议，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治方案，决定对“冒
牌环卫垃圾运输车”开展为期两个月的集
中整治行动。

“环卫专用垃圾运输车，整车重量较轻，

车辆配置既符合法规政策，也符合干、湿垃圾
清运的专业要求。社会上的冒牌车，披着环卫
中心专用垃圾运输车的‘马甲’，只承接建筑
垃圾清运业务。”岳麓区市容环境卫生维护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冒牌环卫垃圾运输车”
只为获取利润，在清运过程中经常超载、超
速，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集中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岳麓区市容
环境卫生维护中心工作人员采取蹲点守
候、路面巡查等方式,对“冒牌环卫垃圾运
输车”进行清查，并联合交警、城管、交通等
部门开展执法行动8次，累计查扣15台“冒
牌环卫垃圾运输车”、处罚金额7.5万元。截
至目前，清查的100余台“冒牌环卫垃圾运
输车”已全部恢复车辆原状，相关车主也承
诺不再违规清运建筑垃圾。

岳麓区整治冒牌垃圾运输车

百岁老兵
讲史励人

7月5日，宁远县禾亭镇黄湘村，百岁抗战老兵王祥清给后
辈讲述抗战故事。老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激励后人不忘
国耻，居安思危，发愤图强。 欧阳友忠 摄

7月5日下午，洞口县杨林镇塘下村，一名60多岁的泥工不慎跌入10米深的废弃水井。洞口县消防
救援大队接到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展开营救。消防人员带着救援装备深入井底，采用绳索牵引的办
法，成功将泥工救出。经医院检查，坠井人生命体征平稳，身体无大碍。 张金干 摄

深井
救人

衡阳公开宣判一起特大“套路贷”案件
61人获刑，总涉案金额3.5亿元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龚雅丽 通讯员 曾潇禹）7月
4日，娄底法院组织扫黑除恶
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走上街头，向群众发放扫
黑除恶宣传彩页、提供法律
咨询等，积极宣传扫黑除恶
知识，鼓励群众提供涉黑涉
恶违法犯罪线索。

今年是实现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三年为期目标的决胜
之年，娄底紧紧扭住“案件清
结”“黑财清底”两大重点，全
力推动“六清”行动，提高案
件质效，强化“打财断血”，确
保收官之年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取得全胜。

娄底成立“六清”行动领
导小组，设立 6 个专业合议
庭，实行“周盘点、月调度”，

推动“积案清零”；开辟“绿色通道”，确保
黑恶势力犯罪执行案件快立、快执、快结；
全面落实“一案一整治”工作要求，对群众
举报线索建立台账，突出“打伞破网”主攻
方向，推进“伞网清除”。同时，第一时间对
案件财产线索进行线上查控和线下摸排，
综合运用查封、冻结、扣划、拘留等强制手
段，在“打财断血”上下足功夫，并积极加
强与金融、税务、房产等政府部门的协调
联动，开展大要案件集中攻关，汇集多方
力量，以最强手段与攻势彻底摧垮黑恶势
力经济基础。

截至6月30日，娄底共审结涉黑涉恶
犯罪案件222件710人，市县两级法院一、
二审涉黑涉恶案件结案率均达9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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