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永州08 本报新闻热线_0731-84802117���本版策划 /�杨友林 2021年06月10日 编辑 /�杜巧巧 美编 /�熊容容

容1容¤1¶ （˝¤1¶1容 ”111¸1）‰1
¨1，‰›11̌ 1¨¸ˆæ•¤1”11¨ºˇ1·1、1§
—£、 11̇ ł1º¶1—1¿“1„»•1‡容£»⁄ˇ1

`—̆ 1•¤»1¶fl， ‰ł1»†‰11˙¿¨”11•¤

1˛11˚¶” »̋•容£11˚¶， „†»⁄ˆ1111—

„œ。

送法进乡村
6 1´1 ¨1，‰›11•¤1”‚11fl‡11Ł

`¢•¤́ 1—ß·«1¤˝1， »„11¨º¨¸`1`¿

·11˜…fl˚—， •¢•，»•1‡容£»⁄—ß·«1˚

`ˇ，1º¶1•111‰1‚1、´1¿‡1˜•¥、`1
†¶111œ¶fl̨ 11¨，'·1¶1•¢˛¥•¤•‚11

——˛“， ‰，”ˇ•¢1œ11ˇ1·1¨”1111容1

1 1̃1˚111— 1̋‚11，111‚˚˝•¤、111‚
˘1•¤， ‰111111…ˇ1·1¨”11111ı1fi

»⁄»•1‡。

送法进校园
“`ø1»”¶ø˝fl‰11容11，‰›11•¤

1”•¤„1˛“1ˇ‰›11111——˜—¡1§1§1œ

¸˝¨¥1»•111容11 “̃•¤”1æ，11“11ˇ§
11¨»1˚1· „†1“1œˆ1´11«” ˛“11

11， 1ˆ1œ¶fl1˜1111ˆŁ»111„œ·1”ˆ

”11‰， ˝¤„1»¥¶fl˛˚·1»111¿˛1ˆ˘ł

•1，¨ˆ̋ ，1§ˆ˙` ‰̧1»•1‡1˜111“—1，
˚1̀ ¢•¤1˛11˚¶”˝»•容£11˚¶， 11—´

˚容·œ1˜̨ ˜̂ 1” 1̂§1œ。

送法进社区
‰1¨1， ‰›11•¤1”`“”ˇˇ1…1†1

1”1‰ˇ11“˙1„ª‡¡，¿“1„11“¨¸1º11
¨»”˝—‡„†1œ” ˛“11111˜»•1‡容£»⁄

¸1•¤—ß·«»1¶fl， ‰，”ˇ11—˝¸1¸ˇ1‚

11，‰†̊ 1˛1¨11œ1，»•1‡、1¸•111¨»
1 1̊·1˜˛¥•¤——˛“”˝—Ł˚11‰1˜•¤´1

‡˝•£， 111…¨”11111ı˚1`¢˘1容£»⁄

»•1‡·1̨ 111̆ 11 1̃11ı—1。
11˝‡…˘， ·¸·˛»•1‡容£»⁄ˇ1`—

˘1•¤»1¶fl„†‰1̊ 1̈ ”11•¤́ 1111fl50
11¨¸·˛， •¢•，—ß·«1˚`ˇ 1000 11

•1。

容1容¤1¶（˝¤1¶1容 —»1ø`1）6 1´7 ¨1ˇ´
˛1，1111˚—¨ ·̧1‡£˛fl»，̨ fl1容、…1†1”˝¸1•¤
˛fl11¨˛˛fl1容1…˛1˘‰1»——11¨º‰›11ˇ1…1†1

1”111—，1111˚—…1†11”1‡1Ø‡11容、‚容…1†1
‡⁄˙1•111， ˚—1—…¶¨¸̂ æ•¤1”‚容1”‡⁄‚1”˝

˘‰†˛…1111—。 †¢1˝ˆæ11˚´11，—”˝1·——…1

¶‰„⁄1111¿“1ø1‚»，，ˇ1˛fl11•¤˛fl、 ˇ1¸1
•¤11、 ˇ1—，•ˆ111¨†¿ˆ，111“‚”11¨¸…1

´1˚ƒ、 •¤´1„⁄1111·œ容1˚11ß˙º†˛…11ø

1‚»，。 »，1Ø11‚ˆˇ1¨¸·1‚容11¨˛，•11—¡

¨“11‡1。
1ø1‚»，1 ，̌‰›11ˇ1…1†11”1‡1Ø˚Ø…˙、

…1†1‡⁄，•11—æ1´ˇ1111—1ØˇŒˇ‚»ª容¤`¸

2017 ˜Œ111·̂ æ11̊ 1́1，—” 1̋·——…1¶‰1‚…1

1111̇ Ø¿1、111“11•¤、·1111˜˛˚11…1ˇ´†‰
„⁄11·1̧ ª。

¸1”1，111—1Ø‡11容、¸1•¤11、—，•ˆ11、
´1˚ƒ”˝•¤́ 1„⁄1111·œ容1‰1‰1˛§¨˘ˇ1…1†1

1”ˆæ11̊ ´11，—” 1̋·——…1¶‰„⁄11、 ˇ1•¤1”

ˆæ11˚´11，—„⁄11‰ł——`¸11¨º‰»`1•¢11，
†¢1，‡1̀ 1̧º¶1—11 1̃1…ß” ‰̋¤1Ø。

11”1， 1…˛1˘‰·œ容1111—1Ø¶1‰›11ˇ1

…1†11”̂ æ11˚´11，—”˝1·——…1¶‰„⁄11¨¡1ˆ

1 ‡̃1…¤容1̊ 1‡1•1¿ ¶̌¤。

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到江永检察院调研

容1容¤1¶（˝¤1¶1容 1 …̆1 ‡ ‰́›11）˛“‰ł
1»†‰1，‚1‰ß¶111̊ ¶， ‡1•1̈ ˇ̊ ¶‰ß¶1„⁄11

1˜111“—1”˝·1»1¶1˘•1˜容11“—1，6 1´ 8
¨11ˇ̨ 1， ‰›11̌ 1̨ fl11•¤̨ fl‰，” 1̌1111‡¨1

»1¶fl， 1Ø1fl̈ «̨ fl‚1†¿11„⁄1‰̌ 1‰ß¶1‰111

»ø11† „̨11§̌ 1。 ˇ1̨ fl‡£̨ fl、11•¤̨ fl̊ Ø… 1̇ø

¸«•1‡1̌ fl»1¶fl。

»1¶fľ 1‡¡， ·1…111„⁄11̈ ¸1容1˜1‚11

ˇ ，́ 1‰‚1‚11„111—̌ ‚„1¿·̀ 1̧„̊ 11˜¶1̆ •

1“̊ ¶” ¶̋1̆ •1ø̆ •̃ £— ，̋ ˇŒ̌ ‚̀ ‰̧1¶1˘•1˜

1111、¶1˘•1˜˛£”ƒ、‰ß¶11œ˚•、ˇ1„1•¤´1
•¤„11 。̈ ˝¤„1̈ «•‰̨ »、¶1‰ ¶̇ 1̈1̀ ‰̧1‰ß¶11“

˚¶，¨«11‚1†¿11„⁄‰ł1»†‰111˛̀ ‰̧ß¶1̧ …̌ º•1

ˇ1，˙—̊ 11，‚1̀ 1̧1¶1、•1¶1、˚¶¶11˜̃ 1̀ ƒ。

† „̨11—，1ø̧ «•1容1̊ 1，˚1̊ '̈ «ˆæ‰ß¶1

‰111̊ 1̇——§¶11 ¶̆1̆ •́ ß11， ·1‰ł̈ 1̧111

»，‰¡¿1” —̋‡•¢1„1 1̃11“11·º1fi1»， ¨«̨ fl

„⁄11̈ 1̧容1“11̈ º„，‡„́ 1̊ 1̌ 1‰1̆ ‰11̊ Ø…˙

„11111”ˆ‰ß¶1„⁄111˜111“1‚˚11«1æ，˙—
˚111̇ ¿11” —̂´̊ 容·œ‰ß¶1„⁄111 1̃11 1̨1̈ ˛

‚—、1œ̊ •̊ „̂ 1‚—”˝̌ 1̊ 1‰1̆ ‚̈—。

1ø̧ «•1̧ 1， ¨«̨ fl̈ 1̧容1“‰，”ˇ11˜111

11， 11̈ º1—1¿¶1†1， ‰«‰ß¶1„⁄11́ 11‰˚1

·ƒ；1“‰，” 1̌1•¤111 —̨，•ˆ̨ ，̨ 1̈ „̈⁄11，˝»
‡11¥” ‰̂ß11†ø¶1、 ‰ß¶1—ß·«‰1111 1̈11ª

„⁄11；1“̇ ¿»fl·1»1†»̧ 11¢，1 1̌1·1»1‚111

11¶1̨ ¥•¤•‚11， ˛“‰¤1Ł̆ ‰1†—1‚£̨ ˜̂ 1—´

‰›1111‡1‚1·11 „̃容̌ 1。

容1容¤1¶（˝¤1¶1容 111˘‰1）˛“˝˘‰ł‰1
111ß¶1†Ø111ß‚ »̃•‰1111111̊ 1，‰1¨1，11
ˇ1ˇ1˛fl11•¤˛fl‰ł1»†‰11»fl1§ˇ1‰111、˙¿
»fļ …̌ º•¢¶fl， ¨«̂ 1̆ 1¶fl11¶1´11‚—˜1‚»1

11̨ 1̊1†Ø11„⁄11。
容1· 1̨‚— 1̃‚»1†1¨¡1»¶11»、 ˆ1¶1̂ 1

1 •̃‰̊ ‰，1·11“•1…¶‚”11、11‚1̂ 11‚、¨«ˆ1
‚†‚ ”̇1 1̃›11，11̈ º¿“1„1‚— 1̃‚»1。 111ª

1‚̀ ¸ 《… …̋1…1†1»œ„1·ƒ1111¶fl˝¶1‚˛˚11

1 „̃1¶¤（˚1——）》、…1¶‰1·… “̋¸˜11—˛1，””˝

‰111‡˝·ƒˇ1‰，”ˇ1˜11†1、“11†Ø·1¿1、容»
†Ø·11ˇ”11†1、“`ø·1˝11˛11…†”、ˇ1¸1…1
11‰1•¢1 容̌¤1¨̌ 1„1̃ 1̈ 1， 111œ11¨•11˛1

11†1‰1̌ 1， 111……1̊ 容†Ø11̨ ˚11、 •¢ˇ1˛˚

11、¸1̂ 1̨ 1̊1。
ˇ1̨ fl11•¤̨ fl‚”111‚»1̀ 11…1º‚11‚»1

¨¸̂ 1¶1̂ 1„1̋ ¤‰»̀ 1，˙—̊ 1·11‰‰»`1̧ …ˇº、
·1ˇß„¸´˙、111œ1，‚1、‰111˛˚111˜˜¿1˜，
˙¿»fl`¸1‚»1¨¸11¨˛1£11ˇ¨、——¶fl1111
ˇ¨、 1ø11•，11ˇ¨1˜1111˚„ˆ1‚—， ˛“¶1

˛Ø‰1111ß¶1†Ø111ß‚˜„⁄11”»˚1`¸¸…

ˇº»ø·¡。
容1· 1̨‚— 1̃‚»1̊ ˙11•¤¶1˛Ø‰1111ß¶1

‰ł̈ º1—— »̃•‰1”1， ¶1̈ «11‚1†¿11„⁄̧ …ˇº

1 1̃1¶fl1容，¶1†Ø111ß‚ „̃⁄111 1̃1̋ ‰̆ł。 ˝¤
„11‚— 1̃‚»1， 11̈ º̌ ‚1 1́1”ˆ¸…ˇº•¢¶fl”˝

11†1—ß·«，‰111111…·1…111̈ •11‰1“11†Ø
·1¿1、容»†Ø·11ˇ”11†11“˙1，…⁄•¢11†Ø11
111˜̃ 11œ¶fl̀ ƒ， ˝ ¶̆fl̋ 11 1̨1…†1ß1˛̈ ¡1ˆ

˚1… ‡̊1—§。

容1容¤1¶（˝¤1¶1容 …11´—1 —⁄1ł）6
1´5 ¨1，‰›»“1111111˛ˇ1¨¸̂ æ•¤1”11

容1ˇ1¸fi¿1111„11”11œ1，容£»⁄•¤˝¥†1

1ˆ“˘1¨¸”ˇ1Ø˝¥”，„«¿“111111˜‡、11
˜‡1¨•˙•¤†¶11¸fi†œ˘•—1˚´‚‰·łˆæ

˚´„«11¸1¸ˇ1‚，†¢1容˝¥—ß，—。 ˝¥11

‰，˚ł”1，11•¤1”、…1†11”1˜1Ø1flˇ´，
11˜‡ 3 ¨¸1‰1„11”1¸fi¿1‰ł——111‡

•，`1。
2020 ˜Œ9 1 ，́11̃ ‡、11̃ ‡、”œ̃ ‡11

‰›»“ˇ1´º˚—11·1˙，”1¶˛˚„1ˆ·1„ƒ´˚

•¢11»œ111ª，容»‰›»“ˇ111111·•¤·1¶1
1容‡¡†Ø»æ。 1›‡ 1̆1，11˜‡3 ¨ •̧˙•¤†¶

111 1̃11ª、†11ª1 1̈ª1185 „«‰1。 1›…ł

¶¤，11˜‡3 ¨¸˚„1ˆ1˜111ª„⁄11˛“‰ß1ˆ
1111。 ‰›»“…1†11”̈ ˇ˛“，11˜‡3 ¨¸•˙
•¤111ª1˜——˛“»，1…1´—§1ƒ•¶˛§˜11ª

11̨ 11¡1æ11¸1˝1»11¸”ƒ，11̌ 11ª111˜

11‡£•容1‡，˛£”ƒ¸fi1œ1，1†¨«，11‡11容
‰11›…ˆ¸1˚§2200 111“， 1ª111容˜Œ†œ

´1¸1̊ §2 ˝1111“，11¨»1111»1‚·•11ˆ
1.3 ˝1111“， ¸11，˘1—1˚ ‚́‰·łˆæ˚´„«

11̧ 1̧ 。̌
•¤1”1111¨ˇ̨ “， 容»‚1¨ 1̧1˜‡、11

˜‡、”œ˜‡˛¥•·¸fi†œ1˚1·•¤„1，11‰ß11
˘1、‰ß11̇ ł˚„1ˆ‰ß1ˆ„⁄11• •̇¤†¶11¸fi

†œ˘•，˙Ø‰11ˇ11，˘1——˛“11„„‡1•˙•¤
†¶11̧ fi†œ̆ •11。 11̃ ‡3 ¨ 1̧ —̃—̨ “̆ »̆1

` 1̧1̧ fi1˜1œ1，»•1‡” 1̋1111˚1·，˙1”ƒ
` 1̧1»，„«„†1ß11，‡11ƒ‡—1£—1˚´11̈ ˛

˝1， »„1ƒ‡—1£̌ 11ƒ1˜ˆæ̊ ´˙1¨¤11̈ 。̨

…ł11 3 容»‚1¨¸11¶fl˝¶1‚、 ˙1¨ˇ11¨ˇ

•£，‰›»“•¤1”11•¤，—·ƒ11˜‡、11̃ ‡、”œ
˜‡1—11 4 ‚11´、 »”—1 5 ‚11´， †¢„†
˝，‡—1£11¨»1111»1‚·•11ˆ…11ª11

1容˜Œ†œ´1¸1˚§1ˆ11„”1ˆ “ ¸˜·1…1
1ª” ˆ111•，`11`ˇ1‰›‚1`1‰›»“¶˛

（11¸fi）。
˝¥11‰，˚ł”1，11˜‡3 ¨¸11ˆ‰1111

˝•̇ 1„«¿“，11æ11˙‚，†¢111容11¨ ·̧1·œ

容1、11—›˛fl1容、…1†11”„⁄11̈ ¸1容、1容11

¨”111˜…1¶‰̌ ，́‰«„”1ˆ1˜ 1500 „«‰1、
1 ˝111̨ †“¸ ·̃1…11ª”ˆ111̋ ¶•，1 1̀„11

”1̧ fi¿1¿1̇ ł。
11̌ ⁄，‰›»“•¤1””˝‰›»“…1†11”»„

11¸fi¿111`“”ˇ¿“1„`¸˚1‰1»•1‡¨1˘1

•¤—ß·«»1¶fl。 ‰1˜Œ1·，‰›»“•¤1”˙—̊ 1

˛“̈ ”1111˚1˚ ，́ ‡1—ł¿“1„1†»111，—、
—ß·«111fl»1¶fl，†»¶ˇ1，11¨”11»•容£11
˚¶，˛“„†˝，˚1»⁄“´1¸fi˙11‰”1，„'`¸˙¿
1—̀ ƒ1˜̧ 1•¤容£1 。̌

江永县委政法委组织参观县禁毒教育基地

道县县委政法委全面启动第二轮谈心谈话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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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11•¤1”£”̆1•¤—ß·«
˚1»⁄̂ 1111—„œ

会议现场

放生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