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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雷昕 通讯员 文小凤）近日，益阳市
资阳区监委就经开区纪工委查办的
杨新良恶势力犯罪集团强迫交易案
问题线索进行回头看， 并对园区加
强基层治理提出监察建议书。

今年来， 益阳市纪委监委持续
做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案件查办
“后半篇文章”， 充分发挥查办案件
治本作用，对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
伞”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风险隐
患，制发监察建议书，督促有关部门
和单位认真查找问题症结， 堵塞制
度漏洞。 市纪委监委根据《关于规范
运用纪检监察建议的通知》，对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案件下发的监察建议
书定期调度 、每月汇总 ，防止 “一发
了之”。

10 月 16 日，桃江县纪委监委第
一纪检监察室在核查魏代荣案时 ，
发现原县国土局对干部的日常监督
管理不严格， 各级干部执行法律法
规政策有偏差、履职尽责不到位，干
部队伍建设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遂
向县自然资源局下发了 《关于对工
程验收和项目管理的监察建议》。 10
月 28 日就收到了该局的整改情况报
告。

“我们开展了工程建设项目领
域招投标问题清查整治， 针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今的在建工程项目招
投标开展自查自纠， 对 19 个工程建
设项目建立工作台账。 ”县自然资源
局负责人坦言 ， 监察建议书一定
程度上助推工程验收和项目管理各
个环节的监督管理进一步规范和完
善 。

截至目前 ， 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专项整治中 ， 全市各级纪检
监 察 机 关 共 制 发 监 察 建 议 书 84
份 ，均已回复并整改 。

舱外航天服等工业设计任务被湘潭
大学揽下；

压力传感器、压力温度复合传感器研
制由中国电科 48 所负责；

……

现 场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可上

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
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交接仪式现场，
航天员代表张晓光带领韶山学生朗诵《水
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展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豪迈气魄，表达中华儿女的壮
志凌云，十分应景。

仪式开始后，全体人员首先向毛泽东
同志铜像敬献了花篮。

省委副书记乌兰与周建平、张晓光共
同为神舟十号返回舱揭幕， 长约 2.6 米、
直径约 2.4 米、重量为 2 吨多的返回舱被
揭开“面纱”正式亮相。

记者在现场看到，返回舱看上去呈灰
黑色，上面有高温灼烧后的痕迹，外层是
细密的蜂窝状结构。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质量主管禹颂耕介绍，返回舱采用的
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防热材料之一，以应
对返回地球时与大气层剧烈摩擦导致的
数千摄氏度高温。

返回舱侧面的圆形小窗是舷窗，航天
员可透过舷窗观看宇宙景色、拍摄太空画
面。 顶上是航天员们进出需要通过的舱
门。 在返回舱的上部，两个较大的圆形开
口是伞舱，降落时，降落伞从这里弹出、打
开。

交接后，“神十”返回舱将入驻韶山毛
泽东同志纪念馆长期展陈。 韶山毛泽东
同志纪念馆馆长阳国利介绍，韶山景区年
接待游客 2000 万人次， 纪念馆年参观量
达 500 万人次，居同类纪念馆之最，其中，
中小学生年均参观人数占全年游客数量
45%以上 ，“将返回舱放在韶山毛泽东同
志纪念馆展陈， 受众面广， 价值和作用
大”。

珍 贵
2016 年 4 月 24 日 ，在首个 “中国航

天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
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 经
过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我国航天事业
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
测为代表的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
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积淀了深厚博
大的航天精神。 设立“中国航天日”，就是
要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激发全民尤其是

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
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凝聚强大力量。

“神十”飞天、“嫦五”揽月，是新时代航天
“追梦人”夙兴夜寐、发奋攻关的智慧结晶，是
中国航天事业克服重重技术封锁、 致力推进
自主创新取得的耀眼成就， 更向全世界彰显
了中国制度的强大优越性。

1965 年，毛泽东同志重游井冈山，写
下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的名
篇。 50 多年过去，中华儿女将伟人豪情变
成了令世人瞩目的现实成就，可谓航天精
神与红色基因的交相辉映，让我们倍感自
豪、振奋不已。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上，湖南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
南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
略、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湖南，朝着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阔步前行。

湖南以满满的仪式感迎接，足见对这
份太空大礼的珍视。这份“礼物”的珍贵之
处不仅仅在于稀缺性，更在于其所承载的
创新精神、探索精神和奋斗豪情，必将激
励广大三湘儿女建功“十四五”、奋进新征
程、实现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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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制发84份监察建议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雷
昕）12 月 25 日，省纪委监委公布省村（社
区 ）“两委 ”换届工作 “八个严禁 ”纪律要
求。

“八个严禁”包括：严禁以威胁、恐吓、
欺骗等手段，妨害党员或选民行使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严禁通过吃请、赠送现金、电

子红包、有价证券和各种礼品，以及采取
口头承诺选举后给予某种利益等形式搞
拉票、贿选活动；严禁利用宗族宗派宗教
和黑恶势力干扰、破坏换届工作；严禁采
取发传单、发信息等方式进行相互诋毁或
打击报复； 严禁寻衅滋事或无理闹事，以
毁损、抢夺票箱和伪造选票、虚报票数、冲

击选举会场等手段破坏和妨碍选举正常
进行 ；严禁村 (社区 )干部擅离职守 、中断
工作，借换届之机突击花钱、私分公物公
款、处置集体资产；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
说情打招呼，干预换届选举工作；严禁换
届结束后不交工作、不交印章、不交账本、
不交档案。

省纪委监委公布省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纪律要求

“八个严禁”严把换届关

本报讯 （通讯员 刘鹏程 刘水
平 ）近日 ，常宁市检察院以涉嫌诈骗
罪对实施“杀猪盘”诈骗的王某军、王
某某等 7 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

2020 年， 王某军为谋取非法利
益，结伙王某某等人注册网络信息公
司，通过网络招聘的方式招录公司员
工。 录用后提供微信账号、话术剧本
等工具，通过包装 “人设 ”、情感经营
换取信任，向被害人发送网站链接和
购物二维码，致使被害人为爱不断消
费。 同时，该公司设置明确的考核、管
理制度， 对所有员工进行日常考核，
根据业绩发放工资。 该团伙已对全国
多个省份地区的多名受害人成功实
施诈骗。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

【检察官提醒】所谓“杀猪盘”，是
指犯罪分子通过网络交友 ， 培养感
情 ，取得信任后 ，诱骗对方在虚假网
站上投资，进而诈骗钱财。 临近年关，
婚恋状况又将成为家庭关注话题，希
望广大网友在交友过程中多留个心
眼，不要轻易相信聊天平台上的陌生
人，谨防上当受骗。

本报讯（通讯员 牟建平）今年 ，常德
公安交警部门以创建模范机关为载体，以
群众满意为宗旨，多措并举提升车驾管业
务服务水平， 车驾管业务工作迈上新台
阶。 全市累计办理各类车管业务 103.7 万
余笔，完成驾驶人考试 39 万余人次。

12 月 9 日， 王大爷听说今年出台了
驾考新规， 像他这样上了 70 岁年纪的老
人都可以考驾照了，便来到市交警支队驾
管所报名准备试一试。经过“增加记忆力、
判断力、反应力”等项目测试过关后，他被
允许参加相关科目考试了。这是常德公安
交警部门落实今年“放管服”改革措施的
新举措之一。

今年，常德市车驾管业务工作进一步
落实“放管服”改革措施，以创建清廉窗口
活动为载体，实行“能放则放”“能下则下”
“能分流全分流”“能上网全上网” 的便民
服务举措 ，推出“便民+监管 ”的新模式 。
在便民方面，大力推广“交管 12123”服务
平台应用， 尽量减少窗口办理业务量，进
一步方便群众 ；在驾考方面 ，以 “春风行
动”为动力，大力整顿驾考违规行为，加强
对各考场考试系统检查，通过对考场和网
上巡查， 发现漏洞现象进行通报处罚，对
查处的驾校及教练员违规行为，实行约谈
和暂停报名处罚。为方便当地群众就近考

试，进一步下放驾考权限，启动常德高新
区科目二考场。 同时，以设立在支队车管
所的 “热情服务观察点 ”为引领 ，在全市
23 个交管业务服务窗口大力开展 “清廉
窗口”创建活动。 加强各服务窗口业务办

理监管力度，加强监督考核，依托支队监
管中心，紧盯违规业务，实行“支队管所，
所管大队”的三级监管模式，开展车驾检
业务岗位日常巡查，进一步规范交管业务
办理，提升窗口服务水平。

常德交警着力提升车驾管服务水平

车管业务大厅民警为群众办理业务。

助力扫黑除恶

以爱之名诈骗
“杀猪盘”公司老板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