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衡东县发生一起故意驾车伤人恶性案件》后续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今
天从长沙市公安局获悉，长沙
公安将开展为期100天的“百
日扫毒风暴”主题活动。

长沙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负责人介绍，“百日扫毒风暴”
主题活动期间，长沙公安禁毒
部门将加大禁毒宣传的工作
力度，营造识毒、防毒、拒毒、
控毒的浓厚氛围；以“集打斗
争”“两打两控”等专项行动为
重点，不断保持对贩毒犯罪活
动的高压打击力度；加大对易
制毒化学品的管控力度，完善
制毒物品来源倒查机制，坚决
防止流入非法渠道；对全市娱

乐场所开展集中清查、暗访调
查、重点检查，严厉查处整治
娱乐场所内的涉毒现象；加大
对吸毒人员排查力度，严防发
生吸毒人员肇事肇祸问题；坚
持对特殊群体（病残）涉毒人
员严打、严查、严管、严控。

据介绍，长沙警方将加快
构建全覆盖毒品预防体系、全
网络戒毒管控体系、全链条缉
毒打击体系、全环节禁毒监管
体系、 全方位毒情检测体系，
全力挤压毒品违法犯罪生存
空间， 萎缩毒品消费市场，切
实减轻毒品的社会危害。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刘彬

9月26日至29日举行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

将对洞庭湖治理
开展专题询问

本报9月13日讯 今天上
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
次主任会议举行。会议决定，9月
26日至29日在长沙召开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

会议建议， 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
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
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法》《湖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
告； 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
于洞庭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教育扶
贫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不动
产登记改革进展情况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听
取和审议省教育厅、省民族宗
教事务委员会、省司法厅、省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情况的报
告等。

根据主任会议建议， 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还
将就洞庭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情况开展专题询问。

■记者 刘璋景

本报9月13日讯 收受他人
财物、 伙同下属收受回扣，900多
万元不能说明来源，今天，省公安
厅禁毒总队原总队长唐国栋受
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在永
州市中院一审开庭审理。

永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
2008年至2017年，被告人唐国栋
利用其担任郴州市公安局党委书
记、 局长、 郴州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 湖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总队长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有关
单位和个人在工程项目、 案件处
理、职务提拔、工作调整等事项上
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妻、下属

等人非法收受单位、 个人给予的
财物， 或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
规定伙同下属收受回扣， 共计折
合人民币669.80101万元、港币50
万元、美元0.26万元，数额特别巨
大。另，唐国栋家庭财产和支出明
显超过合法收入， 对共计折合人
民币964.855413万元的财产不能
说明来源或者说明来源后查证不
属实，数额巨大。

唐国栋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孙玲芝 郎玲

通讯员 刘姣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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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扶贫工作切忌走形式主义的套路

本报9月13日讯 9月12日
晚， 衡东县城洣江广场发生犯罪
嫌疑人阳某云故意驾车伤人恶性
案件。 截至9月13日上午10点，已
有11人死亡，44人继续住院治疗。

接报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 省委书记杜家毫作出具体安
排，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副
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许显辉立即
坐镇省公安指挥中心指挥调度事
件处置工作， 成立指挥部及医疗
救助、善后处置、案件侦破等工作
组，全力救治受伤群众，加强对案
件的侦查审理， 做好伤亡家属安
抚工作。

今天上午， 许达哲赶赴衡东
县人民医院，看望慰问“9.12”案
受伤群众。许达哲强调，要把全力
抢救危重伤者、 确保伤员生命安
全放在首位。要通过精心治疗，尽
量减少对伤者以后生活的影响。
要做好对伤者的心理疏导抚慰，
帮助他们尽早走出事件阴影。医
务人员连夜奋战十分辛苦， 要合
理安排工作时间，注意休息。

许达哲还听取了衡阳、 衡东
市县两级事件处置工作情况汇
报。他指出，要在全力做好救治工
作的同时， 用心用情安抚受害者
家属， 及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
给大家。要加快案件审讯、侦破进
度，彻底查清事件原因，及时对外

公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切实
加强社会面稳控， 加强对重点地
区、重点对象的排查防控，严防类
似事件的发生。

公安部高度重视“9.12”案处
置工作， 副部长孙力军率工作组
连夜赶赴衡东指导案件调查和善
后处置工作。今日清晨，在许显辉
陪同下， 查看案发现场、 走访群
众、听取案件调查情况汇报。孙力
军要求公安机关在党委、 政府的
领导下，全力救助受伤群众，安抚
遇难者亲属，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要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加强社会面
管控， 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
下午， 孙力军到衡东县中医院，看
望受伤群众，慰问医务人员。

44名受伤人员已分别送往衡
阳市中心医院、南华大学附一、附
二等医院进行救治。 省卫计委主
要负责人率湘雅医院、 湘雅二医
院和省人民医院组成的省医疗专
家组昨晚连夜赶赴衡阳市和衡东
县参与救治，实施“一名伤者一套
方案一个救治小组”“一家医院一
个协调工作组”的救治措施。

为做好善后安抚工作， 衡东
县对每名死伤者及家属分别安排
乡镇和县直机关单位人员， 实行
一对一或多对一服务。 市县两级
志愿者组织开展志愿服务。

■记者 李国斌

衡东全力开展伤员救治及善后工作
许达哲、孙力军看望慰问伤员、指导事件处置

“各位领导： 本人已脱贫，请
不要再来打扰了”。最近一张贫困
户家的“门前照”在网络上引起了
关注。据了解，照片背后，当日上
门的扶贫干部其实是自掏腰包，
买了一壶油、一袋米，“私车公用”
翻山越岭来走访， 结果却吃了闭
门羹。按理说，扶贫是好事儿，也
是现在在做的大事儿。 但为什么
会出现这样黑色幽默的场景？（9
月13日 人民日报侠客岛）

扶贫干部自掏腰包进山扶
贫，被扶贫对象却放弃送上门来

的“扶贫米”“扶贫油”。双方如此
“怪诞”，为何？不论表面上看多
么荒诞，其内在发展动因依然有
清晰脉络可循。 在这场荒诞剧
中，表面怪异的双方其实都有自
己的苦衷。

了解基层政治生态的人不
难发现，在我国一些基层政府的
工作中，即便在当下，最看重的
依然是数据和指标， 以扶贫为
例，上面下达了多少指标，就按
照这个比例定出个数，然后把具
体的贫困户分配给乡镇的干部，

最后，干部要通过一张表格把扶
贫措施、 脱贫情况等内容上报，
如果遇到上面抽查，就要带考察
组去定点贫困户那里走访，上级
领导会问很多问题， 若出了岔
子， 扶贫干部的绩效考评不佳，
升迁前景也就堪忧。 也因此，这
名基层干部才会自费买来米和
油，翻山越岭去送“温暖”。这是
干部的“苦衷”。

我们再来看被帮扶的贫困
户， 面对来路合理正当的“扶贫
米”“扶贫油”， 为什么拒绝这种

“好处”呢？其实理由也很合乎逻
辑。和上面所说扶贫干部一样，他
也有自己的“苦衷”，因为他若接
受了这袋米、这壶油，就要填写无
数的表格（甚至要按手印），面对
无数次的考察回访， 应付各种领
导“关爱”与“问话”，甚至被地方
媒体反复“纠缠”。从他的立场上
看，一袋米一壶油自然有些价值，
但要随时接待各类领导“问询”，
填写各种反馈表格， 而且要随叫
随到，心情上烦不胜烦，又会影响
生产和劳动， 经济利益上也可能

得不偿失，不值！
总之，在这场扶贫荒诞剧中，

其内在的原因不仅不荒诞， 而且
很严肃很合乎逻辑。基层扶贫，依
然沿袭多年来的套路，定指标，然
后又像机器人一样扮演“送温
暖”，甚至连“送温暖”的内容也是
格式化的，总是一袋米、一壶油，
毫无新意。 这就是形式主义的套
路，也是官僚主义的沉疴，此种工
作作风不改， 扶贫荒诞剧还会不
断发生。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原总队长唐国栋受审

长沙启动“百日扫毒风暴”
严查娱乐场所涉毒现象

爱心涌动献血潮
9月13日， 衡阳市蒸湘区

莲湖广场爱心无偿献血屋，学
生参与无偿献血。当天，南华大
学衡阳医学院的76名青年志
愿者自发参加无偿献血， 缓解
该市血液库存紧张。

李鎏祎 曹正平 摄影报道

本报9月13日讯 昨日，
2018年国际调解高峰论坛在
长沙召开，来自美国、英国、
意大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400位律师、调解员、仲裁
员等专业人士参会。 论坛以
“协商性纠纷解决机制探究”为
主题，设置了“落实‘一带一
路’倡议，预防和化解贸易和投
资纠纷”、“构建和创新多元纠
纷解决方式”等五大议题。

论坛期间，中国贸促会调
解中心分别与泰国仲裁中心、
英国CCI信用管理公司签署合
作备忘录。同时湖南省高院与
湖南省贸促会签署“诉调对
接”合作备忘录，标志着双方
将合作建立涉外商事纠纷诉
讼与调解对接长效工作机制，
进一步加强涉外商事纠纷多
元化解。
■记者杨田风通讯员孙晨晖

2018年国际调解高峰论坛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