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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护航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见习记者 梁可庭
通讯员 廖远哲 向富利

【龙山速览】
龙山县位于湘西北边陲、武陵山脉

腹地。搬出穷山坡，住上幸福窝，过上小
康生活，是龙山人世世代代的夙愿。目
前，该县已搬迁安置 3004 户、12272 人，
全面完成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县纪委监
委聚焦搬迁户后续帮扶问题，点对点监
督，持续式跟进，确保搬迁户不仅搬得
出，还稳得住、能致富。

【现场目击】
7 月 9 日，连续多日暴雨后的龙山

突然放晴。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排排
依山而建的青瓦白墙新房，水泥路连接
家家户户，菜园子整齐划一。这里是靛
房镇牛栏坡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

惠和家园小区，昔日荒芜的牛栏坡，如
今变成了幸福家园。

搬迁户彭武根在家门口动情地唱
起了山歌：“纪委常来牛栏坡，护航脱贫
故事多，搬进新居笑呵呵，荒山换了安
乐窝。”他说自己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
能从深山老林搬迁到集镇所在地，还能
住上国家修建的“小洋楼”，从“乡下人”
变成了“街上人”。

该小区是靛房镇 2017年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项目，共有搬迁户189户、770
人。搬得进，只是完成了第一步，稳得
住、能致富才是关键。

去年 4 月，龙山县纪委监委开展
“一口井”专项治理“回头看”时，纪检干
部向荣来到该安置点。当时，彭武根等
搬迁户反映，每次下大雨，小区的自来
水就变成了浑水，大家只好去一两公里
远的地方“拖水吃”。

县纪委监委将此问题交给县易地

扶贫搬迁指挥部整改。该县随即投入
120万元，安装抽水变压器1台，铺设水
管 2000 多米，从山洞里引来了干净清
澈的自来水。

两个月后，县纪委监委开展产业扶
贫专项治理，向荣又来到该安置点摸排
情况。

搬迁户王晓琴说，她家从高山上搬
到了安置点，住的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但又开始为新的问题犯愁了。因为她要
照顾两个小孩读书，不能外出务工，大
多数时间呆在家里没事干，每个月还要
付出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们发现后续帮扶不到位，又向
易地扶贫搬迁指挥部进行交办，随后引
进了惹巴妹扶贫车间。”向荣说，县纪委
监委积极协调，帮忙解决了扶贫车间场
地、用电上户等实际问题。

去年 7 月，扶贫车间在该安置点正
式落户运营。王晓琴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参加了毛线手工编织培训，很快掌握了
基本技能，成为扶贫车间员工。她的工资
收入，从最初的每月五六百元逐步提高
到 1200 多元。目前，扶贫车间已培训
200多人，有40多人在家门口就业。

今年以来，龙山县纪委监委探索实
施扶贫领域监督清单制度，梳理并交办
问题222个，完成整改并销号185个，扶
贫领域立案查处 64人。同时，坚持以案
促改，督促职能部门通过转移就业、公益
性专岗、创办集中安置区产业基地等方
式，让 3004 户、12272 人的搬迁户稳得
住、能致富。

“脱贫攻坚越到最后紧要关头，全县
纪检监察机关越要尽锐出战，在精准精
细护航上下更大功夫。”龙山县纪委书
记、县监委主任龙儒文表示，下一步将继
续实施扶贫领域监督清单制度，推动解
决老百姓反映突出的问题，为全县打赢
脱贫攻坚收官之战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滥用远光灯是一种令人头疼的
“马路公害”，虽照亮了自己的路，却晃
花了别人的眼。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多
方都会遭受损害。民法典明确规定，行
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驾驶员滥用远光灯造成其他车辆
发生交通事故，能否脱得了干系？7 月
16 日，慈利县人民法院法官杨妮亚接
受了记者采访，对此进行解读。

【原文】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

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案例】
2018 年 4 月 25 日凌晨 1 时许，高

某无证驾驶小车，途经慈利县一条没
有中心隔离设施的路段，与相向行驶
的吴某驾驶的小车会车。高某未关闭
远光灯，给吴某造成视觉障碍，致吴某
开车撞上了路边的老人李某，李某经
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吴某的车辆受损。
慈利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吴
某承担此事故主要责任，高某承担此
事故次要责任。

近日，慈利县人民法院判决此案。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高某无证驾驶，
且驾驶行为存在过错，其过错是导致涉
案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应当
承担涉案道路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对
受害人李某因涉案道路交通事故受伤
并死亡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
次要民事赔偿责任。据此，法院判决高
某赔偿受害人家属10万余元。

【解读】

让违法者付出代价
杜绝“晃”出的交通事故

“滥用远光灯引发其他车辆发生
交通事故，滥用远光灯的驾驶员能
否因与事故未发生直接接触而一走
了之？”杨妮亚法官指出，民法典相
关条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
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
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侵权责
任法》相比，民法典增加了“造成损
害”4 个字的限定，补全了损害后果
与因果两要件，建立起完整的过错
责任一般条款。

杨妮亚分析说，上述案例中，驾驶
员会车时不按规定使用远光灯，给对
面车辆造成了视觉障碍，致使他车发
生交通事故的行为存在明显过错，属
于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
成损害的行为，且其过错是导致涉案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应当
根据其在具体案件中的过错程度承担
相应民事赔偿责任。

杨妮亚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
八条规定，夜间会车应当在距相对方
向来车 150 米以外改用近光灯，在窄
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应当使用
近光灯。据公安部统计显示，我国每年
发生的夜间交通事故中，有40%以上与
不规范使用远光灯有关，且呈现持续
上升的趋势。远光灯可致人瞬间失明2
秒，让人如同闭眼开车，很容易发生误
操作，往往引发交通事故。

“为何滥用远光灯的行为屡禁不
止？因为这种行为违法成本低、鲜被
处罚，且交管部门执法取证难。”杨妮
亚呼吁，全社会要共同打击滥用远光
灯 行 为 ，让 违 法 者 付 出 代 价 ，杜 绝

“晃”出的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朋友
应不断提升法律意识、道德意识和文
明素养，严格依法遵守交通规则，做
文明驾驶人。

打开
民法典

湖南日报主办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办

湖南日报记者 彭婷

【名片】
肖明，1994 年出生，中共党员，现

任湘潭县公安局谭家山派出所刑警。
因徒手救人，曾被省公安厅记个人二
等功。工作 4 年来，处理各类警情 400
余起，办理案件200余起，包括“4·23寻
衅滋事案”等一批要案。
【故事】

2016 年 7 月 31 日，还是见习警察
的肖明接到报警，称有女子跳楼，他跟
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女子从3楼失足
坠落，千钧一发之际，肖明张开双臂迎
上去接住了她。最终，女子只是腿部受
伤，肖明却当场昏迷。

事后，肖明被省公安厅记个人二
等功，鲜花与掌声纷至沓来，他只是
说：“救人本就是警察的天职。”

肖明以此为动力，在从警道路上
勇往直前。7月 17日，记者在湘潭市中
心医院见到因公受伤、已进行两轮手
术的肖明。病床上，他讲述了 4 年间一
个个勇敢救人的故事。他的初心，不曾
改变。

2017年的一天，报警传来，谭家山
镇一名精神障碍人员持刀砍伤家人，
一人已倒在血泊中。肖明等4人火速出
警。

此时，伤者已被抬上救护车，伤人
者还拿着一把50厘米的砍刀在卧室狂
舞。因其精神障碍，民警无法与他正常
交流。

4 名警察中，两人为辅警，一人为
治安民警，只有肖明是刑警。商量对策
后，肖明带领其他 3 人飞快地冲上前，
借助警械成功制服嫌疑人。

“在你抱住他的那一刻，他的刀差
点就落在你身上！”后来，当同事将这
惊险一幕告诉肖明时，他感到有些后
怕。“但警察不能怕，我们的天职就是
救人。”看到再无其他人受伤，肖明感
到很欣慰。

2018年，危险又出现。一名男子在
一楼厨房点燃液化气罐后，又敲碎玻
璃，生吞一把玻璃碴，然后从二楼窗户
跳下轻生。因消防队离事发地点比派
出所远，肖明到达时，消防车还没来，
液化气罐仍在着火。危急时刻，肖明与
同事一道，冲进厨房一把抱出液化气
罐，放置在空旷处。因处理及时，除轻
生者本人外，这起事故没有造成其他
人员伤亡。

“每一次都与死神擦肩而过。”肖
明说，作为刑警，这样惊险的时刻，他
经历过多次。当被问及是否会因为害
怕而退缩，他给记者分享了一个故事。
他说，危险之外，更有温暖。

一次，一名男子因吸毒被肖明抓
获，将随身物品寄存到派出所后，男子
被送进戒毒所。10多天后，从戒毒所出
来的男子到派出所领取随身物品，出
门时遭遇瓢泼大雨。

“肖警官，可以借我50元打车吗？”
男子问。肖明没有犹豫，不仅借钱给
他，还开导他回头是岸。

“这是我最温暖的一天！”因为
吸毒，男子早已与家人断绝联系。肖
明的信任，让他备受鼓舞。后来，该
男子不仅还了钱，还戒了毒，生活步
入正轨。

肖明：

“救人是
警察的天职”

肖明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唐璐 张福芳

长沙五一商圈霓虹璀璨、车来人
往；渔人码头江风习习、“水上巴士”整
装待发；梅溪湖大剧院欢歌笑语……时
值仲夏，万物繁盛，夜经济的复苏给城
市增添了不少活力。

从坐游船到逛集市、从吃宵夜到泡
酒吧、从听相声到看话剧……被誉为网
红城市的长沙，夜间消费形态不断丰
富。去年 12 月，“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
力城市榜”出炉，长沙位列第三。

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后，随
着“夜市”“数字工具应用”等新场景不
断涌现，长沙夜经济“亮”出新态势，同
时也成为“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
的重要抓手。

打造夜市,点燃创业梦
周末，夕阳缓缓落下，暑气褪去，阳

光100凤凰街夜市人气逐渐攀升。28岁
的陈广荣是一名园林设计师，在这条街
上有个摊位，主要卖微型景观和逗鱼类
观赏性商品。陈广荣是广东潮汕人，两
年前来长沙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园林
设计公司。今年公司订单较少，几个人
合计着利用空闲时间在夜市上推广公
司小商品。“顾客挺喜欢我们的商品，连

续来夜市 3 周，每晚都能进账 900 元左
右。”陈广荣说。据凤凰街推广部门负责
人介绍，街区安排每周五和周末夜晚开
设集市。现在夜间集市有 30 多家市场
主体，成交情况不错。

与陈广荣一样在夜间集市上寻觅
到机会的还有来自岳阳的李飞。“和妻
子做了很久的市场调研，最后选择沁园
这条‘网红’夜宵街。”5月初，36岁的李
飞和妻子从老家岳阳来到长沙，花了
3000 多元装上油烟净化器，支起了摊
子。

从 5 月份开始，长沙沁园美食文化
街允许装有油烟净化器的合格商户开
展店外经营，带动消费和就业。当前，沁
园美食街主街有 15 户商户，已形成规
范化店外经营，经营时间限于每天下午
5时至次日凌晨2时。

数字加持,绽放新“夜”态
疫情之下，线上外卖、消费券、直播

等数字化工具加持，不断丰富夜间消费
场景，助推长沙夜经济绽放新“夜”态。

7 月 10 日晚上 8 时，尽管天气不
佳，但是天心区裕南街的网红烧烤街依
旧人头攒动，餐饮店外就餐的顾客排起
长队，外卖小哥进进出出取单。“东瓜山
肉肠”老板陈国家忙得不亦乐乎，他一

边招呼着慕名而来的吃客，一边盯着美
团上的外卖订单。这家摊位已开了 28
年，今年疫情关门3个多月。

“关门时线上订单特别火爆，4 月
16日复工后，我们就把线上销售作为一
个常态化经营项目。现在天热起来了，
夜间生意越来越好，营业额 5月下旬就
基本恢复至了去年同期水平，线上订单
每天能达到100笔。”陈国家说。

位于步行街的老字号火宫殿也很
火爆，不少顾客埋单时向前台出示手机
上的消费券。“今年通过消费券的刺激，
我们营业额已逐渐恢复，夜间营业额比
去年同期还有小幅增加。”火宫殿市场
部负责人介绍。直播带货成为不少商
家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友谊商城与专
职主播合作每天直播。7 月 13 日晚，记
者在商城某品牌直播间看到，一位主播
正熟练地直播带货。“疫情严重的时候，
线上直播开拓了销售新渠道。现在情况
平稳了，直播带货也在火热进行中。”
友谊商城相关负责人表示。

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20 年端午
节旅游消费预测报告》里，长 沙 位 列

“全国夜间旅游热门城市榜”榜首。即
便晚上 10 时，美团平台都有近一半的
长沙商家在线营业，见证这里的夜经
济之火爆。

提振消费 培育新动能
今年以来，长沙多措并举发展“夜

经济”，进一步扩内需、促消费，稳就业。
3 月，浏阳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夜间

乡间网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从夜
食、夜宿、夜游、夜购、夜娱 5 个方面丰
富“夜态”,并公布“十佳夜间经济示范
点”。6 月，长沙县开展夜经济“嗨购
节”，活动时间将持续两个月。从 7 月
开始，主播便会参与到此次活动中来，
邀请商家参与互动，从吃喝玩乐 4 个
方面对长沙的夜购商圈进行宣传。长
沙夜经济最集中与活跃的天心区，拟
打造成中部地区夜经济示范区。“在我
们这里，夜食、夜购、夜游、夜娱、夜读
等多元并存。同时，还率先在中部地区
应用 5G，推动传统百货及线下餐饮、
商超等实体企业，与‘互联网+’平台
合作，有序发展夜经济。”天心区区长
黄滔说。

今年疫情期间，长沙市出台《关于
有效降低疫情影响促进商贸流通产业
稳定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提出，鼓励
发展夜间经济，培育夜经济示范区，创
建一批夜经济门店、夜经济特色网红打
卡点，打造夜间消费场景；对经区县

（市）人民政府组织或认定的夜经济主
题活动，给予一定的支持。

“下一步,我们还将出台举措，不断
丰富夜经济产品，转型升级夜间购物、
餐饮、旅游、综艺演出、影剧观赏、教育
培训、体育健身、医疗保健、休闲娱乐九
大夜经济业态，着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
力、彰显文化特色的夜市品牌。”长沙市
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龙山县跟进监督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群众动情地唱起山歌——

“搬进新居笑呵呵，荒山换了安乐窝”

日益丰富的夜间场景，让长沙成功问鼎“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即便
晚上10时，美团平台都有近一半的长沙商家在线营业，见证这里的夜经济之
火爆——

长沙夜经济“亮”出新态势

滥用远光灯伤人
应承担侵权责任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见习记者 梁可庭 通讯员 吴哲 刘红

【永顺速览】
干部作风，关乎脱贫攻坚成败。永

顺县强化日常监督，深化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整治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以作风攻坚促脱贫攻坚，
确保帮扶工作扎实、脱贫结果真实。

【现场目击】
7月上旬，连续几轮强降雨，永顺县

永茂镇卓福村河道水位告急，村干部和
驻村扶贫工作队立即组织群众转移。

70 岁的村民余小翠因担心吵醒午
睡的孙儿，拒绝转移到安全点。大雨仍

在持续，汛情十分危急，村干部实在放
心不下这一老一小，再次折返余小翠
家，一把抬起摇床连同熟睡的孩子，一
同往安全点转移。

这天，卓福村共转移群众 40人。而
像这样全村干部劲往一处使，搁在以前
的卓福村是做不到的。

两年前的卓福村，因党组织不得力
而出名，新当选的村支书上任 7 天，便
因村里工作推不动而辞职不干了。

“以前的卓福村两委班子软弱涣
散、扶贫队不敢干事、群众满意度不高，
不仅工程不落地，项目更是无资金。”镇
纪委书记陈森回忆道，2018 年 2 月，县
纪委监委尽锐出战，“夜袭”全县190个
贫困村开展扶贫领域作风督查，当场发

现卓福村扶贫工作队不驻村，村干部干
事不积极。

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要求严查
卓福村的问题，调查组不到两天就把情
况彻底摸查清楚，并将问题反馈至相关
部门。最终，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
将原驻村扶贫工作队撤离，并对村支两
委班子进行“换血”。

“卓福村以前主要是干事动力不
足、组织力欠缺，得从思想上转变。”陈
森一针见血地指出卓福村党组织软弱
涣散的根子问题，并成了村里定期廉政
党课的老师。同时，镇纪委通过明察暗
访、入户核查等方式，进一步强化该村
扶贫作风督查。

记者在卓福村采访时，现任村支书

周考文指着眼前 58 亩大棚蔬菜基地
说：“村干部都憋着一股子劲，要一改村
党组织软弱涣散的旧貌。”村支两委和新
派的扶贫工作队通过推进产业发展，壮
大土鸡、黄牛、大棚蔬菜等特色产业，打
造“卓福”品牌，增强了村集体经济和“造
血”功能。如今的卓福村，不仅干部作风
明显好转，群众满意度也显著提升。

“对扶贫领域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必
须‘零容忍’。”永顺县纪委书记、县监
委主任田桂华表示，该县把作风建设
贯穿脱贫攻坚各环节，坚决把发生在
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清理到
位，促进干部作风大转变。今年以来共
立案 18 件，党纪政务处分 15 人，组织
处理 25人。

永顺以作风攻坚促脱贫攻坚，使后进村大变样——

昔日软弱涣散 如今聚力发展

集中销毁非法
采砂、捕捞设备

7月 17日，新宁县 山北大门广
场，执法人员销毁从夫夷江水域收缴的
电鱼机具和捕鱼地龙网。当天，该县将
执法收缴的5艘挖砂船、6台柴油机、60
多台电鱼机具及1000余条捕鱼地龙网
进行集中销毁，严厉打击非法采砂、电
鱼、捕鱼活动。

郑国华 罗青林 摄影报道

山
良

▲ ▲（上接1版）
《行动方案》明确，在省委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下，省
委网信办、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
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通信管理局
协同推进数字乡村发展，研究重大政
策、重点工程和重要举措，督促落实各
项任务，形成工作合力。各地各相关部
门要将数字乡村建设融入信息化规划

和乡村振兴重点工程，完善产业、财
政、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配套政策
措施。按照统筹规划、整合共享、集聚
提升的原则，按规定选择优势区域开
展数字乡村试点示范工作。加强信息
化相关资金项目的整合运用，争取国
家层面的数字乡村试点、电信普遍服
务试点项目、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等对
我省数字乡村建设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