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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手割草除根，一手改良土壤

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结合办案加强职务
犯罪预防工作。 立“明规矩”、破“潜规则”，通过做
有质量的制度建设，形成不能腐的清明政治氛围，
促进政治生态不断改善。

全省检察机关预防部门对2014年检察机关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总体形势、主要特点、发案原
因等进行分析研究， 对职务犯罪发案及查处趋势
进行预测预警，积极向党委、政府提出预防职务犯
罪的对策建议。 省人民检察院预防处综合全省情
况撰写的《2014年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分析报
告》被《湖南信息》全文采用，供省委主要领导同志
参阅。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撰写的年度报告获得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易炼红和市委副书记、市长胡衡
华的批示肯定， 湘潭市人民检察院撰写的年度报
告分别获得市委书记陈三新和市纪委书记张建平
同志批示肯定。

反腐既要一手割草除根，也要一手改良土壤，
避免前“腐”后继的情况出现。

省人民检察院与湖南中烟公司联合下发了
《关于在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工作中加强联系协
作的实施意见》，对湖南中烟公司正在进行的“百
亿技改工程”开展预防工作。积极推进七省（区）检
察机关与中国水电八局的跨省（区）预防职务犯罪
协作机制， 促成水电八局与云南省检察院建立
预防职务犯罪联络机制。 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检
察院发现乡镇与街道、村与社区相互交叉形成
的“城中村”里，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
日趋增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侵害群众利益，
影响了城镇建设的顺利进行。 该院对2009年至
2014年查办的“城中村”基层组织人员涉及职
务犯罪的案件进行调查分析，形成了职务犯罪
分析报告，为区委、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2015年，全省检察机关针对案件多发领域
开展预防调查330件、犯罪分析402件。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
只有进行时。 只要我们保持足够自信，朝着既
定的目标不断迈进，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一
定能够营造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也一定能
够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努力营造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湖南省检察机关2015年度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纪实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通讯员
李忠华 周长生 谭贤超）1月25日
中午， 家住邵阳市北塔区资新社
区的空巢老人肖博英家中响起几
声清脆的门铃声， 当她蹒跚着打
开家门时， 社区志愿者上门来给
她清扫室内卫生。

今年76岁的肖大妈腿脚不灵
便、视力有点障碍，但生活基本可
以自理。 她说，自从有了“养老服
务院”，她日常消费的米、油都是
这个组织安排社区志愿者定时送
来的。

“养老服务院”是邵阳市城市
居家养老服务的一个为老服务平
台， 它以社区服务站及各类服务
企业为实体网点， 本月初在北塔

区投入运行。自此，邵阳市12个区
县城区60岁以上老人， 只要通过
民政部门在养老服务平台上注
册，拨打专门电话发出服务需求，
便可享受生活照料、家政料理、医
疗咨询、 购物等方面24个系列
1000项优质规范快捷服务。 目
前， 仅北塔区槐树社区就有近
1000位老人在该平台上接受衣、
食、住、行、医、家政等服务。

北塔区民政局局长王春光
说，作为全省社区管理和养老服务
创新实验区，北塔区城市居家养老
服务平台集“信息处理、紧急救助、
为老服务、服务监管”于一体，以最
小的建设成本覆盖最广人群，被称
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 � � �“反腐没有休止符。 ”2015年，湖南省检察机关按照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打老虎，拍苍蝇，深入推进
反腐败斗争，着力查办发生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等过程中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大要案，以及发生在教育、
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扶贫救灾等重点环节和领域的“小官大贪”案件。 扎牢制度笼子，一手割草除根，一手
改良土壤，不断加强和改进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取得了实效。

� � �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
上指出，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
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 湖南省检察机
关踩着不变的步伐，保持既定的力度和势头，继续推进
反腐败向纵深发展。

贯彻“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反腐败总体部署，
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力度。 健全侦查一体化办案
机制，发挥省、市检察院的带头办案作用，2015年 共立
案查办贪污贿赂、 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1593件
2105人，比上年分别上升15.4%、17.3%，其中大案1203

件、县处级以上干部要案158人，大要案分别上升19%、
66.3%。 省人民检察院组织查办了益阳市委原书记马
勇、株洲市委政法委原书记谢清纯、岳阳市原副市长陈
四海、 省有色地质勘查局原局长王迪生等厅级及以上
领导干部职务犯罪24人。加大打击行贿犯罪力度，立案
查办行贿犯罪321件362人 , 比去年分别上升23.9%、
27.9%。加强追逃工作，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41人。

高悬惩治腐败利剑，保持高压态势不放松，加大查办
大案要案力度，对腐败分子形成了强大震慑，增强了广大
党员对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上决心的足够自信， 对反腐
败斗争取得成绩的足够自信， 对反腐败斗争带来的正能
量的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光明前景的足够自信。

� � � �大老虎离得太远，苍蝇每天扑面，这是基层群众的切
身利益维护过程中易发多发的问题。 湖南省检察机关积
极推进反腐败向基层延伸， 坚决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
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重点查处强占掠夺、吃拿卡要、贪污
挪用等突出问题，努力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
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

2015年， 湖南省检察机关深入开展查办发生在群众
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职务犯罪专项工作，立案查办食品安
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征地拆迁、扶贫开发、教育等民
生领域的职务犯罪323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管理
使用、资源开发利用、基层政权建设等涉农领域的职务犯
罪250人，各类责任事故背后的职务犯罪108人。花垣县残
疾人联合会理事长石明照贪污残疾人专项资金、 私分国
有资产，新化县白溪镇政府干部陈松华贪污、挪用民政资
金和农合资金， 慈利县象市镇卫生院院长谭学军贪污狂
犬疫苗采购款， 永州市零陵区朝阳办事处蒋家田村党支
书柏鸿昭等人挪用村民征地补偿款， 道县四马桥镇大学
生村官唐建华违规套取新农保资金等一批“雁过拔毛”、
“跑冒滴漏”案件被依法查办。

2015年初， 衡山县二中校长李海云因收受衡阳楚康

商贸有限公司贿赂款被衡山县检察院立案侦查。 办案人
员发现相关涉案学校连锁超市的经营承包具有相似性，
遂根据该特点在衡阳教育系统深挖细查， 一举立案34件
36人。 同样的“校园地震”，还有长沙明德中学原校长范秋
明受贿案， 益阳教育系统工作人员在收取学生保险金过
程中贪污受贿窝案，邵阳塘渡口镇等4所中心学校12名正
副校长在中小学教辅书发行征订过程中受贿窝案。

坚持同步介入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调查， 立案侦查生
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安全事故等背后的职务犯罪
108人。立案查处了桑植县马河口乡页岩煤隧洞“3·23”透
水事故所涉的张家界市国土资源局矿产资源开发科原科
长陈东英等8人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案；中央电视台
“东方时空”栏目曝光的邵阳、张家界地区病死猪肉流入
市场所涉的新邵县畜牧水产局原副局长吴勇等6人涉嫌
滥用职权、食品监管渎职案；溆浦县舒溶溪乡井湾粘土矿
“4·11”瓦斯爆炸事故所涉的县安监局矿山监督管理股原
股长夏超等5人涉嫌玩忽职守案等案件。

干部廉不廉，党风正不正，群众感受最深刻，群众评
价最重要。 顺应人民期待，进一步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让权力健康运行， 让干部干净干
事，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就一定能厚植党的执政基础，
把廉洁政治建设推向新境界。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于振宇
通讯员 段志凌 唐龙海

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

反腐向基层延伸，增强群众获得感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李雅文

通讯员

北塔区推出“互联网+养老”

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 � � � 1月26日，通道侗族自治县武警中队，新战士向当地侗族艺人学
习吹奏芦笙技艺。 近年，该中队将警营文化建设与学习侗族文化相结
合，让官兵成为弘扬、传播侗族文化的使者。 刘强 许遵钊 摄影报道

侗族文化“吹”进警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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