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3日讯 2018年3
月26日， 一则有关湖南省行政
区划调整的谣言信息在微信群
中大肆传播。 省公安厅和长沙
市公安局迅速介入调查。经查，
该谣言信息系居住在岳麓区某
小区的陈某军编造，并于3月26
时11时在同学群中发送。 该谣
言声称撤销株洲、湘潭市，调整

衡阳市部分行政区划， 长沙市
升格为副省级市。 该谣言发布
后，迅速传播扩散，造成了不良
社会影响。目前，公安机关已对
陈某军依法作出行政拘留10日
的处罚。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公
安机关提醒所有公民严格遵守
法律，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尹霜

本报4月3日讯 今天，记
者从长沙市环保局了解到，截
至目前，全市查处燃煤污染问
题1万余处、收缴煤炉1.5万余
个、燃煤10万余公斤；禁燃区
内燃煤制售点、燃煤锅炉全部
清零； 全市禁燃区内97个街
道（镇）中已有23个宣布燃煤
清零，其余街道辖区内燃煤整
治达到90%以上。

据悉，长沙成立了全市燃
煤污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制
定出台了《长沙市禁燃区燃煤
污染整治工作方案》， 并建立
了督办机制。下一步，长沙将
尽快摸清清洁能源改烧、天然
气接入等底数，协调解决低保
户、 经营户改烧清洁能源问
题，同时依托12345电话热线
建立燃煤污染行为举报平台。

■记者 和婷婷

清明将至， 长沙市居民燃
放烟花爆竹又将迎来一个高峰
期，如何倡导文明祭祀？如何进
一步从严管控燃放烟花爆竹？4
月3日下午，长沙市政府召开了
“烟花爆竹禁限放”工作新闻发
布会， 即日始， 长沙市将实施
“史上最严”的烟花爆竹禁放管
控措施，对中心城区，特别是墓
地、陵园进行现场督导，防范违
规燃放行为的发生。

9人违规燃放遭拘留

2018年1月1日以来，长沙
市烟花爆竹禁限放办公室统筹
调度， 集中开展了33次大型宣
传活动，在各个社区张贴了《通
告》11万余份、 发放告知书120
万余份、 开通LED电子屏421
个、签订承诺书4万余份，向市
内中小学生发放宣传传单100
万余份，持续营造禁限放氛围。

长沙公安机关出动警力
4.9万余人次，检查门店3.7万余
人次， 重点巡查了全市易燃放
烟花爆竹的对象及区域， 依法
查处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件
126起，办理非法运输烟花爆竹
案件9起，非法储存烟花爆竹案
件1起，处罚121人。其中，行政
拘留9人， 罚款112人。3月3日，
长沙市公安局制定了“五个一
律”的查处机制，3月14日，又出
台了《从严管控“燃放烟花爆

竹”十项措施》，重点规范了重
点时节、重点区域、重点事项燃
放烟花爆竹的管理，筑牢、压实
各单位、各部门的管理责任。

实施“史上最严”禁放管控

清明节期间祭扫人员多、
持续时间长、管理难度大，为确
保烟花爆竹禁限放政策有效落
实，长沙市将实施“史上最严”
禁放管控措施。

长沙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车丽华表示，为确保清明期间文
明祭扫，长沙市烟花爆竹禁限放
办公室将抽调公安、城管、民政
等相关部门人员集中办公，在市
中心城区及所有殡葬、墓地和陵
园派专人24小时值守， 还将采
取专人巡查、进入提示和从严查
控等措施，并部署街道、社区工
作人员和公安机关巡逻民警，加
强沿湘江、 浏阳河等水域巡查，
防范违规燃放行为。

此外， 公安部门还将依法
加大对非法经营、储存行为、非
法运输、 非法燃放等各类烟花
爆竹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力
度，做到“全覆盖、零容忍、严执
法、重实效”，并鼓励市民上交
烟花爆竹。 发现非法行为和安
全隐患的， 广大市民群众可以
通过“12345” 市民服务热线、
“110”报警电话进行举报。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张娜

本报4月3日讯 今天上
午， 全省公安机关政治建警工
作大会在长沙召开， 对加强新
时代政治建警工作、 推进党风
廉政建设、 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进行部署。副省长、省公安厅厅
长许显辉出席会议并讲话。

许显辉指出， 长期以来在
政治建警的引领推动下， 全省
公安队伍忠诚干净担当， 确保
了全省社会大局持续稳定，涌
现出了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等

19个全国先进集体， 李贝、匡
兵等44名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许显辉强调，政治建警要贯
穿于公安工作全过程，涵盖公安
队伍建设各方面，要大力实施政
治建警系列工程，全面加强公安
机关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
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努力
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党和人
民满意的过硬公安队伍。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颜英华

樊佩君 实习生 尹霜

《南通市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
实施办法》于今年2月1日正式实施。
记者注意到，《办法》 的一大亮点是
扩大了行政案件法律援助的范围，
意味着“民告官”可以由政府“买
单”，案件当事人能免费获得律师帮
助， 这在全国来说开创了先河。（4
月3日《新京报》）

在古时候， 中国社会有个说
法：“贫不与富斗， 民不与官斗”，其
实说的就是普通老百姓由于手中
各项资源均处于极度弱势，“与官
斗”除了必然失败之外，还有可能惹
祸上身、下场悲惨，因此不如忍气吞
声，“吃瘪”自保。一个社会未能有法
治理念的话，自然就会产生这种“丛
林状态”， 占据资源者欺压无资源

者，或者说“权力通吃”，而弱势人群
则无法获取正当的权利。

“民不与官斗”这种处世哲学曾
长期影响着中国老百姓， 但随着社
会的进步和法治文明的逐步建立，
老百姓开始有了权利意识， 在主张
自己的权利时也自然希望能够借助
法律之力，近年来，“民告官”案件基
本呈高位运行， 且有逐年递增的趋
势，只不过由于多方面原因，这方面
的案件胜诉率相对较低， 一度维持
在不足三成的状态。2016年，全国各
级法院审结一审行政案件22.5起，其
中行政机关败诉的案件近3.3万件，
民众的胜诉率尽管略有提升， 也仍
然维持在14.62%这一低水平状态。

之所以“民告官”案件胜诉率

不高，除了民众意识仍然有待提
升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民众
缺乏法律“外援”。我国的《法律援
助条例》第十条规定，公民对“依
法请求国家赔偿；请求给予社会
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
遇；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等
需要代理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
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
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这在一定
程度上包含了一些“民告官”案件
可以由政府买单，但由于包含范
围有限，实际上对很多其他类型
的“民告官”案件很难起到法律援
助作用。而老百姓一方面没有律
师的帮助，同时自身的法律知识
又比较欠缺，再加上老百姓在“民

告官”案件中对抗的是行政机关、公
权力，会让代理律师产生各种顾虑，
因此导致行政诉讼案件中律师的
参与度也不是很高。

南通市出台的这一实施办法，
蕴含着极大的温情———法律可以
是冰冷的，但法律救助必须是温情
的。在这个《办法》中，老百姓申请法
律援助的门槛被降低，条件简化为
两点，“公民因经济困难或者诉讼实
施能力较差”和“诉讼请求具有一定
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便可申请法律
援助，相当于几乎所有的行政诉讼
案件都可以在公民申请援助的情
况下由政府“买单”。这无疑体现了
极大的法治诚意。

由政府为“民告官”案件“买

单”， 对政府的法治建设也有着很大
的正面意义。公民在权利意识觉醒的
前提下借助法律力量与公权力博弈，
既是一种监督，更是一种倒逼，它可
以督促公权力要实施过程中要“审
慎”，避免不作为、乱作为，提高权力
的违法成本，同时也让政府机关的个
体增强服务意识和法治意识。 因此
“民告官”案件由政府“买单”，实际上
是一种“双赢”，政府可提高法治公信
力， 民众亦可获得正当的法律援助，
在这种双赢的状态下，整个社会的法
治程度也必将日益提升。从这一发展
态势来看，南通这一开先河之举显然
值得其他的城市效仿，我们也期待由
此拉开“民告官”由政府“买单”的常
态化序幕。 ■本报评论员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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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迎“史上最严”烟花爆竹禁放管控
中心城区及所有殡葬、陵园专人24小时值守，确保清明期间不发生违规燃放行为

4月3日，健康阳光的帆船宝贝（先生）在进行模特秀。当天，2018第三届“湘江
杯”国际帆船赛“推广大使”招募令在长沙启动，号召热爱水上运动的公民，参与到推
动内地帆船运动中来。赛事计划9月初举行。 记者 李健 通讯员 卓子 摄影报道

“推广大使”
请你报名

目前， 长沙市限制燃放烟
花爆竹的区域为： 长沙市南三
环、西三环、北三环、中青路、星
沙联络道、滨湖路、黄兴大道围
合的城市区域。

对于上述地区禁放禁售烟
花爆竹，市民怎么看呢？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多
位市民， 绝大部分表示会遵守
规定， 就算是禁放区以外的区
域， 清明祭扫或者踏青期间也
不会燃放。

来自宁乡的胡先生说，已
经连续三年到乡下祭扫没有燃
放爆竹了， 这样不但可以避免
森林火灾， 还有利于空气质量
的改观。

每年清明， 市民张小姐都
会和家人一起去陵园祭拜，她告
诉记者，在她小时候，每次去都
会放鞭炮烧纸钱， 从今年开始，
打算用鲜花代替了鞭炮纸钱，一
家人在墓前静静地追思，“文明
祭扫也是对先人的尊重。”

链接 市民普遍拥护禁放令

湖南公安机关政治建警大会长沙召开延伸

长沙23个街道（镇）
宣布燃煤清零

长沙市升格为副省级市？谣言！
造谣者被行政拘留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