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为新生发放奖金。

“感谢党对退役军人的关
心和厚爱， 感谢东院给我们提
供了一个环境优美的疗养场
地。 ”

9 月 8 日， 在邵阳市 2020
年首期重点优抚对象短期疗养
启动仪式上， 新宁县清江桥乡
重点优抚对象易竹清感慨万

千。
当天，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在市中心医院东院举行 2020
年重点优抚对象短期疗养启动
仪式，首批 50 名重点优抚对象
参加疗养。

邵阳是兵源大市、 优抚安
置大市，现有各类优抚对象 8.3

万人。近年来，该市切实增强责
任感和使命感， 坚持医疗保障
和精神抚慰并重， 扎实开展短
期疗养工作。

据了解， 邵阳市今年将有
1400 名重点优抚对象分 28 批
次参加短期疗养。

姜红玉 周玉意 孙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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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文件的要求，为了解公众对项目的意见和建议，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要

湖南天宇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拟在长沙经开区开元东路 1310 号新建
“年产 600 辆专用汽车建设项目”。 项目总投资 3198.8 万元。
二、公众意见征求

征求意见范围及时间：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周边可能受到
影响的居民、相关单位可以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向建设单位或委托
的环评机构提交书面意见，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细的联
系方式，以便我们及时向您反馈相关信息。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1）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mXhusj4B0wE5uOyejO_WQ
提取码：jdwz
环评报告书网络连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tsKQuL5nvQqjM7LIdEPVg
提取码：mxow
四、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湖南天宇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谭建辉
联系电话：13875990708
评价机构：湖南霖昇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7377980002
邮箱：511570003@qq.com

湖南天宇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4 日

继承公示
经初步审定， 我机构拟对位于双峰县永丰镇新城 B6 栋 5、6 弄 401

房，双房权证 2005 字第 0066 号不动产予以转移登记（因法定继承取得，
被继承人：宋可可。 继承人：熊兰平 432522195407228489。 ）现予公示。 如
有异议，请自本公示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至双峰县政
务中心不动产中心，0738-6821186。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
我机构将予以登记。

双峰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 年 9 月 7 号

遗失声明�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2019 届学生郭金侠不慎遗失报到证， 报到证

号：201910533203337,现声明作废。

本报讯 （通讯员 皮宣文
刘飞宇）近日，益阳市赫山区人
民法院对以暴力方式阻碍辅警
依法执行职务的被告人周某某
判处刑罚。 此案判决提醒人们，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 对待依
法履职的辅警也需服从和尊
重。

法院审理查明： 今年 5 月
23 日 16 时许，周某某在衡龙新
区南岳坪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因

征收问题未得到满意答复 ，打
砸办公室内财物， 殴打社区辅
警岳章安。 龙桥派出所接到报
警后 ， 民警潘斌带领辅警袁
久龙 、蔡苗赶到现场 ，周某某
拒 绝 配 合 民 警 口 头 传 唤 ，民
警 对 周 某 某 进 行 强 制 传 唤
时 ，遭到暴力抗法 ，周某某将
袁久龙 、蔡苗抓伤 。 经鉴定 ，
袁 久 龙 的 伤 势 不 构 成 轻 微
伤 。 周某某被现场控制并被

抓获归案 。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

周某某以暴力方式阻碍民警依
法执行职务， 其行为已构成妨
害公务罪，应从重处罚。 公诉机
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被告人周
某某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并自
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从轻处罚。
据此， 该院以被告人周某某犯
妨害公务罪， 判处其拘役 4 个
月。

本报讯 （通讯员 王艺蓉）
“我代表组织送上祝贺的同时，
希望每个学生学会感恩， 感恩
父母和社会。 同时，要提醒各位
家长要善终如始， 用心关注子
女的成长和发展， 尤其是子女
入学前，要旗帜鲜明反对‘谢师
宴’‘升学宴’等陋习。 ”

9 月 3 日，在张家界市桑植
县澧源镇金山村部召开的廉政
座谈会议上， 镇纪委书记王晓
丽对参会学生、 家长表达了祝
贺与殷切嘱托， 并代表组织向
今年考入大学的 5 名新生发放
奖金 2900 元。

9 月“升学季”，澧源镇纪委
从镇实际出发，着力探索“升学
季”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多发易发的根本原因， 从村
（社区）、学生和家长入手，召开
廉政座谈会， 逐步强化监督执
纪的震慑作用，凝聚多方合力，
引领全镇形成“升学季”廉政文
化，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

“孩子考上了好大学，组织

又为我们送来了慰问奖学金 ，
真的很开心。 我们坚决不办酒
席， 自己在家里吃个饭庆祝就
好。 ”金山村学生家长张德森表
示。

据悉， 澧源镇纪委通过党
群连心群宣传、开座谈、屋场会

等方式将组织的温暖和慰问送
到每一个大学新生家长身边 ，
用关怀和爱护感染学生和家
长。 同时鼓励他们传承优良家
风，共建廉政文化，旗帜鲜明反
对 “升学宴 ”“谢师宴 ”，着力营
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新龙
徐敏）“岩汪湖镇烂泥湖村原村
干部王某因侵占、 贪污惠农补
贴资金等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 ， 收缴违纪资金 1890
元 ， 退赔 4153.93 元……”近
日， 汉寿县纪委监委通报一起
群众举报反映的扶贫领域违纪
案件。

今年以来， 县纪委监委做
实做细扶贫领域信访举报工
作，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为
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的纪律保

障。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在完善
“信”“访”“网”的信访举报监督
网络基础上 ，利用“点穴 ”式巡
察、村级巡察、领导下访等方式
受理群众关于扶贫领域的信访
举报。坚持问题导向，对扶贫领
域信访问题逐一梳理排查 ，建
立专门台账管理，并优先处置、
优先办理。实行领导包案，限期
办结， 全县所有扶贫领域信访
举报，实行“一件信访一名包案
领导”“一个部门具体承办 、一
名联络一包到底”的机制，相关

责任人对扶贫领域信访举报逐
件把脉会诊、因案施策。

为确保实效， 县纪委监委
对已办结的扶贫领域信访举报
进行复核 ，围绕“是否查全、是
否查深、是否查透、是否满意”4
个重点，凡是办理不到位的，一
律退回重新调查核实， 凡有失
职渎职行为的， 追究相关责任
人的责任。截至目前，共受理查
处扶贫领域问题线索 35 件，其
中立案查处 4 件 4 人， 诫勉 4
人，约谈 5 人。

只谈斗争精神
———一名纪检监察干部眼中的《八佰》

□张勇

《八佰》热映，家喻户晓。
一部电影，不同视角，几多感慨。硝烟战马，长枪在手，舍我其

谁。 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我为部队官兵的战斗精神所感染。
精忠报国，抵御侵略，前仆后继；卫我中华，丈夫许国，实为幸

事。军人生来为战胜。一支部队，如果没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荣誉
追求，其魂不存；一支部队，如果没有敢打敢拼的血性战斗意志，
鏖战难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军人必须有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精
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要成为革命军
人的座右铭”。 军人有军人的豪情，纪检人有纪检人的担当。 一部
《八佰》彰显军人家国情怀与战斗精神的豪迈，亦能给我们纪检监
察干部以启示。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指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
伍，做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战士。 ”全面从严治党没有
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纪检监察干部从“两不怕”精神里，
能体悟到必须增强斗争精神的锐气， 体悟到敢于亮剑的勇气，体
悟到“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霸气，争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纪检
监察战士。 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有听党指挥绝对忠诚的坚定信念，
又有落实讲政治要求的具体能力； 既要有敢打敢拼的无畏气概，
又要有智勇兼备的斗争策略；既要有扎根纪检监察事业的奉献精
神，又要有争创一流的革命干劲，真正把培育斗争精神贯穿平常、
融入日常、落实经常。

惟其磨砺，始得玉成。 斗争精神不会凭空而来，必须在紧盯
“两个维护”这个根本履职尽责中强化，在一体推进“三不”方针方
略中砥砺，在弘扬廉洁文化中鼓舞，在宣扬先进典型中激发，持之
以恒培育，多措并举锻造，实践锤炼提高。 只有这样，才能持续激
发纪检监察干部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英雄气概，奋力书
写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篇章！

（作者单位：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纪检组）

暴力抗法伤辅警
被判拘役 4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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