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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2”
2·——¿2̊ 2¿2́ º2ˇ̌ 2

–2–¤2¶ （˝¤2¶2– `2·«22 容fl2Œ—ø）
容2¨2，容›»“2222222˛̌ 2¨¸ˆæ•¤2”–ªˆæ•2

˛æ22‡2— 2́2·º，2·——¿2˚2¿2´º22˚容2ˇˇ2
˚„2 ，̂2–˚´̈ ¸˝¤„22¤̂ Ł‚ˆ2”2·——¿22¸»§

˚2¿2́ º2 •̃容̊ 容，，·¿222̌ 22§‚¶2·——¿2。
容›»“•¤2”`“”ˇ2—„œ2ł`“22˛æ˝˘‡2

2·——¿2˚2¿2´º̊ 2¿2•容˚容，2·——•¤„22»—Ł
2˙´，2·——2‚¿2容2˜2˘容2¤，22¨•22—·˚2¿2
ˇ2˜¿、2‚” 、̄容2¿2̈ ¸—2ˆß2 —̈¯ˇ¢，¸2”22œ
‡2容2¿2¶2˛‹´º， ˇ22–˚´¨¸‡2˚2‚ˆ˚2¿2

´º，2–̊ ´̈ 2̧¤́ º，·¿22§‚¶。
‚ 2̂”2·——22•¤„2–2˚2，2·——¿2˚2¿2

´º2˜̋ ˘‡2，˛“2·——•¤„2˝2‡2222‚22，22–
˚´¨¸，2˚–22¶fl´˜——容2¿222˛æ2Æ„'`¸，«

·2–ª2ß，ˆ2¨¥` 2̧–˚´¨¸¯22ł——»222ˇ2·2

˘«2¶22˙ł˛2•¤，2˚–·2¿22¨22¶2´Ø•‡，˝‹
˚–˜2•2•¶2·——¨¸2–˚2¨¡ˇ2容2·ł2·2˜`fi

22•2ˇ2，„2•¶`¸2‚¿2„222，2Æ‚2`¸2·——
„⁄22—§́ 。̊

ˇ 2́»†容，容›»“•¤2”容«，2—ł»2，«2容¸2
“˛2˛“̈ ”2222˚2̊ ”́ —´22·º， ·2`ƒ˝˘容ł

“2˙»2•¤2””容¤2Ł，··—´„⁄22•容˚容•容•¤，
˛“̈ ”22† ，̨2̧ 2̧ »̌2¶fl2Æ„'‚2¶2–ª容2。

2‡̌ 22º222容•¤2”
容»̀ 22›2Ø

–2–¤2¶（˝¤2¶2– »˘容›†¤ 容fl2Œ—ø）7
2´16 ¨2， „ª˛22‡22222˛˙ł”222˚—˘容„2

˙ł•¤2”22¯—˛fl2–»Æ2¤22˛fl2–，2„«»Æ•¤

˝¥˝¥‡⁄容fl222œ2»——，2·2容容›»“2222222˛
ˇ2¨¸̂ æ•¤2”´º̊ —•¤˝¥¿，†2容»`2，´º˚—•¤
˝¥̋ ¥‡⁄» 容̆›†¤2¨̈ †̧ ，̨2。

容fl222œ2¨¨¸ˇ¨”22容´º˚—•¤˝¥`¢2‚

·222、22¯—˝¥、22容2˚22¨‡¡¸ø容ł——˚222
†˛„2，¸2”22˝•¤˝¥2˜¸2˙222容2、`¢2‚、˚2
22•¤˝¥、22̄ —„⁄22” •̋¤˝¥‚22fl„⁄22»2，«

—2，22œ»22·2‹，容ł——̀ ¸22¨º2—222˜容»`2

2容22。 ˝¤„2容»`2，2‡ˇ22º222容—222•¤2”
2fi，2†»2«22容ł`¸`¸容2， 容»`2`¸2›2Ø，‚2
222“2˜˚˙˚2ˇ2̀ ¸2˚2·„†ˇ2、 2¯˚˘»¥†„。
·2，2•2•2–2˚2ˇ£̋ ß容¤`¢‡⁄˘2`“ˇ2，22，2
2§ˇ2容»̀ 22˜»œ»Æ，ˇ2»¥容Ł，ł，¨¡‡⁄†„¶2，
„†̋ ‹̋ 容̆ł•¤2”‚2̌ 2„⁄22̌ 2” •̂¢2„。

–2–¤2¶（˝¤2¶2– ¯2̆ 容̊ ⁄）7 2´20 ¨2，
˚¡̧ 2•¤222‡2Ø‡22–、 ‚–22‡⁄2¯̨ ‹容2·ł̀ 2

˚¡˛fl22•¤2˛˚¡22222—2Ø2·2容˜22¶ˇ2，¿“
2„ 《•¤2˛”2˜ˇ容¤2Ł˚2˚'„2»fi （2021－
2025）》22̇ 222，ß„⁄22，2•¤2˛22‚fi容¤2Ł•容

ˆ22 2̃22—„⁄22。 2222̊ —̧ 2•¤222‡2Ø‡22–、
‚–22‡⁄‡ 2́2–Œ† ，̨2222—， ˜22¶̌ 2̌ 2‡⁄”2

2¡¨¸ˆ«22，‚–ˇ2‡⁄、„«2†2222‡⁄‡´2˘2œ，
„«、，2、•¤、¸22¨22•¤»œ„2”˝222ª——222·
•¤†¿ˆ¯·œ–2222“‚”22¨¸ 10 22¨¸†˛，22ø

2‚。
ˆ«222˝̃ 22¶̌ 22‡22222“‚”22̈ ¸́ ˜——

˝ 容̆ł•¤2 容̨¤2Ł222»22̈ ˛̈ 2̧222，2•¤2 2̨2

‚fi容¤2Ł„⁄2222̀ 2̧¤22»ª–¤。 ¸ß–2̊ 2，˜22¶
ˇ2̨ fl、ˇ222‚fi，Æ‡222̈ º̋ 容̆ł22•¤——22，，Æ
‡2容¡̈ «22·222†2•2̌ 2̆ 2„2” ‚̋œ22•·2¡»œ

2 ，̆，Æ‡2́ 2̊ 2•¤́ 2„¸̨ 2̊ ¶̆ ，̈，Æ‡222̈ º̋ ˘

容ł——222·•¤222 ‚̆ ‚̃2， ，Æ‡2̇ ¿»fl——22̈ ¤

`ƒ2 2̆，” ，̋2¶容， ，Æ‡22¥容22¥̊ 222•¤¶2̨ Ø

容2222ß¶2， ，Æ‡222•¤2——§»fl容222»Æ̂ ‹¶2

22•2，，Æ‡2·2̀ ƒ̋ 容̆ł̈ «̂ æ̆ 2•¤̊ 2•¤，•¤2˛
容¤2Ł‡2—§̂ 2̌ 2。 ˇ 2́»†容，˜22¶容«22· ·̧ 2̨2

2—˛“˘ı»œ，†„¶222、˙¿¨ıˇ2，‡2•2•¢»22‡
22222“‚”22̈ 2̧2‚2“„2，222̊ 2”22̃ 22¶•¤

2˛容¤2Ł2—2˜`22，2º2Ø2fl“„2，2”222ˆ，¨«
`ƒ̋ 容̆ł22•¤——22，容ł2»†容̇ ¿»fl•¤2 2̨2̊ ¶、
•¤2 容̨¤2Ł、 •¤2 容̆¤2Ł， ‚2，22¢22̌ 2˝‡„2

˜2、•¤2˛¸，˛‹、˙¿»ø2，ˇ2，2œ˚2˝˘容ł•¤2˛
˜22¶、•¤2 2̨2‚fi、•¤2 2̨2»Æ2»22容¤2Ł。

˜22¶ˇ2¸2•¤222‡2Ø˚Ø，˙¯•—¥˛§¨˘

“‚2¶¨22˚2、2„˚222¨˛”“22¨º2§ˇ2、¸22˚
˙¿2fl”“ˇ2̧ 2̇ 2̀ ª、 ·ƒ2ˆ̊ 2̊–” 2¨6 ‚2•容
ˆ2，»ª–¤̀ ¸̧ 2•¤——22¶2̨ Ø容2222ß¶2“»2̋ •

¿·”„⁄22。

˜22¶̌ 222•¤2˛̌ 222、ˇ2„«2†22、ˇ2，2
†22”、ˇ2•¤2”、˚—2œ2‹»•2‡22̃ 22¶•2222¨

2¥̨ »‚”22̈ ，̧2 《̋•¤2 ”̨2̃ 容̌¤2Ł̊ 2̊ '„2»fi

（2021－2025）》 22˙222，ß‚2˜2¨2»2，«•¢

22，22„«22́ 2̊ ƒ̆ ‚2 、̂——222·•¤，2¶容2 ¶̆¨

容¤2Ł、，2†2，2¶容、22•¤2˛•ˆ2¨•容ˆ2，2Æ‡2
` 2̧»—'容¤2Ł—222，ß” 容̋¤2Ø。

2¯̨ ‹容2¶2̃ 22¶̌ 2•¤2 容̨¤2Ł„⁄22”˝¸2

•¤——22̌ 2̋ ‡容2222ß¶2“»2̋ •¿·”¿“2„̇ Ø¿2

‚ł2Ł̀ ¿̧ ¶̌¤， †¢¶2容ł2»†容22”ˆ̈ «̂ 222•¤

2˛̌ 2、•¤2 2̨2‚fi容¤2Ł2Æ‡2̀ ¸̂ 2̈ •2“̇ 2。 ¸ß
–2̊ 2，˜22¶̌ 222̨ “‡2„ƒ··容¤222»̄ œ“¨«̊ ¡

•¤2 2̨2‚fi容¤2Ł̊ 2•¶̌ 2”2˜̌ 2，¶2¥̨ »，2“22
·¸̨ “̆ 22ª，，2—ł22»fl̋ 容̆ł•¤2 2̨2‚fi容¤2Ł。
¨«̌ 22ˇ̌ –́2—º̂ 2̇ —̄ 2” ，̌ 22•¤2˛̌ 2‡22–

2¥̨ »2“2“–2̧ ，̨ ‹， 22̇ ¿̋ 容̆ł22•¤2˛̌ 2„⁄

222 2̃22ı—2， ˇ2̧ 2•¤222“‡2•2•¢»222•¤

2˛̌ 222̋ ‡‡2、—›22、¶容·2、，2†Ø2222222 ，̂
222容̋ ‡‡22 ‚̌22—‚2¶ ，̈——¶fl2 ‚̌22—̀ ƒ¶ ，̈
¨•–£22•¤2˛̌ 2‚2̌ 22222̈ ˛̨ ǽ 22容̊ 2·ƒ。

省委依法治省办调研组在宁远调研

调研座谈。

–2–¤2¶ （2222̀ 2 222»•« •fi̧ „，2）
˛“„fi„2容ß¶2̊ 2•¶··容¤‡2„ß， ˙¿»flˇ222

˜2¨”22¨«ˆ2容ß¶222˚¶，7 2´222·容›

22ˇ2容Æ”ˇ¶2˘•2⁄•2容2222¤ˇ2——¶fl，
»2，«¿“2„容ß¶2„«22—ß·«˘‹22˚2˘2，2

”£–¤—ß·«»2¶fl， 2“22‡2“ ¨«ˆæ容ß¶2”

2˜¯¤”æ•2˛§。
‚ˆˇ2‡2•22ß2ˆ22˚2、„ª†¥、˝ł222¨

—´ˆ容22˘容2¤¿“2„容ß¶2—ß·«，†¢22‡222、
„«容»、 2Ø22•2̨ æ‡¡̧ ø2¨̈ 2̧–̂ 2，fl·ƒ，2ß
2ˆ„ª‡¡2222˘`、 22˙ł´¥2222˚2、 “·2
·2˝¤”„ª†¥、„«容»222¤2¨2222„ª•”¿fl

†¥容ß¶22“˚¶。 ‚ˆˇ2ˆ¿2222ˇ2，¶22˚2

2¤”˝‚222¶2˝22222˘`„2¶fl†¥•¯容ß¶2

„«22—ß·«˘‹， 22ˇ2‡˙”˝‚2ˇ2222¯2ø

容ß¶2„«22—ß·«”£–¤ 3.6 ˝222•2， 容ł
2»†容ˇ˘˘2`¸¨«ˆæ容ß¶2—ß·«容222—´‚2

‡–。

–2–¤2¶（˝¤2¶2– ”˛22»2）容2¨2，—´
22ˇ2•¤2”2Ø2fl22¿“22•¤¶2˛Ø容2222ß¶2

22容Æ·2»Æ， 22容Æ»2„¸¶2˛Ø容2222ß¶2„⁄

22，¿ˇ¶¤‡2，¤、†Ø22†»2ª、·2容ł2ß‚˜，22
˝ ¶̆fl̈ «2”„⁄22222 —̌ 2́¤容2。

»Æ2Ø2‚‡2，¶2̨ Ø容2222ß¶2„⁄22¿“2„

222·，— 2́2•¤2”̈ 2̌2„Æ‡„́ 2̊ 22—2º、˚¡、
˚—、 ˇ2̨ fl22，22 ，̌¶•¤2”2 2̃2†2†¿̊ 2，˛§
¨ “̆˛2‚2„22†”，˝»‡2 “¸˜̌ 2̈ ˛̨ æ”，容2¿2
“¨2‚2»•容2”，‚222̨ »̃ –»fi，‚22˚̀ ¿̋ 容̆ł，
¶2˛Ø2˜222˛¸22˚、22˛æ¸fi˘容、¸2•¤—§˜2
¶，2 2̂容̀ 容̧ł2»†容2Æ22，容2222ß¶2„⁄22̈ ¡

2ˆ̂ 2̌ 2‡2—§。
»Æ2Ø2“˙2，2“2¥˚2˛˚222ß2˛，2¯`ƒ

†„¶222、˙¿̈ ı̌ 2，”22¥2ß‚˜́ 2̊ 2，¨•–£̧ ø

2—˛˚222·˘22ß‚˜2容˛»。 2“容¤`¢‡⁄—§»œ

2˘，22容2222ß¶22——˛‡22˜”ˆ2›2Ø、”ˆ22
•¤2 2̂ ¶̆ —̈˛̊ 容„2»fľ 2́·，˚'2fi‡⁄2¶。

–2–¤2¶（˝¤2¶2– ˛”`œ2“）容æ˜Œ222·，¶«2†ˇ2„«
2†22‡˙„2̄ 2‡2¸ø22“˛2˛“¨”2222˚2˚ ”́˚2，ø»2¶fl2—，
`¢2ª„⁄22̊ 2， ，̊，Æ‡2“˘˘—¡2‚、–£̂ æ2œ”„⁄2222˜2，`‹
—ł̆ »̆æ7 ˘22`̇ 22‚，2¥»æ̌ 222̈ ¸18 ¨ 。̧

容æ̃ Œ1 2 ，́‡˙„2̄ 2‡2¸øˇ容̇ ł˜22»—'—¡—˝–ª2ß2Œ

¶2· •̨¢2œ2`˙22‚，–»2`˛2˘•22Ø˜2˘”˝̌ ª22˛“22。 ˆæ

2fl2›„2¶2˚2†，¿2，容«•‚22ˇ222¨¸”2˜‡2¥»æ。 3 2´ 13
¨2˝2，‡˙„2¯2‡2¸ø2Ø2flˆæ2fl22——2„†Ø˚–，22˜‡—¡˙ł
˜2容«2222˚2̊ '¨º˚22`̇ 2——˛“2˜̀ ı˜‡2¥»æ。 2›222¶，
`ı̃ ‡容»·22ł¶2·˛2·· —̧¡˙ł˜22 2̃2˘2容ł——2`˙2，ˇ¨”2
2 2̀ Ø̂ 2̃ 、̆¸fi„ß、ˇª222¨̈ 2‚2。 4 2´20 ¨22—̨ 2，¸˛̃ ‡

˘22 2̄»̀ 2，2225000 2“2 2̃容22‡22容̃ ‡̧ fi„ß2Œ„”̨ 2，2–
¸ß·22Œ22‡22·̊ –•¢̌ 2̋ £22̈ —̧—222 2̌ ‡̃2̀ 2–»2 。̀ ˆæ

2fl2›ˇ2‡¡¿–†Ø†¢22• †̂Øˆ2，‡222̌ 2˙2¿˘¨ 2̧–22˜‡‡‹

¸ø2 ，̀4 2´22 ¨2容«̆ 22¥»æ„Ø2‚，2•»2–»2 ‡̀2̀ 2。 6 2´

19 ¨2˝2， 2ł˜‡22¶«2†˜‡˝ł222ˇ˝ł˚–容«2»2¤˚2»œ

•¯22222ˇ， ˝‹22˝ł222ˇ˝ł2˜22˜‡‡ˆ˘2†»–‚容«˚2

»œ2`22”22º¿“。 容22fl”2，ˆæ2fl‚ˇ2容˝ł22222˜`¸，2
2容˚2˘2，2›¯¯†Ø”2¿2¸ł¶¤`¸22˜‡2˜22•2，`容—¡˚–
”2容«˘22¥»æ。

—¡2‚`‹2¯ˆæ— ，̃˘˘2‚„2”ıˆæ2œ。 22̆ ˘—¡2‚„2‡2

2—，‡˙„2¯2‡2¸ø˝Œ2˘”˝··—´“2¸˝‹†容2¸¿2”“˛22–·ƒ
2fl”“24 —¡˚–”ˇ‡2¿222”2¨„⁄22»œ2˘，˝˘——“222‚22
†Ø”，˚2̌ 2“—¡2‚”·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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