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雷昕） 湖南省纪委监委深入贯彻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 在全省
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建立了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月报制度。 据省
纪委监委 1 月 4 日通报 ，2020 年以
来，截至 12 月 31 日，湖南全省共查
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2854
件，处理 5453 人，其中厅局级干部 7
人，县处级干部 258 人，乡科级及以
下 5188 人；3229 人受到党纪政务处
分，其中厅局级干部 3 人，县处级干
部 134 人。

长沙投入 5000警力
确保市民平安跨年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陈思 通讯员 王思鸽)2021 年元旦小
长假期间， 长沙警方每天投入 5000
名警力，运行 44 个快警平台，全面加
强社会安全管理防控工作，确保长沙
市民欢度佳节。

据了解，面对跨年活动 、寒潮突
袭、疫情防控“叠加”态势，为提高见
警率，元旦小长假期间，长沙警方每
天投入 5000 名警力， 包括启用新建
成的 11 个快警平台，运行 44 个快警
平台， 实行巡逻防控 “四项机制”和
“1、3、5”快速反应机制 ，最大限度屯
警街面，全力以赴护航元旦安全。

特别是针对“跨年夜”活动有可
能出现的各类突发案(事 )件，长沙警
方重点在五一商圈部署值守，由星城
快警负责值守、 开展武装巡逻防控，
加强全市酒吧、KTV、广场 、商超、景
区等人员聚集场所的安保工作，严防
踩踏事故发生。

此外， 针对元旦假期天气晴好、
市民外出增多的特点，长沙交警部门
科学安排警力在路面执勤，加大对酒
驾、毒驾、大客车超载等整治力度，加
强各大交通枢纽、进出城卡点等道路
交通管理工作， 以及长途汽车站点、
地铁站点的防控力度，确保全市道路
安全畅通。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
南见习记者 杨天朗 通讯员
邓彪 ）元旦假期 ，全省公安交
警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公安厅
党委的统一部署，全力确保岁
末年初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
稳可控。 截至 3 日 24 时，全省
未发生较大及以上道路交通
事故，未发生长时间、长距离、
大范围交通拥堵。

副省长、公安厅长许显辉
先后 2 次召开全省公安机关
视频调度会，重点部署元旦交
通安保工作，元旦期间每日调
度全省道路交通安保情况；并
带队赴益阳督战，看望慰问节

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基层一线
执勤民警，检查调度交警部门
应对车流高峰、预防交通事故
等工作的开展情况。

省道安委副主任、公安厅
副厅长汤向荣组织省交通运
输厅 、省应急管理厅 、省高速
公路集团等部门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部署低温雨雪应对工
作 ；假期期间赴常德 、益阳等
地督导低温雨雪恶劣天气道
路交通安全应急管理工作。

全省各级公安交警一律停
止休假、全员上路，严格执行 24
小时领导带班和值班值守制度，
最大限度把警力摆上路面。

按照 “全警支援交警、机
关支援基层、 城市支援农村”
的要求，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
队长蒋建湘、政委杨能和其他
党委班子成员、部门负责人带
队组成 33 个督导组， 深入路
面一线督战参战， 分赴 14 个
市州开展督导检查。 交警总队
和高警局机关共组建 9 个应
急分队，前往环长沙周边大流
量高速路段支援。 各级公安交
警部门以最硬措施抓路面管
控 ，在桥梁 、隧道 、涵洞 、风口
等易积雪结冰起的重点路段，
以及夜间凌晨事故多发的重
点时段加大路面巡逻频次、视

频巡查密度， 做到快速发现、
快速预警、快速处置。

据统计 ，元旦期间 ，全省
公安交警共出动警力 4.8 万人
次，出动警车 1.2 万台次；共设
置临时执勤点 1024 个， 启动
交警执法站 340 个；共查处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 53976 起，刑
事拘留 8 人，行政拘留 15 人。
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在 887
处易结冰重点路段储备工业
盐 5215 吨、 融雪剂 1.9 万吨、
麻袋 33.2 万个 、 除冰车 296
台 、锥筒 74.7 万个 、除雪工具
1 万把 ， 安排应急救援人员
35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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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院适用《民法典》首案宣判
长沙芙蓉区法院宣判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公安交警全员上路 查处交通违法 5 万余起
元旦假期全省道路安全畅通

学法用“ ”
�

为熟知掌握、精准运用
《民法典 》，近日 ，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检察院组织
干警加强对 《民法典 》的学
习，切实掌握法条背后的法
理，着力把《民法典》精神融
入“四大检察”职能，推动检
察工作创新发展。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通讯员 龙浩 黄一丁

3名厅局级干部被处分
湖南通报去年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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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沙一起物业
纠纷看业主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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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办法》与农村
宅基地有关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钟建林 李家成

2021 年 1 月 1 日 ，《民法
典》正式施行。 1 月 4 日，长沙
市芙蓉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了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案，一审判决国科广电公司
支付黄金建设公司剩余工程
款 52 万余元及相应利息。 据
悉 ，这是湖南法院适用 《民法
典》宣判的首起案件。

基本案情
经审理查明：2015 年 8 月

1 日， 国科广电公司作为发包

人 ， 黄金建设公司作为承包
人 ，双方签订 《国家广电总局
广播数字电视产业化基地厂
房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以
下简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
约定：黄金建设公司承包施工
国科广电公司名下位于长沙
市芙蓉区长星路 389 号国家
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数
字电视产业化基地第三厂房
建设工程所有项目 ， 包括土
建、普通装饰、安装等；国科广
电公司分桩基、 主体三层 、主
体封顶、 垮架和外墙完毕、主
体验收、竣工验收合格等阶段
支付工程进度款，竣工验收合

格后应支付到工程量的 95%；
材料价格按施工期间的 《长沙
建设造价 》预算价执行 ；工程
竣工验收合格 ， 工程技术资
料、档案资料、备案资料齐全 ，
国科广电公司工程部经理签
收后，黄金建设公司在 7 天内
向审计法务部报送工程决算
书 。 工程尾款在扣除质保金
5%和应由黄金建设公司承担
的费用后，余款在最终决算完
毕双方签字确认后的 15 天内
全部支付（审计时间 3 个月）。
质保金在竣工验收合格 2 年
内一次性退还。 如果国科广电
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付款 ，黄

金建设公司可要求国科广电
公司支付未付的金额及赔偿
损失。

合同签订后，施工如期进
行，国科广电公司与黄金建设
公司根据工程进度不定期进
行工程结算。 自 2015 年 10 月
23 日至 2016 年 6 月 14 日，国
科广电公司向黄金建设公司
支付工程进度款 956 万元 、农
民工工资保障金 119 万元 、安
全 防 护 文 明 施 工 措 施 费
274041.69 元 、 借支款 500000
元，共计 11524041.69 元。 2016
年 4 月 11 日，案涉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并交付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