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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5岁的唐建强是株洲兴
隆山社区党委书记、 株洲兴隆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在农村最基层工作34年，他以
诚实守信的道德风范， 赢得了广
大民众的赞赏。

他带领村民把一个贫穷落后
的山村建设成为了产业优势突
出、乡村文化活跃的全国文明村。
他创办和领导的兴隆公司， 是由
全村村民持股的股份制公司，凭
借重质量、守信誉的经营理念，现
已发展成为中国无机硅化物行业
大型骨干企业。近日，唐建强入选
湖南好人榜单。

在改革开放初期， 村里不但
贫穷， 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1983年，村集体得到一笔征地补
偿费， 还清债务后就剩下6.9万
元。唐建强用这6.9万元在一个荒
坡办起了株洲兴隆水玻璃厂。

建厂第四年， 水玻璃新用户
萍乡市老关乡红星纸厂， 反映兴
隆水玻璃厂一车水玻璃不合格，
唐建强听到消息后， 立即派供销
厂长和技术员专程前往调查，并

交待一定要严格检测。
通过检测发现， 原来是对方

的纸箱太潮湿，影响了黏合度，根
本不是水玻璃质量的问题。

兴隆水玻璃厂及时解决问
题，让红星纸厂的厂长很是佩服，
从那以后，萍乡市老关乡红星纸厂
始终购买兴隆水玻璃厂的产品，并
且广为宣传其产品，从而使当地一
些用户踊跃前来。由于工厂对用户
不分大小、不论新老，均以诚相待，
所以赢得了用户的信赖。 当年工
厂签订合同37份，实际履行37份，
金额520万元，履约率100%。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唐建
强始终以诚信为本， 从未拖欠过
供货单位的货款， 从未延误过发
货时间。凭着这份诚实、守信和坚
定，企业不断壮大，成为了产品销
往全国各省及30余个国家和地区
的知名企业。

企业红火了，日子好过了，唐
建强的心中总是装着创业初期的
梦想， 就是如何更好地建设好兴
隆山村， 带领兴隆人共同致富奔
小康。在股权分配上，一直坚持着
自己创业时的承诺，他婉言谢绝了
要求自己控股的提议，坚持把80%
多的股份给了村集体、 村民和职
工，大家共同持股、享受股份分红，
共享发展成果。 ■记者 张浩

本报 12月 14日讯 近
日，双峰县民政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朱炳南带领相关人员
一行，深入到乡镇敬老院、光
荣院、 社会救助站等民政公
共服务系统检查安全生产工
作。 每到一处， 检查组对住
房、消防、用电、食品等逐项
仔细检查。 特别叮嘱冬天取
暖要注意用电安全， 要求全
部装好防漏电装置； 还要求
工作人员做好个别病残老人
的心理疏导。 双峰县民政局
实行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
建立了“一单四制” 长效机
制，经常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为全县民政对象筑起了一道
安全防护网。

■通讯员 戴桂林 邹晚康

整洁的村道， 崭新的路
灯，美丽的健身广场……12月
6日， 冬日暖阳照耀下的湖南
省隆回县西洋江镇远山村，给
人以宁静祥和之美。“这多亏
了农行扶贫工作队的帮扶。”
沐浴着冬日的阳光、迈步于村
道的远山村支部书记杜羽廷
满怀感激地说。

远山村距离隆回县城40多
公里，全村1586人，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101户，413人， 低保
户18户，82人，五保户3户，4人。

按照隆回县委、县政府的
部署，2016年2月，农行隆回县
支行组织扶贫工作队来到远
山村开展帮扶工作。在扶贫工
作队的大力扶持下， 近两年
来， 远山村发生了巨大变化，
基础设施、村容村貌得到极大
改善， 产业发展初见成效，基

层党建明显增强，解难帮困济
贫、结对帮扶进一步加强。

“近两年来， 农行扶贫工
作队协助村里筹措资金160万
元，完善村里道路、水坝、路灯
等基础设施，家家户户都用上
了自来水，村里还成立了两个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木材加
工和黑山羊养殖，增加了贫困
群众的收入。” 村委会主任廖
双梅说。

“两年的扶贫， 不仅是经
济上的扶贫，而且是与扶志扶
智相结合的扶贫。”为此，杜羽
廷书记还特意写了一首打油
诗：“远山扶贫火朝天，政策导
航干劲添； 干部群众齐努力，
脱贫致富谱新篇。”

按照规划， 远山村将在
2018年底实现所有贫困户全
部脱贫。 ■钱书忠 潘显璇

“现在，每天都有批量新鲜
蔬菜上市， 我终于可以安心过
冬了。”12月14日， 湖南印象麓
山现代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向辉表示，幸亏“救灾
贷”及时帮忙，自己的蔬菜基地
才得以尽快重新恢复生产。

今年7月初， 突发的特大
洪灾让朱向辉1100多亩的农
业产业基地毁于一旦，直接损
失800万元。 就在她不知所措
时，宁乡市财政局、农行、市农
业局、市救灾办和农信担保公
司主动来到她的生产基地，了
解受灾情况，为她推荐了免抵
押、纯信用、低利率、财政贴息

50%的“惠农担———救灾贷”，
并现场为她办理了受理和调
查手续。3天后，300万元的贷
款一次性划到了她的银行账
户。受灾当月，朱向辉利用贷
款资金重新整理土地，购买了
种子、有机肥以及鱼苗，实现
了灾后重新生产经营。

像这样的贷款，截至11月
底，市财政、农行就为沩山茶
叶、四方农业等全市68个现代
新型农业企业和个人发放70
笔， 投放金额达4969万元，帮
助受灾农户迅速恢复生产、脱
困提质。

■汪杰 潘显璇

本报12月14日讯 今天，长
沙市民胡某状告湖南省国土资
源厅、国土资源部政府信息不公
开一案在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天心区法院院长谭
剑辉、 行政审判庭庭长唐吉娜、
人民陪审员周觉军组成合议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省国土资源
厅厅长方先知、国土资源部法规
司行政复议处处长莫晓辉出庭
应诉。

2017年5月， 家住长沙市芙
蓉区马王堆街道的胡某先后两次
就长沙市某地块土地项目名称、
批准时间等相关信息， 向省国土
资源厅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5月26日和6月13日，省国土
资源厅分别两次作出政府信息告
知书， 告知书中以申请内容不明
确， 请申请人对政府信息公开申
请进行更改、补充。之后，胡某又
先后两次向国土资源部提起行政
复议申请。对此，国土资源部均作
出维持省国土资源厅行政行为的
复议决定。

9月，胡某两次向长沙市天心
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诉请
依法撤销省国土资源厅的两份
《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和国土资
源部的两份《行政复议决定书》，
并依法确认省国土资源厅法定期
限内未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行
为违法。 天心区人民法院根据两
案诉请及当事人情况， 对两案进
行合并审理。

在今天的庭审中， 原被告就
双方的证据以及其他争议的焦点
问题， 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辩
论。省高级人民法院、长沙市中级
人民法院的相关庭室今天派员观
摩了庭审。

自《行政诉讼法》修订后，天
心区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均
会向行政机关送达负责人出庭应
诉通知书。 通知书对行政机关负
责人的出庭应诉作了明确规定，
因特殊情况确实不能到庭的，需
向法院作出书面说明， 并委托行
政机关其他工作人员出庭应诉。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文天骄

告“官”见官，国土厅长出庭应诉
长沙市民状告省国土资源厅、国土资源部政府信息不公开一案开庭审理

扶贫又扶智 隆回远山村展新颜
今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向媒体通报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各级

法院共受理一审、二审和再审行政案件331549件，同比上升10.6%。全国
法院共审结各类行政案件327429件，同比上升20%；结案率为84.63%，同
比上升0.67个百分点。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审查行政非诉执行案件198660件， 裁定准予
执行162411件。 从裁判结果来看， 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行政案件
225020件，其中行政机关败诉的案件共计32895件，败诉率为14.62%，同
比上升0.84个百分点。

行政机关败诉率有所上升

他把贫穷小山村
变成全国文明村

12月14日，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市文广新局、市新华书店共建的
书香里公益书店，孩子们在认真阅读课外书。当天，该书店正式对外营业，3000
余册书籍供市民免费阅读，为张家界市首家公益书店。 向韬 李旦 摄影报道

宁乡市财政与农行联手
发放5000万元救灾贷款

双峰县民政局
开展安全检查

张家界首家
公益书店开放

本报12月14日讯 今日，
记者从省安监局获悉， 株洲
市安监局在对全市烟花爆竹
生产企业开展冬季异地交叉
随机执法检查时， 共立案处
罚22家企业，其中9家企业被
责令暂时停产整顿； 查找安
全隐患394处，其中督促企业
现场整改到位123处，限期整
改281处。检查中，立案企业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超药量
储存、超人员作业、改变工房
用途， 成品半成品未及时转
运，部分台账资料缺失、特种
作业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操
作证上岗作业、 违规晾晒引
火线、 氧化剂与还原剂混合
存放等。 ■记者 胡锐

株洲立案处罚
22家烟花爆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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