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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张昊）今天上午，记者从常德市人
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
支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进一步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 常德出台了首批市场监管
领域免罚清单，51项轻微违法违规生产经
营行为将免于处罚。

据悉，部分中小企业在起步阶段，因合
规意识和能力较弱， 容易出现轻微违法违
规生产经营行为。这种“无心之失”一旦被
罚，势必会给企业未来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为建立完善轻微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容
错机制，常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司法局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条文，编制了《轻微违法
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免罚清单（第一批）》，旨

在用清晰列明的免罚事项提高执法效能，
让企业真正感受到“有温度的执法”。

此次列入免罚清单的市场轻微违法违
规行为， 涵盖市场监管部门职责范围内商
标、广告、登记注册、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
等领域，共计51项。其中，对于食品安全等
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密切相关
的行为，《免罚清单（第一批）》充分体现审
慎原则，对涉及食品安全领域的4项免罚事
项明确要求仅首次作出该违法行为、 及时
改正，而且未造成后果，方可不予处罚。

《免罚清单（第一批）》坚持预防为先，教
育与处罚相结合，对于不予行政处罚的，除责
令改正外，执法部门还要及时开展教育工作，
真正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记者 刘燕娟）记者
今天从怀化市纪委市监委获悉， 怀化市财政
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林安凤，怀化市交通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梁春生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怀化市纪委

市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林安凤，曾任会同县财政局局长，怀化

市建设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副局长，怀
化市建设投资管理中心党组副书记、主任，
怀化市财政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兼任市

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
2014年4月至今任怀化市财政局党组副书
记、副局长。

梁春生，曾任会同县马鞍乡党委书记，县
国土资源局局长，会同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
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 局长等职务。2016年8
月至今任怀化市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党组
成员、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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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记者 于振宇 徐典波
通讯员 王田锐 胡莎）今天，岳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由检察机关任民事公益诉
讼人与某养猪服务公司、姚某辉、周某初环境
污染责任纠纷案。 该案由岳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担任审判长， 岳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出庭起诉，是我省首例市级“两长”同庭履
职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共同为“守护好一江
碧水”构筑起绿色的司法屏障。

审理期间， 原告岳阳市检察院和被告人
及其辩护律师围绕案件事实、责任划分、法律
适用等进行了举证、质证、辩论及陈述。

岳阳市检察院起诉称，2015年底，岳阳市
云溪区路口镇南岳村村民周某初将其自建猪
舍中的两栋租给姚某辉养猪。2016年，涉案公
司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与姚某辉、周某
初签订生猪委托养殖协议， 约定由公司提供
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并按照公司的
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进行养殖， 养殖户的肉猪
属于公司财产，交由公司统一回收销售，养殖户
只负责提供符合公司饲养标准的养猪场地、设
施和劳动力。自2016年11月起，该公司向周某
初、姚某辉的养猪场共提供猪苗1676头。

岳阳市检察院认为，姚某辉、周某初的养

猪场未办理环评手续， 未经环保部门验收合
格，未建设废水无害化处理设施，未取得排污
许可证，将养殖废水、废物经纳污池塘直接排
入公共环境中。经检测，养猪场排放的废水化
学需氧量、总磷、氨氮、悬浮物、粪大肠菌群数
全部超标，对周边的空气、土壤、地表水及地
下水均造成污染，居民生活用水受到影响。

本案涉案公司与姚某辉、 周某初系共同
养殖，对生态环境破坏负共同侵权责任，应当
共同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 并通过市
级以上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道歉。

案件将择期宣判。

法检“两长”同庭履职支持公益诉讼

怀化两名处级干部接受审查调查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王亮）记
者今天从长沙市体育局了解到，“锦鲲杯”
第29届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暨第五届中
华体育舞蹈公开赛， 将于11月21日至24
日，在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大运馆举行，
预计有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区、 超过200
支队伍、5000余人次报名参加， 长沙将再
次掀起体舞“风暴”。

本届赛事规格高、规模大，代表了国内
体育舞蹈的最高竞技水平。 赛事设职业组
标准舞/拉丁舞、A组标准舞/拉丁舞、青年
组标准舞/拉丁舞等71个组别。开幕式将于
23日晚举行， 组委会特邀
12名体育舞蹈世界冠军上
演舞王争霸秀，为观众带来
顶级舞蹈盛宴。

亚洲体育舞蹈副主席、
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秘书
长苏洁介绍，锦标赛是体育
舞蹈界最重要的赛事，国内
各组别最优秀的选手将悉

数到场，为保证赛事公平公正举行，组委会
邀请了12名顶尖的国外裁判员参与执裁。

这已是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连续第5年
在长沙市举办，长沙市体育局副局长覃事平
表示：“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连续5年在长沙
举行，带动了长沙市体育舞蹈的进步以及体
育产业的发展，一定能成为长沙‘创建全民
运动健身模范城市’的一张亮丽名片。”

本届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
导中心、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CDSF）、湖
南省体育总会、长沙市体育局主办，锦鲲国
际集团承办。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97 5 2 5
排列 5 19297 5 2 5 2 4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常德出台市场监管领域免罚清单
51项轻微违法行为将免于处罚

体舞“风暴”
11月21日登陆星城

11月7日，长沙市望城区新城国际花都小区
F区，望城区城管局执法人员对楼顶违章建筑的
自行拆除情况进行再次核查。 该小区F区去年8
月交房后，其中9栋楼房均有人在楼顶搭建违章
建筑， 并将违建的外墙涂上了和楼房外表面一
样的油漆， 令外人难以区别。 城管部门根据举
报， 于今年6月至10月多次对违建的业主进行
了约谈，责令拆除。下一步，执法部门将对未在
规定时间内拆除的违建进行强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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