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线

本报5月24日讯 近日，省
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
对华容县人民政府原党组成
员、副县长蔡智（副处级）决定
逮捕； 以涉嫌受贿罪对邵东县
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细云（正
处级）决定逮捕；以涉嫌受贿罪
对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求索》杂
志原主编乌东峰（正处级）决定
逮捕； 以涉嫌受贿罪对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和应对
气候变化处原处长肖学文（正
处级）决定逮捕；以涉嫌受贿罪
对政协长沙市天心区委员会原

党组书记、主席邓林（正处级）
决定逮捕； 以涉嫌受贿罪对常
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工委委
员、调研员陈达友（正处级）决
定逮捕； 以涉嫌受贿罪对邵阳
市统计局原党组书记唐红艳
（正处级）决定逮捕。永州市人
民检察院依法对宁远县县委办
副处级干部、 宁远县工业园区
原党工委书记乐云发（副处级）
以涉嫌受贿罪决定逮捕。

目前， 以上全部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查中。

■记者 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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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4日讯 “因本合
同引起争议，均请提交长沙仲裁
委员会按照其仲裁规则进行仲
裁。” 你签合同时注意到这个条
款吗？ 这就是常说的“仲裁条
款”。合同签订后，如果有争议，
将不去法院起诉，而是到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5月23日至24日，
长沙仲裁委员会召开2017年仲
裁员大会，2016年， 该会共办结
案件1978件，较上一年度同期结
案数增加了1059件，实现了结案
数翻番， 有效地清理了积案、化

解了积怨。
长沙仲裁委员会在本次大会

上增聘了85名来自澳门、 北京、
上海等地的专家成为仲裁员。值
得一提的是， 长沙仲裁委将湖南
娱乐文化产业重点纳入仲裁服务
对象， 并与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
协会初步商榷了合作事宜， 在我
国影视行业中吸纳了18名资深
行业专家加入了仲裁员队伍，为
服务影视娱乐文化仲裁工作储备
了专业人才。

记者了解到，仲裁员都是来

自民商事相关行业以及法律从
业者中的专家； 今年4月， 共有
355名仲裁员办理了年度注册登
记。

据了解， 长沙仲裁委员会
1995年成立， 是一家解决民商事
合同纠纷以及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的机构。截至2016年底，该会共受
理案件10375件， 涉案标的额
223.35亿元，涉及建筑工程、房地
产、金融证券、知识产权、文化娱
乐等多领域。 ■记者虢灿

通讯员李敏娜实习生沈潘

本报5月24日讯 “两线
合一”意味着什么？低保户纳入
贫困户的条件是什么？“两线合
一”后，我省财政将如何加大投
入？今天，全省农村低保标准和
国家扶贫标准“两线合一”新闻
发布会在长沙召开，省民政厅、
省扶贫办、 省财政厅就大家关
心的问题进行了释疑。

扶贫： 每年要帮上百万贫
困人口脱贫

“我省还有331万贫困人口
没有脱贫， 合村后的贫困村为
6998个，去年有1053个贫困村
退出。”在新闻发布会上，省扶
贫办副主任贺丽君指出， 为实
现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我
省每年需有上百万的贫困人口
脱贫，上千个贫困村要退出。

农村低保和扶贫攻坚的主
战场都在农村， 受益面都是困
难群众。“两线合一”后，民政、
扶贫部门将把符合条件的农村
低保对象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 把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全部纳入农村低保保障范
围。

民政部门将会兜底保障一
批脱贫对象，这些对象为：以户
为单位， 贫困家庭中主要劳动
力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
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
脱贫的家庭。此外，扶贫部门将
按省市县乡村来逐级压实责
任， 并在贫困村派出工作队来

精准帮扶。 为确保工作的扎实
推进， 省扶贫办还将成立小分
队， 以暗访的形式检查工作落
实情况。

保障： 实际补助将有10%
以上增幅

“‘两线合一’ 有助于提高
农村的低保标准， 还能和扶贫
政策相衔接， 增加困难群众的
获得感。” 省民政厅厅长唐白
玉说，在实现“两线合一”后，
省级农村低保指导标准定为
3026元/年， 比2016年国家扶
贫标准高2.5%，比2016年农村
低保指导标准提高14.6%。同
时， 农村低保实际补助水平会
有10%以上的增幅， 兜底保障
对象可更高一些。

在“两线合一”的同时，民
政、 扶贫等部门将对农村低保
对象认定工作进行清理整顿，
全面规范对象认定工作。 乡镇
初审要做到入户调查、 民主评
议、公开公示均是100%。县级
民政部门严格复核审批， 按照
不低于30%的比例入户核查。

此外， 省财政厅还将加大
投入，一是提高低保补助标准，
二是增加低保资金的总量。每
年在适当的时候，民政、扶贫、
财政、 统计等部门将会根据经
济社会发展和物价水平的变
化，来共同商量确定来年的“两
线合一”标准，保障困难群众的
切实利益。 ■记者 杨昱

本报5月24日讯 今天，记
者从省减灾委办公室、 省民政厅
获悉，自5月21日起，新一轮降水
来袭，暴雨集中在怀化、湘西州、
益阳西部等地， 并伴有短时强降
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截
至24日上午8点，我省已有20.3万
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2.6亿元。

据统计， 截至5月24日8时，
我省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衡阳
市、邵阳市、常德市、张家界市、益

阳市、怀化市、娄底市、湘西州11市
州34县20.3万人受灾， 紧急转移安
置6000余人， 倒房126户407间，
2800余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农作
物受灾面积13.1千公顷，绝收0.9千
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6亿元。暴雨
洪涝灾害造成部分地方道路、通讯
中断，房屋损坏，农田被淹,部分地
区大面积的农作物受损， 损失较
大。邵阳市隆回县、怀化市溆浦县、
辰溪县受灾较重。

5月24日上午， 省减灾委办
公室、 省民政厅派出工作组赶赴
邵阳市隆回县查核灾情， 帮助和
指导当地开展抗灾救灾工作。受
灾地区各级民政部门积极应对，
紧急疏散、转移安置灾民，确保灾
民基本生活作为工作重点， 迅速
组织干部职工深入受灾乡镇查灾
救灾，走访慰问灾民，筹措调运救
灾款物， 确保受灾群众的基本生
活。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祝林书

两线合一，低保户补助将增10%以上
全省“两线合一”新闻发布会召开，省扶贫办将以暗访形式检查落实情况

湖南检察机关依法决定逮捕8名官员

本报5月24日讯 记者从
三湘风纪网获悉， 近日长沙市
纪委对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
作人员廖顺华、李维立案审查，
查清违纪事实后， 两人因涉嫌
违法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据了解， 长沙市纪委从各
区县(市)和市直单位纪委选出
多名熟悉财务、 工程建设等专
业的纪检监察干部， 建立了执

纪审查专业人才库。同时，在各
区县(市)划分片区，充分发挥片
区联动机制的优势， 对于重大
案件， 在片区内实行人员统一
调度。

今年1-4月， 长沙全市纪
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73件，结
案497件， 处分党员干部492
人 ， 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62.9%、34.3%、33.7%。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娄娜

长沙市纪委建立执纪审查专业人才库
前4月处分党员干部492人

暴雨洪涝致我省20.3万人受灾
受灾地区积极应对，确保群众基本生活

长沙仲裁委增聘85名京沪专家
去年办结案件1978件，较上一年翻番

本次仲裁员大会上，长沙仲
裁委评选出20名优秀仲裁员予
以表彰。

长沙中院退休法官、优秀仲裁
员黄毅2016年参与了130多个案件
的仲裁。他介绍，作为在法院工作
30多年的资深法官，他对仲裁与诉
讼的不同有深切体会。“仲裁和诉
讼都是解决民事纠纷的途径，而仲
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仲裁更
高效、便捷，仲裁没有管辖权之分，

当事人不仅可以选择仲裁员、仲裁
机构、仲裁地点，还能选择适用何
种法律。” 黄毅说，“仲裁员来自各
行各业，各有擅长，如建筑合同纠
纷，当事人往往选择建筑行业协会
的资深专家。”

黄毅介绍， 仲裁还有个特点
就是保密， 这一点与诉讼存在很
大不同。以某艺人解约案为例，经
纪公司在合同中载明仲裁条款，
很大原因是为了保密， 因为艺人

的演出价格等内容属于商业机
密，不能公开。

仲裁案件需要双方前期在合
同中约定仲裁条款， 或者双方一
致同意，仲裁实行一裁终局，仲裁
结果具有法律效力，如果不执行，
同样可以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如
果仲裁结果确有问题， 当事人可
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2016年，
长沙仲裁委办结的1978件案件
中，被撤销、不予执行的有6件。

仲裁一裁终局，更高效、便捷链接

5月24日，长沙科大佳园社区书画协会的会员为群众现场书写200余幅《楚辞》内容书画作品，让廉洁文化走进
社区。当天，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道科大佳园社区举办“迎端午 书楚辞 话廉洁”主题活动。 记者 徐行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