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水环境专项整治
17处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问题完成整改
湖南日报9月8日讯（通讯员 田

明时 曾敏 记者 李杰）“水清了，河面
干净了，再没有臭味了。”9月8日，在汉
寿县岩汪湖镇哑河边，村民姚冬之一
边清洗农具，一边高兴地对记者说。今
年来，汉寿县全面开展水环境专项整
治工作，强化部门联动，全面推进河长
制，取得成效，受到群众好评。

近年来，汉寿县高度重视水污染、水
环境治理，狠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洞庭
湖流域治理与保护、工业水污染防治等。
今年6月初，汉寿县政府通过现场办公

会全面部署相关工作。3个多月来，汉寿
县制定水环境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对全
县460个水环境问题建立污染源台账，
对环保、水利、农业、住建等14个部门责
任单位明确责任要求，严格考核奖惩。

截至目前，汉寿县整合资金4.9亿
元，对全县293处重点污染源实施整治，
已完成73项整治任务。全县17处“千吨
万人”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问题全部
完成整改，15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建成投
入使用；完成珍珠退养4.6万亩，农村黑
臭水体治理项目34处。

汉寿县

主动“上岸”收网退捕 安心“转行”就业创业

渔民不再水上漂
溆浦

湖南日报9月8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周晓鹏 伍交才）“签订退捕协
议后，我就开了一家小餐馆，干起了
个体户。”9 月 7 日，溆浦县大江口镇
江口社区退捕渔民曾平起了个大早，
忙着准备一天的菜品，迎接客人上
门。退捕“上岸”后，他们一家告别了
水上飘摇的日子，经营小餐馆收入稳
定，生活无忧。

溆浦县是全省禁捕退捕工作先行
试点县，县域水系发达，溪流密布，禁

捕退捕工作范围广。去年 9 月，该县从
精准识别渔民身份入手，逐户上门调
查，见人见船，每户必验，每船必查，并
为每户渔民建立禁捕退捕档案进行管
理。对专业渔民和持证渔民的船网等
捕捞设施，统一进行评估，引导他们退
回捕捞证件和拆解船网，主动退捕上
岸。禁捕令下达后，大江口镇茶湾村渔
民向乃改主动签订退捕协议，把家里
的 4 艘渔船全部上交拆解，获政府补
贴1.6万元。

围绕退得出、转得好、稳得住、有
保障的要求，该县扎实开展禁捕退捕
渔民创业培训、技能培训、现场招聘等
服务，支持退捕渔民就业创业。对自愿
退捕的专业渔民，该县将他们全部纳
入基本养老保险，解除其后顾之忧。

“感谢政府为我们送服务、送培训、送
政策。”大江口镇龙湖村渔民赵恩满

“上岸”后，参加柑橘种植培训，把心思
全部放在家里的 5 亩柑橘地里。他满
怀信心地说：“只要把柑橘管护好，来

年增加三四万元收入不成问题，这可
比打鱼赚得多。”

该县公安局、森林公安局、农业农
村局、渔政大队等部门组建联合执法
队伍，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今
年以来，共没收非法电鱼设备
60台套，拆除、销毁地笼及各
类违规网具732张，移送公
安机关立刑事案件 49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51人。

“文化卫士”敢担当湘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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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8日讯（记者 徐荣
肖畅 通讯员 胡阑馨）“再难也要依法
依规拿到相关人的调查询问笔录！”“我
们马上制定追查方案，固定事实，尽快立
案。”9月7日，湘潭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会议室，执法人员正在对侦办
中的某广播影视领域案进行分析讨论。

执法办案作为对文化市场违法违
规行为的重要打击手段，彰显着执法队
伍业务能力水平。作为湘潭市意识形态
领域唯一一支行政执法队伍，近年来，
该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克服

人少事多、硬件不足等困难，聚焦队伍
建设，强化责任担当，在案件办理上取
得新突破。

2017 年，该支队办案数量首次破
百。2018年，自主办理的某网络有限公
司非法传播网络电视一案，实现该市文
化执法办案在全国获评重大案件零的
突破，此案件作为我省唯一案例向全国
推介；2019 年，首次获评“全省十大优
秀案卷”“全省十大规范案卷”。

“以前办理的大多是查处网吧接纳
未成年人上网等小案件，从未自主办理

过大案要案，市场监管成效不明显。”支
队长彭灿辉介绍，支队抓住改革机遇，
整章建制，苦练内功，着力打造一支忠
诚干净担当的“文化卫士”铁军。

在制度建设方面，制定行政执法案
件审核审批管理办法以及案件审理委
员会、行政执法公示、执法记录、执
法决定法制审核等制度，规范业务
流程。在队伍建设方面，以党建促
业务，组织支队成员集中学习党章
党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党风廉政建设宣讲，层层签

订廉政责任状。今年还制定“素质教育
年”培训计划，开展“执法大课堂”全年
轮训，全面提升执法办案业务能力。

该支队连续 3 年获评全省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工作先进单位，连续2年获
评全国“扫黄打非”先进集体。

湖南日报9月8日讯（记者 张璇
通讯员 彭六良 王鹏程）“我近两个月
没有领到残疾补助，查看‘互联网+监督’
平台，也没有看到相关公示，我的补助
去哪了？”9月6日，贫困户熊明东向岳
阳县毛田镇纪委反映，很快得到回复：

“熊爹，您的残疾证已经过期，必须马上
重新办理，补助才会发放到位。”

近年来，岳阳县纪委监委深化“互
联网+监督”平台运用，打造权力监督
和基层治理新模式。通过先行先试、综
合评估，该县194个村全部落实村级财

务“日清月结、按月报账、按月核算、按
月上传公开信息”工作模式。坚持每日
查阅“互联网+监督”平台运转情况，及
时发现反馈相关问题，做到小问题立
行立改、大问题明确时限解决，通过电
话、微信等方式督促整改扶贫领域等
相关问题150多个。

截至目前，岳阳县共受理平台投
诉举报48件，全部完成有效处置回复。
通过“互联网+监督”平台大数据比对，
发现疑似问题线索 2685 条，追回 834
人违规领取民生补助资金34万元。

“互联网+监督”看住百姓“救命钱”
岳阳县湖南日报9月8日讯（记者 龚柏

威 通讯员 李红斌 彭双双）“家庭是社
会的基本细胞，如何更好地化解婚姻家
庭纠纷？”9月8日，南县县委政法委书
记周尚亮告诉记者，该县将“三色预警”
矛盾纠纷机制与“好好说话”工作室结
合，去年以来化解家庭矛盾纠纷 1279
个，挽回上千濒临破碎家庭。

根据家庭矛盾纠纷严重程度和处置
难易，县委政法委将一般矛盾纠纷，定为

“蓝色等级”，由村（社区）志愿者负责调
解；将情况较为复杂的纠纷定为“黄色等
级”，由乡镇专业社工“一对一”个案调
解；将情况和利益关系复杂，如长期“家
暴”类矛盾纠纷定为“红色等级”，由专业
调解员、律师和法官联合调处。

与此同时，政法委牵头妇联、民
政、司法、法院等在县婚姻登记处设立

“好好说话”工作室，提供调解服务，并
将端口前移，全县12个乡镇妇联、司法
所联合组建12处家庭纠纷调解平台，
向村（社区）辐射，形成“1+12+X”县、
乡（镇）、村（社区）三级联动家庭纠纷
调解格局。

周先生和刘女士因个人生活习惯
和沟通方式不同，导致女方离婚意愿
强烈，志愿者调解无效后，该纠纷上升
为“黄色等级”，驻点该镇“好好说话”
工作室的社工和心理咨询师跟踪调
解，并通过律师“面对面”“背靠背”说
法明理，双方最终达成和解。

至今，经“好好说话”工作室调处
化解家庭矛盾蓝色等级794个、黄色等
级462个、红色等级23个。南县婚姻家
庭纠纷“三色预警”机制入选 2020 年
湖南省“巾帼暖人心”维权创新项目。

湖南日报9月8日讯（记者 张福
芳 通讯员 邓琼）教师良莠不齐，教师
职称评定难、参加培训机会少,学校不
为老师购买保险……在长沙，民办学
校教师队伍呈现的现象将成为过去
式。

近日，长沙市教育局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长沙市民办学校教师队伍
建设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将民办
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纳入了全市教师队
伍整体规划，为解决制约民办学校教师
队伍发展的系列问题提供了保障。

按照规定，包括培训机构在内，民
办学校聘用的教师必须拥有相应教师
资格，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备相应
教育教学能力和工作能力。民办中小
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按《湖南省中小

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实施办
法（试行）》给予处理和处分。

《意见》规定，民办学校教师在业
务培训、职称评定、相关表彰等方面，
依法享有与公办学校教师同等权利和
义务。民办学校、幼儿园要做好教师继
续教育的学分登记、教师资格注册等
工作。

同时，为保障民办学校教职工合
法权益，今后民办学校聘用教职工一
律要签订劳动合同，长沙市教育局还
将制定规范合同范本。学校要依法保
障教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和其他合
法权益，足额为教职工购买“五险一
金”。《意见》还规定民办学校必须依法
成立工会，建立教代会制度，重大事项
应广泛听取教职工意见。

长沙出台政策加强
民办学校教师队伍建设

白露时节
“玫瑰”香

湖南日报9月8日讯（记者 张佳
伟 见习记者 昌小英 通讯员 吴军
民）记者从邵阳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截
至9月6日，邵阳全市普通铁路安全环
境整治任务全部完成销号，进度排名
全省第一。

今年，邵阳市持续攻坚普铁沿线安
全环境整治，先后接收三批普铁安全环
境隐患整治任务共计264处，其中邵阳
县114处、新邵县84处、大祥区66处。

在普铁隐患整治中，邵阳市深入
落实铁路安全“双段长”四级管理制，

加快推进隐患整治。全市二级段长蹲
点到镇，三级段长负责到村，所有干部
包干到点，通过一线督战、现场解决整
治难题的方法，有力促进整治工作深
入开展。

据悉，5月30日前，邵阳市已全面
完成第一批 201 处普铁安全隐患销
号，比省办要求提前2个月，其中大祥
区成为全省首个完成普铁安全隐患整
治的县级单位。8月15日前，邵阳全面
完成第二批、第三批整治任务的清查
核对工作。

邵阳完成普铁安全环境整治
进度排名全省第一

湖南日报9月8日讯（记者 邹娜
妮 通讯员 邹晋萍）“从镇里到县城打
个来回要一天，办证不方便，如今交警
送证到‘家’。”9月4日，新化县奉家镇
横江村村民贺旭英拿着全新的摩托车
驾驶证，满脸喜悦。奉家镇地处雪峰山
脉中段，属偏远高寒山区，当天，新化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民警，为当地
通过摩托车驾驶证考试的200余名群
众送证上门。

今年，新化交警大队已为群众办
理摩托车驾驶证8000余张，组织考试
1.7万余人次。自开展交通问题顽瘴痼
疾集中整治行动以来，新化组织协调
交警、公路、教育等职能部门，对机动
车非法营运、交通事故风险路段、校车

安全等7大类15项具体问题进行专项
整治，为群众的交通安全护航。

围绕“人、车、路、企、政”等方面存
在的顽瘴痼疾，新化全面排查摸底，对
标对表，狠抓整治措施落地落实。严查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戴安
全头盔、机动车驾乘人员未使用安全
带情况，广泛发动群众参与“一盔一
带”行动；配齐交通标示牌、安全防护
设施等，加大对驾驶员和群众的安全
宣传教育；严厉整治各类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对交通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

目前，新化累计查处超限超载车
辆 1910 台次，变型拖拉机 951 台；查
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万余起，行政
拘留163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4人。

新化整治交通顽疾“刚柔并济”

湖南日报9月8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严实）8 月 29 日上午，沪昆铁
路湘潭市雨湖区长城乡卫星村路段一
座 2000 余平方米的违章仓库拆除作
业完成。自此，该区全面完成普铁沿线
环境整治任务，实现安全隐患清零。

据了解，雨湖区境内沪昆普铁线
路全长 22 公里。经摸底，该区核定普
铁沿线安全隐患 136 处，分布于万楼
街道、云塘街道、先锋街道、长城乡和
姜畲镇。

雨湖区交通运输局主要负责人介
绍，7月20日，该局根据省、市、区相关工

作部署，建立“一图一表一清单”，集中力
量完成重点安全隐患整治。按照交通运
输局领导干部和乡镇（街道）负责人“双
段长”工作责任制，建立路地双方“查、
整、防”协同工作机制。对个别长期得不
到解决的安全痼疾和重点疑难问题，采
取挂牌督办、约谈公示、督导检查、召开
现场推进会等措施，开展集中攻坚。

下一步，雨湖区将“当下改”与“长
久立”相结合，提升常态化管控能力，
建立铁路沿线环境安全管控长效工作
机制，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持续
改善普速铁路沿线外部安全环境。

雨湖区实现
普铁沿线环境安全隐患清零

湖南日报9月8日讯(记者 李夏
涛 通讯员 蒲娟)“有了这个服务站，大
家安全意识更强了，安全隐患也得到及
时排除，实实在在让我们感到安心。”9
月7日，辰溪县潭湾镇桥湾村，村安全应
急管理服务站工作人员上门宣传森林
防火、灭火，村民刘际云称赞不已。

自2019年申报省级安全生产示范
乡镇以来，潭湾镇为打通安全生产“最
后一公里”，在强化“一办两队”(社会治
安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综合执法大队、
应急分队)建设基础上，着力推进安全生
产力量下沉，将安全应急管理服务站延
伸至村(社区)，强化隐患排查、险情预
警、应急救援、安全知识宣传等服务。

走进桥湾村安全应急管理服务
站，值班值守、网格化管理、隐患巡查

上报、应急演练等制度齐全，安全生产
知识宣传、森林火灾、抗洪抢险等职能
明确。该村整合村干部、民兵志愿者及
社会救援等力量，组建了一支20人的
安全生产应急队伍，配有灭火器、救生
衣等装备，有效解决了基层应急救援队
伍力量不强、专业化程度不高的问题。

目前，潭湾镇安全应急管理服务
站覆盖所有村(社区)。“别看应急管理
服务站小，却发挥了大作用，通过这个
平台，19个村(社区)安全隐患排查得到
畅通，处置效率也得到了提高。”潭湾
镇党委书记戴德军说，自去年以来，该
镇19个安全应急管理服务站开展安全
生产宣传5000多人次，先后排除险情
60次，抢险救援100余次，促进了全镇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湖南日报9月8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龚文君 周碧霜）“要不是政府帮
忙，我们的辛苦钱肯定要不回！”9月8日，
临澧县修梅镇白堰村村民鲍奎香和多名
工友，专程来到临澧县法律援助中心，感
谢援助中心帮他们讨回拖欠的工资及补
偿金20余万元。

鲍奎香等 41 名农民工系临澧万
禾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员工。2019 年，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刑事犯罪被
逮捕羁押，由第三人陈德文接手经营。
今年一季度，因经营不善且受疫情影
响，41名农民工2个月工资被拖欠。

多次催讨未果后，农民工代表5月
向临澧县法律援助中心求助。该中心
高度重视，当即指派经验丰富的律师

承办此案。6 月，临澧县仲裁院正式受
理此案。41 名农民工集体提出解除劳
动关系，要求公司、第三人陈德文支付
拖欠的工资并给予相应经济补偿金共
计20余万元。

为了让农民工尽快拿到血汗钱，承办
律师与仲裁员多次前往公司协调，但第三
人陈德文以其不是法定代表人为由百般
推脱。临澧县司法局与县人社局相关负责
人多次做陈德文工作。最终，陈德文承诺8
月底偿还所欠工资和经济补偿金。

据了解，今年以来，临澧县法律援
助中心积极搭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
平台，加大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办理
力度，共受理农民工讨薪案件73件，追
索劳动报酬30余万元。

“三色预警”家庭纠纷
“好好说话”挽回幸福

南县去年以来化解家庭矛盾纠纷1279个

9月8日，芷江侗族自治县罗旧工业集中
区湖南旭阳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
在组装LCD液晶显示屏。年初，返乡人员唐杰
投资1亿元创办该公司，带动了该县135名农

民工本地就业。近年，该县不断优化创业
环境，吸引大批在外“能人”返乡创

业，带领本地农民增收致富。
龚卫国 摄

能人返乡带就业

小服务站发挥大作用

安全应急管理服务站全覆盖
潭湾镇

临澧41名农民工讨回被拖欠工资
县法律援助中心今年以来共受理农民工讨薪案件73件

9月8日，澧县农康现代葡萄产业园，村民们在对阳光玫
瑰葡萄进行精选打包装箱。澧县目前种植葡萄5.95万亩，其
中阳光玫瑰葡萄3.45万亩，亩平均产值6万元以上。白
露时节，阳光玫瑰葡萄正处丰采期，各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纷纷抓住晴好天
气，科学采摘、分级、包装、销售，让阳
光玫瑰葡萄甜蜜上市。

柏依朴 摄

安全出行在路上
——集中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