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法制周报·
新湖南记者 罗霞 曾雨
田 通讯员 吴炳 李灿）长
沙的“民告官”案件，以后
可选择诉前调解了。 10月
12日上午，长沙市司法局
和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共同
签署并发布 《关于建立行
政纠纷诉前调解机制的实
施意见（试行）》，并明确由
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设立行
政争议调解中心。

以下几类符合行政
诉讼受理条件的行政纠
纷， 可适用行政争议诉前
调解： 行政处罚中以罚款
为主的涉及行政机关自由
裁量权的行政纠纷； 行政
赔偿、 行政补偿、 行政协
议、 行政给付等具有金钱
给付内容的行政纠纷；政
府信息公开行政纠纷；申
请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类行
政纠纷； 当事人按照法律
规定申请在行政诉讼中一
并解决的相关民事争议；
其他适宜调解的行政纠
纷，当事人自愿调解的，也
可以进行调解。

据悉，当事人可选择在长沙铁路
运输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进行调解，也
可在当事人商定的社区服务中心、司
法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场所进行
诉前调解，还可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
台进行在线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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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李林俊
通讯员 梁涛

国庆长假， 大批政法干警坚守在工
作岗位，用勤勉付出，为人民群众守护一
方安宁。

这其中， 也有湖南禁毒工作者忙碌
的身影。

据了解，2019 年，湖南省新滋生吸毒
人数连续 4 年下降， 外流贩毒人数下降
幅度达 50%， 全省禁毒满意度评价创 8
年来新高。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级禁毒
工作者和禁毒志愿者的默默付出。

近日，《法制周报》 记者利用长假间
隙， 记录下国庆前后湖南禁毒的三个暖
心片段。

片段一：山歌传唱禁毒曲
“粘上毒品真害人， 闹得家园不安宁。

毒瘾上身钱财失， 妻离子散家荡尽……”
国庆前夕， 绥宁县寨市苗族侗族乡国

家 AAAA 黄桑景区上堡侗寨高耸的鼓楼
下， 一场特殊的禁毒山歌赛正在火热进行。

悠扬的山歌，穿透了古老的村寨。
绥宁地处湘西南， 总人口 39 万，少

数民族人口占六成以上， 自古就有传唱
山歌的传统。

绥宁的山歌传唱禁毒 ， 是湖南各
级 禁 毒 部 门 利 用 传 统 文 化 宣 传 禁 毒
的缩影 。

受外来不良风气的影响， 各种形形
色色的毒品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渗透 。
绥宁县禁毒查缉部门动员各种力量，组
织本土专业山歌队，以山歌传唱禁毒。 此
次禁毒山歌赛，由绥宁县禁毒办牵线，乡
镇政府搭台，各地山歌协会唱戏，吸引了
湘桂 5 县歌手响应、上千群众参与。

当地辅警邓集山组建了一支法治文
艺演出队伍，精选 12 首禁毒经典山歌四
处巡唱。 几年下来，吸引了 30 多名村民
主动加入禁毒志愿者队伍。

这个国庆， 村民杨光科观看系列表
演后十分感慨 ：“我们不仅听到了山歌，
还了解了毒品危害， 我们一定要教育好
自己的子女。 ”

片段二：上门看望慰藉心灵
“谢谢，谢谢，真没想到，你们这么忙

还给我送月饼！ ”
“大娘，不用客气，过节了，您要保重

身体呀！ ”
10 月 4 日上午，一份浓浓的温暖，在

怀化鹤城区 4 户因毒致困家庭中传开。
这天，怀化市禁毒办、怀化市微爱公益

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和市志愿者协会心菲洋
心理健康志愿服务队一道，将慰问礼品一并
交到涉毒家属手中。

在张雯 （化名）小朋友家里 ，志愿者
为她精心准备了冬衣 、鞋子 、牛奶 、糖果
礼盒等生活用品， 并且邀请菲洋老师对
她进行了心灵疏导。

张雯的奶奶热泪盈眶：“我自己身体
越来越差，担心撑不了多久……”

“您老放心，我们爱心妈妈会长期帮
扶关爱小雯， 您不要担心， 要保重好身
体，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和志愿者联系。 ”
禁毒志愿者的话，顿时温暖心田。

慰问现场， 你一句我一语的暖心交
流，让简陋的小木房立刻升温。

片段三：一分承诺十分兑现
6 岁的小女孩彤彤(化名 )，蹦蹦跳跳

地扑向张煜：“谢谢警察叔叔！ ”
张煜一把抱起彤彤：“叔叔没有食言

吧，我们来看你了……”

这暖心一幕， 发生在平江县儿童福
利院内。 张煜是浏阳市公安局龙伏派出
所所长，彤彤是一名涉毒嫌疑人的女儿。

几天前，彤彤的父亲彭某涉毒被抓，
而彤彤的爷爷奶奶早已过世， 其母亲已
改嫁，彭某是她唯一的监护人。

看着彤彤，民警满是心疼，便把她接
进了派出所悉心照料。后来，在征得彭某
的同意后， 张煜将彤彤的监护权临时委
托给了平江县儿童福利院。

“警察叔叔， 你们以后一定要来看
我。 ”懂事的彤彤依依不舍。 张煜看着彤
彤渴望的眼神 ， 和她立下了一个约定 ：
“彤彤听话 ，你在这里好好学习 ，以后叔
叔还会来看你的。 ”

“彤彤，你猜这是什么？ ”几天后，张
煜等人购买了书本、 彩笔等学习用品和
生活用品再次来到平江县儿童福利院，
兑现了两人之间的约定。 “肯定是我喜欢
的画画书。 ”彤彤开心地笑着。

“我们将持续关注彤彤的学习、生活情
况， 更希望彭某能悔过自新， 早日戒除毒
瘾，与彤彤相聚！”走出房门，张煜告诉记者。

一分承诺，十分兑现，这正是湖南禁
毒工作攻坚克难的最好诠释。

10 月 11 日至 12 日，湖南省消防
救援总队在训练与战勤保障支队举
办新消防员运动会 ，140 名新招录消
防员参赛，600 名新招录消防员及家
属共 900 余人观摩比赛。

三湘都市报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颜雨彬 黎翔

新消防员
挑战极限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周玉意 通讯员 张丽）10 月 10 日， 省人
民检察院党组第二巡视组巡视邵阳市检
察院党组工作动员会在邵阳召开。 省纪
委监委驻省检察院纪检监察组组长邹小
俊表示，要充分发挥巡视工作政治“显微
镜”、政治“探照灯”作用，正确把握巡视工
作重点，按照党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对
巡视工作的要求和省检察院党组的部署，
突出强化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突出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突出强化管检治检政

治责任，完成好本轮巡视任务。
本轮巡视时间为 10 月 9 日至 11 月

13 日， 巡视主要对象为邵阳市检察院党
组及领导班子成员。 第二巡视组组长向
新林表示， 巡视组将坚决落实政治巡视
要求， 把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绝对领导作
为系统内巡视工作的最高原则， 把加强
检察机关党的政治建设作为系统内巡视
工作根本目的， 把推动检察机关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检责任作为系
统内巡视工作的重点任务，聚焦“四个落

实”，坚持问题导向，盯住关键少数，查找
政治偏差，确保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检
落到实处，扎实做好本轮巡视工作。

动员会上，邵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李志雄说，全市政法单位，尤其是检察
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把配合做好此次巡
视工作作为当前首要的政治任务来抓 。
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巡视整改，做好巡视
“后半篇文章”，强化巡视成果运用，纵深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检，助力
检察工作创新发展。

“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巡视整改”
省检察院党组第二巡视组对邵阳市检察院党组开展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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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前后，湖南禁毒的三个暖心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