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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雷婧婷）春暖花开，
万物复苏。3月16日上午，市人民银行、
县政府、县人民银行与县内各金融机构干

部职工齐聚安康乡仙桃村，开展大规模义
务植树和金融主题宣传活动。

安乡农商行专门成立“送金融知识

下乡”宣传队，带上宣传折页将金融知
识送到仙桃村村民家中。在仙桃村委
会，各支行都设立宣传讲台，安排宣传

员向村民普及金融知识，手把手教村
民通过眼看、手摸、耳听三种方法识
别人民币；同时还通过现场互动游戏
带动村民热情，为村民当场颁奖，将
活动推向高潮。此外，县政府领导还
率领各支行负责人义务植树，播撒绿
色希望。

金融文化送进仙桃村

本报讯（通讯员 袁艺文 文/图）3月中旬，县司法局组
织志愿者到安全乡老年福利服务中心慰问孤寡老人，为他
们送去生活必需品。

志愿者们为孤寡老人们整理房间、打扫卫生，与孤寡
老人手搭手、面对面亲切交谈。79岁的孙大爷独居多年，
腿有严重关节炎，生活诸多不便。看到志愿者提着物品来
看他，还帮他整理房间，高兴地说：“谢谢你们还想着我，心
里放着我。”早年丧女的朱阿
姨无依无靠，年轻的志愿者们
和她聊天，还送来慰问品，她
非常动情地说：“我不要你们
带东西，只要你们常来看看
我，我就像有了一群儿女一样
幸福。”

县妇联及时处置一起家暴
本报讯（通讯员 丁楠）3月27日上午，一位脸部淤

青的妇女到县妇联办公室，哭诉其长期因家庭琐事遭
受家暴，请求妇联给予帮助。当天下午，县妇联联系当
地镇政府及派出所干警，组成调解队到该妇女家中，协
调处理该起家暴。

县妇联工作人员同女方丈夫李某充分沟通后，
从家暴危害和后果入手，帮助其调整心态；向其宣
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与妇女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
法规，从法律角度指出其家暴严重性，并对其严厉
批评教育，使其充分认错。在与夫妻双方深入沟通
时，指出他们相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他们提出
合理性建议，嘱咐他们多交流沟通，相互体谅，相互
尊重，学会换位思考。夫妻双方终于冰释前嫌，李
某保证不再对妻子使用暴力，在以后生活中相互理
解，珍惜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胡毅）3月27日上
午，安乡县政府与慧峰建设集团举行战
略合作洽谈会。双方本着加快安乡城
市建设，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地方
城市建设和企业共赢发展目的，本着平
等互利、诚实信用原则，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通过友好协商，就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作类项目、融资代建类项目、
招商引资类项目等内容达成战略合作
关系。县委副书记、县长王兆铭代表县
政府与该集团董事长许晓峰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

王兆铭对许晓峰回到家乡、与家
乡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表示热烈

欢迎。他指出，双方合作主要在“招
商引资”和“融资”两大方面，不能泛
泛而谈。从招商引资角度来说，安乡
自己要很好地策划包装项目，项目成
熟了再委托给慧峰集团，用慧峰集团
的资源检索出与安乡对应的投资人
到安乡来投资兴业；从融资角度来

说，目前最主要的是融资代建、发行
债券、ppp 融资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
都可以进一步探讨、对接，但是必须
要先有项目，资金随项目走。他希望
合作双方相互信任，充分发挥各自优
势，实现安乡城市建设和慧峰建设集
团共赢。

安乡与慧峰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本报讯（通讯员 黄津安）日前，
CSWOG肺癌专业委员会巡讲暨市第十
届肿瘤学专业年会在县中医医院举办。

本次大会由 CSWOG（中国南方

肿瘤临床研究协会）肺癌专业委员
会、市医学会肿瘤学专业委员会主
办，县中医医院承办，全国 10 余名肿
瘤 学 知 名 专 家 授 课 ，全 市 9 个 区 县

（市）和安乡县各医疗机构 150 多名业
务人员参加。大会采用专题报告、
MDT 讨论、病历报告等形式和与会
人员进行互动交流。其中，苏春霞、

张海波、田耕 3 名教授分别就第八版
肺癌 TMN 分解解读、2016CSCO 肺癌
诊疗规范解读和 WCLC 靶向治疗新
进展作了学术报告。在场专家大胆
提出各自疑问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共同讨论。同时，国内著名专家还就
常见肺癌的规范化、个体化治疗展开
了学术交流与深入探讨。

CSWOG肺癌专业委员会来安乡县巡讲

本报讯（通讯员 杨霞 周先平）近
日，城东小学主持研究的省语言文字应
用研究专项课题“安乡方言区小学推普
工作实践研究”，经省语委办、省教育科

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专家评审，同意
结题。

该课题是 2014 年度我市唯一一项
获批立项的省级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专

项课题。课题自申报以来，全体课研人
员潜心研究与实践，先后开发了多个推
普常规活动；探索出学生语音、用字训练
方法与策略；构建了规范、健康的校园语

言应用环境；营造了“说普通话、创文明
校”良好氛围；还收录了常用安乡方言与
普通话对照词句库等可供借鉴的推普资
源。课题研究期间，学生在演讲、写作等
活动中捷报频传。学生潘紫演讲比赛获
国家级一等奖，陈俊杰、李佳翰、黄科栋、
车为等百余名学生的习作获省级一等奖
或在省级刊物公开发表。

城东小学省级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结题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人必自侮，
而后人侮之。”小节失守，必定大节不
保。十八大以来，因小节失守而身陷
囹圄者屡见不鲜。

小爱好酿大悔恨。湖北鄂州市
华容区原政协副主席涂正良 28 岁走
上领导岗位，从不赌博的他偶然被
麻将吸引到一发不可收，赌注从开
始几元几十元，到后来上百元，一场
牌 动 辄 输 赢 上 万 元 。 随 着 赌 注 加
码，他对赌资需求日益加大，常以赌
博为名筹赌资，大肆受贿。2016 年

10 月，年近 6 旬的他终因爱好麻将
而沦为阶下囚。

小红包铸大错误。湖北咸宁市
原市委常委程群林，自 2003 年担任
崇阳县长以来，恪守“大钱不收，小
红包不拒”。逢年过节，一个单位
送两三千，10 年已收几百万。据统
计，与程不正当经济往来者中，分
10 次送钱的 157 人，单笔金额 5000
元以下的占 88％。从量变到质变，
从违纪到违法，“小红包”表面演绎
着 人 情 往 来 ，本 质 上 却 是 利 益 交

换，权力寻租。
小恩惠害后半生。四川中江县原

县委书记罗先平，其堕落始自接受下
属送给他各种名牌衣服，胆子越来越
大，逢年过节及生日，他对送来的礼金
都欣然接受；这种“温水煮青蛙”，让他
沦为了权力附庸和金钱俘虏，不知不
觉中滑入犯罪深渊。

小作风惹大祸患。湖北司法厅原
副厅长鲁志宏，自2002年起便与19岁
保姆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还自认为
只是违背道德、你情我愿的生活小

节。2008 年，他又与时尚女性张某交
往。为博取两情妇欢心，他从追求感
官刺激的生活腐化开始，一步步利用
手中权力大搞权色交易，直至东窗事
发。

“小节小事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
人品，反映作风。小事小节中有党性，
有原则，有人格。巴豆虽小坏肠胃，酒
杯不深淹死人。堤溃蚁穴、气泄针
芒”。习总书记振聋发聩的教导，就是
告诫官员“拘小节”。唯“拘小节”，方
可“堪大任”！

唯“拘小节”方可“堪大任”
□柳笛

本报讯（通讯员 罗志星）今年以
来，全县信访举报工作围绕“三个三”狠
抓落实。

明确“三个重点”。重点解决重复
访越级访，分级负责、三级联动，有效处

理信访问题线索。重点加强转交办件
的督查，督办、督查、通报相结合，确保
交办有向、督办有力、回复有效。重点
抓好“两个专项整治工作”中的信访举
报，聚焦扶贫领域套用挪用等违纪问

题。加强“三个分析”。围绕工作大局
分析，把县委、县政府关注和群众反映
突出的问题报告上去。坚持问题导向分
析，形成对领导决策有参考价值的专题
分析报告。盯紧“关键少数”问题分析，

按月向县纪委监察局汇总报告涉及县管
干部信访举报情况。压实“三个责任”。
即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直接责任。对未
按时办结的信访件，约谈承办单位分管
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对延期仍未办结
的信访件，约谈承办单位主要负责人；对
两次约谈后仍未办结的单位，按“一岗双
责”和“一案三查”规定，追责主体责任
人、监督责任人、直接责任人。

县纪委明确信访举报工作要求

国地联合定税阳光公正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一）今年来，县国税地税两局联

合对县内9个行业的45个税源大户开展联合定税。
首先是联合摸底，有的放矢定税。两局首先就

2016年县内纳税信息交换，确定全县各行业龙头个体
户，再联合上户逐一摸底，掌握其营业额、成本等情况，
充分做好定税前期准备。其次是联合编队，有理有据
定税。两局分管征管局的领导、分局长、税管员、监审
室、征管科共同参加阳光定税，与纳税人逐一面对面开
展2017年个体双定，通过查摆数据、宣传税法，提高定
税效率和准确度。再次是联合宣传，有例可循定税。
定税完成后，及时利用县内3个办税服务中心电子屏对
外宣传，通过龙头个体户带动作用，全面展开对其他个
体户的双定，有力推动了双定进程。

五举措确保审计整改落实处
本报讯（通讯员 曾庆斌 宋芳）今年以来，县审计

局建立五项制度，确保审计整改最后一公里落到实处。
责任制，实行谁审计谁负责整改，把落实整改责任

纳入全年审计质量检查和考核重要内容。报告制，要
求被审计单位自收到审计报告和审计决定生效之日起
30日内，报送整改结果。清单制和销号制，清单要载明
被审计单位、审计时间、查出的问题、应予整改的事项、
确定整改的时间及整改结果；对被审计单位应整改的
问题实行跟综督查和督办，整改到位的及时销号。联
动制，定期开展审计整改情况跟踪督查，并作为县委、
县政府督查室督查事项加以督查。问责制，对不按规
定期限和要求进行审计整改的单位追责；对拒绝、拖延
整改并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的被审计单位从严问责并
通报批评，依法依纪追责到人。

县法院院长
为人大代表释法

本报讯（通讯员 陈代辉）3月16日，县人大常委会
2017 年法律知识培训班开班，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谢迎春以《感悟宪法精神》为主题，讲了一堂生动的宪
法课。

谢迎春讲课采取PPT课件形式，通过简单平实语
言和多组图片、多个案例相结合，将他自己对宪法精神
的感悟分享和传达给了参训人员。他介绍了宪法的起
源、分类和原则，着重从宪法的法律地位、中国宪法发
展史、现行宪法的基本内容、宪法与人权保障、宪法与
国家机关、宪法的实施和宪法的监督等7个方面，阐述
了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并从中国古代的法起源开始
介绍中国传统法文化；最后以管仲《明法篇》中名言“有
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
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作结。

城北小学
多措并举预防群体性疫情

本报讯（通讯员 余青梅 刘莉）新学期以来，城北
小学按照县教育局部署，扎实开展预防措施，取得了良
好效果。

该校一是聘请专人每天早晚两次在教室喷洒消毒
液，有效消除各类传播病菌；二是注重饮食卫生，由一
名分管副校长负责每天督察学生早餐食品，查看食材
是否合格，厨具是否清洁，除蚊灭菌是否到位；三是针
对诺如病毒防治工作大力宣传，除在校园宣传栏张贴
防治海报、向学生家长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外，还通
过手机短信、微信等方式，广泛宣传，全力预防群体性
疾病等疫情的发生。

县广播电视台
到点村扶贫帮困

本报讯（通讯员 周继业）近日，县广播电视台组队
20多人到大湖口镇永安村进一步了解村情、落实结对
帮扶，扎实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和送温暖活动。

活动当天，他们为该村19个帮扶对象户送去大米、
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每走进一对一帮扶贫困户家中，
都亲切慰问，详细了解其基本情况，进一步核实摸清致
贫原因，并有针对性的帮助制定2017年脱贫计划，以期
着力解决好扶贫帮扶到户“最后一公里”问题。2016年
起，该台按照全县扶贫工作总要求，先后投入数万元，
采取生产资料帮扶、春蕾计划助学、行业扶贫政策宣讲
等措施，狠抓结对帮扶工作，力促当地经济发展，现已
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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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局志愿者慰问孤寡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