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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19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
员 彭莹 丁杏芬）“搭帮你们，让我重拾生活
希望。”8月13日，娄底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立
案室，市民刘某饱含热泪感谢工作人员帮助
他确定了工伤认定，获得相应赔偿。

娄底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
为民”作用，及时有效化解行政争议，纠正违
法和不当行政行为，防范和制约行政权力滥
用，有效维护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
人利益，为社会和谐发展注入“融合剂”。截至
目前，全市共办结行政复议案件559件，其中
经调解后撤回135件，综合纠错129件。娄底
被授予全省唯一的行政复议类“全国法治政
府建设先进单位”。

娄底将“定纷止争，案结事了”作为办理
行政复议案件的首要目标，在坚持严格依法

公正办案、准确把握制度的基础上，创新“窗
口前移、立案调解、听证审查”案件办理方式，
将调解工作贯穿案件办理全过程。对于案情
简单、事实清楚的行政复议案件，在立案受理
前，充分释法说理，疏导情绪，化解争议；对于
涉及面广、影响较大的行政复议案件，采取听
证方式审理，广开言路，居中裁判，达到“办结
一案、教育一片、和谐一方”的效果。

同时，制定行政复议案件的调解制度和
听证规则，明确主要原则、适用范围、办理流
程等，实现“调解结案、听证审理”的制度化和
法制化；集结办案骨干力量，采取提速承办、
限期办结的方式，确保行政复议案件“快审快
结”；加大对各级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审查力
度，凡侵害企业或群众合法权益类案件，坚决
予以纠错。

娄底全面督导执法行为，通过办理行政
复议案件，对发现的错误和瑕疵，以电话沟通
和现场指导的方式,督促相关部门进一步规
范行政权力运行，对发现的个性和共性违法
问题，注重运用行政复议意见和建议催促行
政机关规范执法行为，完善执法制度。开展重
大行政复议案件听证观摩、疑难行政复议案
件专题研讨、典型行政复议案例征集等活动，
推动全市行政执行部门进一步强化法治理念
和法治思维。

湖南日报8月19日讯（记者 杨玉菡 通
讯员 姚高峰）8月14日，益阳高新区谢林港
镇清溪村党总支书记贺志昂来到石马山河岸
边，发现以往浑浊的河水变清了，喜上眉梢。
今年以来，益阳高新区着力推进“一河一湖”
治理工程，实行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
理，切实解决河湖污染问题。

梓山湖是以汇水灌溉为主要功能的小
型水库，近年来，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排至
湖里，2019 年 11 月检测，水质为Ⅳ类。益阳
高新区制定梓山湖治污实施方案，对现场
勘探发现的周围 20 处排污（水）口采取截
污措施。去年 12 月，投资 150 万元，完成梅
林工业园（沧澜路）近 700 米污水主管配套
工程建设。此外，益阳市国辉锑业等 5 家企
业对厂区内雨污混接管网进行了改造。今
年，投资 300 余万元新建污水提升泵站和
配套管网，将紫龙郡、领御等处生活污水收

集至提升泵站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并对
高尔夫球场等处污水管网进行改造，严禁
污水直接排入梓山湖。

集中清理梓山湖周边违规菜地60余亩，
定期对湖面漂浮物进行打捞；利用迎宾路原
有的7.9公里管网引资水入湖，以补充枯水时
节湖体水量；规划在梓山湖建设一处人工湿
地，增强湖体自净功能。今年4至7月，梓山湖
水质稳定在Ⅲ类。

石马山河全长6.8公里，沿线居民约230
户。今年4月，该河水质下降至劣Ⅴ类。益阳高
新区迅速组织排查，对发现的流域内工业
源、农业源、生活源等11个环境污染问题
列出清单整改。约谈10余家涉水企业，
要求严格按环评要求处置废水，对偷
排、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实施顶格处
罚。同时,投资70余万元对石马山河
上游雨污管网进行改造，对7处雨污

混接点进行整改。新建一座一体化污水提升泵
站，将创业园片区污水截流后，直接排入云雾
山路污水管网，避免污水外溢至石马山
河。8月，石马山河污染物监
测浓度明显下降，
水质改善。

湖南日报8月19日讯（记
者 周小雷 通讯员 盛磊）交
通事故频繁的背后，是不遵守
交规的结果，降低事故发生的
关键在于人的素质提升。8 月
18 日，“厚德星沙 益路同行”
长沙县交通安全文明出行宣
讲活动启动仪式暨爱心合伙
签约仪式在星沙交警中队举
行。

活动现场，“中国好人”袁
亮坤和湖南优秀志愿者刘露
现身说法，为参加活动的湖南
师大附中星沙实验学校的学
生 作 表 率 ，号 召 大 家 文 明 出
行，为营造车畅人安的交通环
境出一份力。

作为一名公交司机，袁亮坤
从业37年来未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每日勤勤恳恳，在重复的线
路上文明行车、微笑服务，在平
凡的岗位上用爱心和责任心赢
得“雷锋哥”的美名。袁亮坤说：

“敬畏规则、敬畏生命，是每名公
乘人员的职责所在。”

遭遇车祸高位截瘫 28 年
的湖南省优秀志愿者、“长沙好
人”刘露的切身体会，让他更明
白交通事故对受害者及其家庭
的伤害。他发起成立的长沙县

“爱的摆渡人”公益组织长期参
与志愿活动，致力于帮扶交通
事故受害者困难家庭。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张小琴

8月18日，记者走进永兴县太和镇样下村，新修
的通组水泥路和机耕道交错相连，绿油油的水稻长
出了谷穗，漫山遍野的冰糖橙树挂满果实，成群结队
的黑山羊在山间悠闲吃草，俯卧山间的光伏发电站
熠熠生辉……

“样下村能有今天的样子，首先是道路贯通，极
大调动了村民生产积极性。”样下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学军指着田间水稻说，稻谷的丰收得益于村里修
建的一条条机耕道，路通百事通。

李学军是永兴县教师发展中心纪检干部，2017

年初被选派到样下村担任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扎
根村里3年多，被村民亲切称为“李老师”。

样下村2015年被定为省级贫困村，全村435户
1645人中有贫困户51户146人。是什么导致贫困？李
学军等驻村工作队员调查分析认为，该村属合并村，9
个组未通公路，多数村民零散种植冰糖橙等，泥泞山路
阻碍了产品销售，影响了产业发展，村民增收困难。

要想富，先修路。村支书刘晓旺说，扶贫工作队和
村支两委决定完成通组公路，经各方资助、村民自筹
1000余万元，通组水泥路、机耕道等建设先后动工。

通组公路修建，激发了群众勤劳致富的内生动
力。村里先后出现一个个“牛倌”“羊倌”“虾倌”。贫困

户“牛倌+虾倌”刘友煌是一个肢体残疾人，通组公
路修通后，他主动参加县乡组织的技术培训6次，学
习牛、龙虾养殖技术，还贷款5万元，发展养殖业，至
今存栏牛36头、龙虾12亩，一年收入达12万多元。

“原来没想到，自己还能凭本事创业致富，家里
买了摩托车、添了冰箱。”刘友煌说，这一切要感谢

“李老师”的帮助。
村看村，户看户。贫困户黄光财靠打零工养家糊

口，看到身残志坚的刘友煌发财了，他开始贷款养黑
山羊，从起初10来只，养到现在150只。“我每天早
上赶着羊去山里吃草，心里乐滋滋的。”黄光财告诉
记者，养羊每年能增收10万元左右。

样下村支书刘晓旺介绍，贫困户们脱贫后，一个
劲往小康奔。去年村集体收入近10万元，村民人均
纯收入达8000多元。

娄底创新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方式

为发展注入“融合剂”

益阳高新区实行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

还“一湖一河”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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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文化进警营
8月19日，武警怀化市支队通道中队，官兵在侗族艺人的带领下学

习跳芦笙竹竿舞。近年，该中队将警营文化建设与学习侗族文化相结合，
不仅丰富了官兵的业余文化生活，还弘扬、传播了侗族文化。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刘强 摄影报道

比拼制茶技能
8月19日，参赛选手在进行制茶技艺比拼。当天，首届“湖

南红茶”茶叶加工职业技能赛在桃源县茶庵铺镇和杨溪桥镇举
行。此次竞赛是第三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湖南省选拔赛
的组成部分，来自全省的14支代表队、70名选手参赛。 周桂成 摄

湖南日报8月19日讯（记者 邢骁 通
讯员 邓桂林）今天是第三个中国医师节，
长沙市对评选出的刘丽文等 100 名“长沙
市优秀医师”、黎增辉等 50 名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特殊贡献医师”、邓件良等 10 名

“长沙市德艺双馨优秀医师”进行了表彰，
激励全市医务工作者以他们为榜样，为健
康长沙建设贡献力量。

“对你们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
中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向长
期坚守一线的白衣天使及默默支持医疗

卫生事业的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在长沙
市第四医院开展的座谈会上，长沙市副
市长刘明理为获奖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和
奖牌，并向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
候和祝福。

“希望全市广大医务工作者继续弘扬
抗疫精神，不断巩固和拓展防控成果，为幸
福长沙做好健康护航。”长沙市委、市政府
号召，全市要广泛开展医师节相关活动，让
大家更加广泛深入了解医务工作者群体，
持续营造尊医重卫良好氛围。

湖南日报8月19日讯（记者 杨玉菡
通讯员 潘虹 何苗）8月19日,益阳市对在
今年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优秀的 80 名医
务人员进行表彰，授予2020年“优秀医师”
称号。

为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激励广大医务

人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本职工作
做好疫情防控与日常医疗工作，益阳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开展 2020 年中国医师
节“优秀医师”评选活动。经各县（市、区）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各医疗卫生单位推荐，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复议，益阳市中心医院何
辉等80名同志获评2020年“优秀医师”。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金辉

“刚刚收到你们戒毒所寄来的《感谢信》，真是
件新鲜事！”8月19日下午，正在单位封闭隔离执勤
的岳阳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夏令收到妻子发来
的微信消息。跟夏令的妻子一样，该戒毒所民警家
属近日陆续收到戒毒所寄的《感谢信》。

疫情发生以来，岳阳市戒毒所一直执行封闭备
勤、执勤模式。疫情最严重的1月下旬至4月上旬，
民警们都不能离开单位半步，其中，30多名民警自2
月17日至4月9日在戒治大院连续封闭执勤52天。

“那几个月，老妈和妻子在家真是辛苦！”“90
后”民警王峰记忆犹新，孩子出生才1个月，他就回

所执勤，没想到与家人一别就是近3个月。
从4月中下旬开始，按照上级提出的“监所单位

疫情防控高于社会面”要求，戒毒所至今仍然执行
封闭备勤、执勤模式。

“儿子援疆未归。老公防疫动辄个把月不回家。”
戒毒所生活医疗科民警谢爱民的妻子刘三桂笑言，这
7个月间，是自己一生中最孤独寂寞的日子。

紧张执勤之余，二大队大队长戴乐最想念正上
幼儿园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有时候都不敢跟她们
视频通话，怕听到孩子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是你们把思念藏在心间、把牵挂埋在心底、把
家庭重担扛在肩上，用无疆大爱和默默付出为战友
们营建了和谐、稳固的大后方；你们是戒毒事业真

正的幕后英雄！是铸就抗疫军功章的另一半，我们
向你们致敬！”充满温情的《感谢信》，让每一位阅信
的警属感慨万千。

“结婚20多年，我早已将戒毒所视为一个大家
庭，我理解民警的艰辛。”戒毒所教育矫治科科长刘
祥的妻子江丽芳除了工作，还要照顾生病的婆婆，
却从无怨言。

“这封《感谢信》值得珍藏，它记录了这段不平
凡的岁月。”一大队教导员包锦标的妻子杨欢是一
名公安民警，她对丈夫的坚守感同身受。

在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为何采取传统模式邮
寄《感谢信》？

“半年多来，民警在家属的支持下，默默坚守，将疫
情阻挡在高墙外，这是职责所在。”戒毒所政委阳海威
说，“警属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我们无以为
谢，但以这种方式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与敬意！”

首届“湖南红茶”
茶叶加工技能赛开赛

湖南日报8月19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
员 周亚黎）作为2020年中国技能大赛——第三
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湖南省选拔赛的
重要组成部分，8 月 19 日，湖南技能竞赛·首届

“湖南红茶”茶叶加工职业技能竞赛，在常德桃源
开赛。同时开幕的第五届桃源红茶节，以现场集
中签约12亿元的喜人成绩为赛事助力。

茶叶产业是湖南农业“千亿”产业之一，红茶
更是我省重点打造的区域公共品牌。活动以“弘
工匠精神，扬湖红之韵”为主题，以服务红茶产
业、促进湘茶崛起为最终目标，打造展现新时代
农民风貌、弘扬农业农村工匠精神的新平台、新
旗帜、新亮点。

桃源县产茶历史悠久。近年来，该县大力实
施“一县一特”战略，把茶产业发展作为促进乡村
振兴和农民增收的重大战略举措。目前，全县茶
园面积达 18.6 万亩，年产茶 6.5 万吨，茶业综合
产值27亿元，拥有“桃源大叶茶”“桃源野茶王”

“桃源红茶”3 个国家级金字招牌，先后被评为
“全国重点产茶（百强）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
准化生产基地”“湖南茶叶千亿产业十强县”，桃
源红茶跻身“湖南十大名茶”。

据悉，本次活动由省农业农村厅、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联合主办。竞赛为期两
天，吸引全省72名制茶高手参赛。成绩优异的选
手，将获评“湖南省技术能手”“湖南省五一劳动奖
章”等荣誉，前10名选手还将参加全国决赛。

首届线上黄花菜节
祁东开幕

湖南日报8月19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陈建设 周卒子） 8月18日上午，中国首届线上黄
花菜节暨祁东县特色农产品博览会开幕，祁东县消
费扶贫实体店同时开业。湖南雁隆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人说，截至8月中旬，该公司通过消费扶贫
线上线下销售模式，已销售干黄花菜及粉条类产品
150吨，实现经济收入185万元。

据祁东县委主要负责人介绍，该县是中国
黄花菜之乡，现有黄花菜种植面积16.5万亩，全
国市场占有率稳定在 70%以上，年出口产值突
破1.56亿元。

随着祁东黄花菜产业影响不断扩大，产供
销管理体系和电子商务急需进一步扩展。这次
祁东县联合湖南达漫电商，共同举办中国首届
线上黄花菜节暨祁东县特色农产品博览会，让
祁东的黄花菜等农副产品走出祁东，抢占市场。

为使扶贫产品线上线下同步体验，祁东县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的全省第一家县域消费扶贫
实体店，也于当天正式对外营业。在一镇一品区域，
消费者竞相选购黄花菜、酥脆枣、槟榔芋等新鲜、地
道的农副产品，还有手工制作的红薯粉。

记者在现场看到，占地800多平方米的消费
扶贫实体店，位于县城中心地段，采用超市运作
模式，直接对接全县25个乡镇的扶贫产品。除成
本以外产生的利润，都将返还贫困户或助力产
业发展。店里除了本地乡土味，十八洞村、新疆
鄯善县等地的土特产品也上了专柜，仅新疆的
干果、坚果类产品就多达17种。

值得珍藏的《感谢信》

益阳表彰80名“优秀医师”

致敬白衣天使
长沙市表彰100名优秀医师、50名特殊贡献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