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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八年波澜壮阔奋斗历
程， 我们始终高举思想之旗，把
全省上下紧紧凝聚在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始终坚持
党的领导，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充
分发挥出来 ； 始终站稳人民立
场，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 ;始终注重
精准施策，把精准精细 、用心用
情这一科学方法落到实处；始终
突出人民主体，把激发贫困群众
内生动力摆在突出位置；始终做
到真抓实干，把真扶贫、扶真贫、
脱真贫作为自觉追求 。 实践证
明， 只要我们大力弘扬求真务
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 ，咬定
青山不放松， 撸起袖子加油干，
善始善终 、善作善成 ，就一定能
够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业绩、
续写新辉煌。

许达哲强调 ，今年是 “十四
五”规划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开局之年，我们党即将
迎来百年华诞，全省各级各部门
要以打赢脱贫攻坚战为新的加
油站，把弘扬伟大脱贫攻坚精神
与传承湖湘文化基因融合起来，
把弘扬伟大民族精神、时代精神
与传承党的革命精神贯通起来，
深入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再接
再厉 、接续奋斗，奋力谱写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湖南新篇章。要坚持不懈抓
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着力提升
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
执行力 ;要乘势而上推进乡村振
兴开新局，着力促进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要坚定不移
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着
力走精准、特色 、可持续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要用心用情保障和
改善民生，着力提高人民生活品
质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要久久
为功加强基层建设和基层治理，
着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毛伟明说，要始终坚定政治
方向，从脱贫攻坚人民战争中感
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真理伟力 ，增强 “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
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始
终保持攻坚定力 ，坚持 “上下同
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
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
攻坚精神，大力实施“三高四新”
战略， 加快建设现代化新湖南，
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湖南新篇章。要
始终把握精准方略，运用精准思
维 、坚持精准方法 、落实精准要
求，完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
度体系，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始终保
持攻坚合力，坚持发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政治优势 ，攻坚克难 、和衷共
济，汇聚事业发展行稳致远的强
大合力。

会前 ，许达哲 、毛伟明等省
领导会见了受表彰的先进个人
和集体代表并合影。各市州党政
主要负责同志、 分管负责同志，
省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等参加大会。

要构建一个统一科学的行政复议体
制 ，进一步整合优化复议资源 ，实现 “案统
一管”“案统一办”， 推动形成科学合理、权
责清晰、优化协同、运行顺畅的行政复议机

构体系； 要健全一套规范高效的行政复议
机制，加快研究制定行政复议工作规则，要
成立行政复议咨询委员会， 发挥专家咨询
的“外脑 ”作用，要积极推进“智慧复议 ”建
设，打造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平台，要建立
健全行政复议倒逼依法行政、 推进法治政
府建设的监督机制； 要积极加强与地方编
制部门的沟通协调，按照“事编匹配 、优化
节约 、按需调剂 ”的原则 ，紧抓快办把队伍
拉起来 ，把人员统起来 ，配齐配强复议人
员 ，努力打造一支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
职业化的行政复议专门队伍。

许显辉强调，《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行
政复议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 将于 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省、市州 、县市区各级只保
留一个行政复议机关， 由本级人民政府统一
行使行政复议职责。 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组织
领导，压实各方责任，牢牢把握时间节点要
求，切实做到“统一思想、统一办案、统一调
编、统一步调”，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以勇
于担当的革命精神，全面推进改革。 省司法
厅在完成省本级改革的同时，要建立市州行
政复议体制改革情况台账，随时掌握改革进展

情况。 各市州人民政府要建立相应的督察和
考核机制，确保如期完成本行政区域改革任
务。

范运田从司法行政部门的角度提出了
下一步工作举措，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
刻认识改革的重大意义，把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不折不扣、一抓到底、抓出实
效 ；要进一步认清改革形势 ，坚决摒弃 “等
靠要” 思想， 主动加强请示汇报和工作协
调 ，解决机构编制 、人员配备等关键问题 ；
要充分认识改革的时间紧迫性和任务艰巨
性 ，紧盯 《实施意见 》明确的 10 大项 26 小
项改革任务，倒排工期，细化进度 ，压茬推
进； 要加强过渡期案件受理衔接和办案合
作，确保过渡期间办案质量、效率、标准“三
不降”；要加大宣传力度，做好政策解读，用
活宣传平台，讲好讲新“复议故事”。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等 40 个省直有关单
位分管负责人和法规处处长在主会场参
会，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的分管负责人
及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在分会场参
会。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雷昕）
近期，省纪委监委集中整治违规吃喝问题，
挂牌督办了 100 件问题线索。4 月 30 日，省
纪委监委通报督办查处的 5 起典型问题：

省自然资源厅直属单位省第二测绘院
办公室主任张斌安排超标准公务接待问
题。 2020 年 11 月 3 日，张斌在负责接待某
测绘工程院一行中提供超标准公务接待 ，
11 人用餐花费 2888 元。 之后，为掩盖超标
准接待事实， 张斌安排工作人员从接待酒
楼分期分批开具 2 张用餐发票， 并虚构接
待事项将该笔餐费在单位报销。 张斌受到
政务警告处分， 其他相关责任人均受到相
应处理。

宁乡市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 副局
长张炜公款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宴请费用
问题。2020 年 11 月 26 日，张炜借到长沙市
扶贫办报送宁乡市迎省检补充资料之机，
邀请家人在某酒楼用中餐， 消费 3619 元，

并以宁乡市农业农村局名义开具发票。 之
后， 张炜虚构接待省考核组领导用餐的事
实，并伪造考核组人员名单作为报账附件，
将该笔餐费在单位报销。 张炜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

邵阳市北塔区副区长、 市公安局北塔
分局局长李旭宾组织违规公款吃喝问题 。
2020 年 9 月 6 日，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北塔分局一行 5 人赴长沙办事， 晚餐时李
旭宾在长沙市某酒楼组织吃喝，消费“澳洲
大龙虾”等高档菜品，共计花费 5580 元。 之
后， 北塔分局警务保障室从单位财务借支
5600 元归还李旭宾垫付的餐费。 李旭宾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 其他相关责任人均受到
相应处理。

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汉寿分局党组书
记、 汉寿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
局长曾献平将吃喝费用转嫁管理服务对象
问题。 2020 年 11 月 9 日，曾献平到省生态

环境厅汇报工作， 晚餐时组织环保行业专
家唐某等 9 人在长沙市某酒楼吃喝， 消费
“帝皇蟹 ”等高档菜品 ，共计花费 8748 元 ；
11 月 10 日，曾献平为感谢常德市原环保局
局长王某 （因违纪违法已被开除党籍和公
职）帮忙联系赴省生态环境厅汇报工作，晚
餐时组织王某及其家人 7 人在长沙市某酒
楼吃喝，共计花费 5133 元。 之后，曾献平安
排人员将 2 次餐费在与该局有业务来往的
某环保企业报销。 曾献平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

南县财政局行政政法股股长宋力公款
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宴请费用问题。 2020
年 9 月 5 日，宋力前往长沙出差，当晚邀请
其亲友在长沙市某酒楼聚餐 ， 消费 3080
元，并以南县财政局名义开具发票。 之后，
宋力以接待省财政厅领导的名义将该笔餐
费在单位报销。 宋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
南记者 陈思 通讯员 张铁
山）在派出所也能免费咨询律
师了！ 4 月 29 日， 湖南首家
“警律协同” 调解实践基地落
户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四
方坪派出所 ，10 名律师将入
驻该所值班，义务协助民警调
解处理各类纠纷。

当日上午，四方坪派出所
和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智胜
律法团共同创建的 “警律协
同 ”调解实践基地 ，在四方坪
派出所举行揭牌暨签约仪式。
教导员陈锐介绍 ，2020 年 ，该
所就接到了 800 余起纠纷类
警情 ，多数是经济 、婚姻家庭
纠纷，处理起来十分棘手。 去
年年底，该所邀请芙蓉律师事
务所来为民警做《民法典 》讲座时，萌生了
邀请律师帮助民警调解纠纷的想法。目前，

律师已经帮助该所处理调解了 10 余起纠
纷类警情，效果不错。

所长李荡介绍，“警律协同” 的共建模

式，以“依靠群众、化解矛
盾 、维护稳定 ”为指导思
想， 结合警律各自优势，
从根本上化解群众矛盾，
解决纠纷。

智胜律法团负责人
王长山律师介绍，入驻该
所的 10 名律师将认真做
好调解工作，对于重大疑
难复杂的矛盾纠纷，会由
律师介入分析梳理，通过
提供法律咨询或其他法
律协助的方式，引导百姓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长沙市公安局开福
分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刘海平表示，希望发挥
好律师团队的协助和监
督作用， 深入地打磨、打

造出更好的社会实效， 将此模式推广到全
市、全省甚至全国。

省纪委监委通报 5起违规吃喝问题

湖南首家“警律协同”调解实践基地揭牌

4月 29日，基地正式挂牌仪式 警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