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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马杰

【案件通报】
“虽然是对村上的种粮补贴做了点手脚，但

是截留下来的钱是做村务开支用，又不是进我个
人口袋……”

“粮食直补款是国家发给农民的，你私自截
留，经过他们同意了吗？”

这一问，株洲攸县皇图岭镇鹏江村党支部书
记陈某答不上话了。52岁的他有着23年党龄，当
了17年村支书，这一刻，才幡然醒悟到，自己的公
私观念错了多年。

株洲市纪委负责人近日透露，攸县纪委已于
2016年1月给予陈某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
【案情回顾】

“几年前的村民种粮补贴一直都没发到我们手

上，村上还违规收取了我们的建房办证费用……”
2015年9月18日，攸县纪委收到皇图岭镇鹏

江村群众的举报。
据查，2009年至2014年期间，陈某本人或安

排村委会其他成员，趁村民建房办证之际，共违
规收取17户建房户费用9万多元， 除了代缴国土
部门费用部分和退回少数建房户部分， 还有5.4
万余元被计入村账并用于村委会开支。

期间，鹏江村启动农村电网改造工程。为筹
集改造配套资金，时任村支书的陈某安排村组干
部汤某、丁某、卢某等人，在申报农民种粮补贴
时，对原鹏江片19个组农户的农田面积按照人平
核减3分田面积的标准进行操作，共计核减484.5
亩，并将核减的面积归总在自己名下。虽然2012
年12月后，陈某安排人员陆续退回给村民种粮补
贴约5万元，但仍有数万元被用于村委会开支。

早些年，在陈某的带领下，鹏江村将林地承
包给某茶籽油企业造油茶林。2010年年底，陈

某按照合同，从茶籽油企业领取了林地租金2.8
万余元和造林开发费5万余元。 除投入部分资
金用于造林开发，陈某将林地租金2.8万余元非
法据为己有。
【纪委点评】

对公私不分“零容忍”
攸县纪委常委 黄志坤

公款姓公。 将公款收进个人腰包是公款私
用，而不按规定使用公款，不管是做公用还是私
用，都属违纪违法。村支书陈某，违规收取建房费
用，并将国家发放给农民的种粮直补款截留用于
村务开支，侵占集体林地租金为个人用，是典型
的公私不分。这样的村干部身在群众身边，对党
群、干群关系造成极大负面影响，无论事情有多
小 ，涉及金额有多少 ，纪检监察机关都要 “零容
忍”、“行重典”。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罗小静 李志强

【案件通报】
6月中旬，长沙市纪委通报7起“雁过拔毛”式

腐败问题典型案件。其中，开福区截留挪用粮食
直补金案备受关注。
【案情回顾】

去年9月以来， 长沙市开福区纪委信访室陆
续接到罗汉庄村民实名举报，反映该村截留粮食
直补金。

“国家惠农政策决不允许打主意、玩猫腻！”
区纪委高度重视，立即对问题进行核实。

2004年，长沙生态苗圃项目落户该村，有49
户农户房屋在拆迁范围内， 而责任田在红线外。
按照规定，这49户农户本不符合相关农村拆迁安
置政策。但为了推动征收，该村召开村支两委会
研究，决定由村财务拿钱补贴，对这49户农户参
照正常拆迁户标准进行安置。同时将这49户的农
田交归村集体管理， 这些农田也没有再种植粮

食。
2004年中央粮食补贴政策出台后， 村干部

们打起了这49户农田的“小九九”。
按照政策规定，粮食直补金是国家发放给种

粮农户的补贴，49户农田没有再种植粮食， 本不
应享受直补。但村支部书记曹某、村主任骆建某、
村会计陈光某合计商议，仍为这49户办理了粮食
补贴申领手续。

补贴下发后， 曹某等人又瞒着49户农户，将
这些补贴存折扣留在村财务不予发放，由陈光某
保管，准备用于村务其他开支。

2011年，农户潘某得知这一情况后，通过银
行存折挂失的方式另行补办存折领取粮食直补
金，并告知其他农户。随后，31户农户陆续通过这
种方式自行领取粮食补贴。

眼见“如意算盘”失控，曹某、骆建某、陈光某
等人又自作聪明玩起了花招。 经陈光某操作，将
这49户粮食补贴以3名村干部的名义进行申报，
另开3本存折由陈光某进行保管。 借此伎俩，3名
“粮耗子”便“妥妥”地将这部分本应是国家发放

给农户的粮食补贴“占为己有”。
2006年至2014年，受曹某、骆建某指使，陈

光某在银行取走49户粮食补贴共计6.80万元，其
中挪作村安置小区物业费开支5.38万元，其他的
1.42万元以存折的形式由陈光某保管。

最终，曹某、骆建某、陈光某3人被开福区纪
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并在全区予以通报。
【纪委点评】

让小微权力不再“任性”
开福区纪委副书记 喻寄宏

粮食直补、土地征迁、惠农补贴……这些与
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惠民政策，决不能成为部分
村官“雁过拔毛”、借机揩油的“良机”。

小微权力若无监管 ， “粮耗子 ”、 “地耗子 ”
们就会有机可乘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 ，要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 ，加大查处曝光力
度 ，切实让村官戴上 “紧箍咒 ”，让小微权力不
再“任性”。

� � � �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记者 于振宇）近日，湖
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司法体制和社会
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审议通过了《湖南省检察机关
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该方案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确
定在省委统一部署的郴州市人民检察院、郴州市
苏仙区人民检察院、泸溪县人民检察院、宁乡县
人民检察院、武冈市人民检察院积极开展完善检
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检
察人员职业保障、建立省以下地方检察院人财物
统一管理体制等四项改革试点， 努力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方案实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将人民检察院
工作人员划分为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
政人员三类。检察官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检察
辅助人员包括检察官助理、书记员、检察技术人
员、司法警察，协助检察官履行检察职责；司法行
政人员包括政工党务、行政事务、后勤管理人员，
从事行政管理事务。

方案要求制定检察官权力清单，完善司法责任
制。 省人民检察院将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制
定全省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权力清单，明确各级
人民检察院各业务部门检察官的职责范围。科学划
分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官、主任检察官、检察委

员会的具体职责权限。 建立健全办案监督体系，充
分发挥案件管理部门、检务督察部门、纪检监察机
构的监督作用，强化对司法办案活动的全程、实时
动态监管；完善办案质量评价、检察官业绩考核等
评价机制；健全检察官司法办案档案，完善司法办
案责任体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
倒查问责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

方案要求全面推行内设机构改革。全省检察
机关按照“司法职能与司法行政职能，诉讼职能
与监督职能适当分离”的总思路，根据工作需要，
对内设机构进行优化整合。省人民检察院对内设
机构数量、名称、职能设置进行统一规范。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拿到毕业证书，本来满心欢喜，却
因与滴滴司机发生纠纷被暴打。

6月17日晚，湖南科技职业学院的
毕业生小陈和三名女同学相约到喜盈
门范城K歌， 约滴滴快车回学校时，因
与滴滴司机发生纠纷，遭遇一顿暴打。

【起因：“车子未到就开
始计费”】

小陈当天拿到毕业证书， 和三名
女同学约着K歌吃饭。 晚上6点多，在
喜盈门范城吃完晚饭后， 她们约了一
辆滴滴快车。

小陈说， 当时她们站在喜盈门范
城南门等车。不久，滴滴打车软件显示
司机已经到达位置。 但是过了4分钟，
司机还没来。 考虑到超过等待时间要
扣费。 女同学又打了司机电话，“他说
还在等红绿灯”。

司机接到四人后， 坐在副驾驶的
同学提醒司机，如果没有到达目的地，
就不要点已经到了，否则要扣费，没想
到这惹怒了司机。“他从车上掏出7块
钱，摔在我同学身上。”小陈说，同学就
说不要钱，结果车子走了十多米，司机
把车一停，要求四人下车。

【事发：“用力关车门被
司机殴打”】

小陈说，下车后，她上前又关了一次
门，正是这个动作，彻底惹怒了司机。

“他说我是故意挑衅，下车对着我
额头就是一拳。”小陈接受湖南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当时怕车门关不紧，用
力稍微大了点， 并没有挑衅司机的意
思。同行的女生身材娇小，没能拉得住
对方，小陈头部被打了几拳，身上被踢
了几脚，“我也还了几脚”。

小陈说，撕扯中，“另外3名女生多
少都受了点伤”， 多亏保安上前制止，
男子才开车离开。 几人报警后到派出
所做了笔录。

由于小陈头部受伤， 当天晚上到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
留观。“主要是头部伤， 身上有外伤。”
目前小陈已经出院。

【回应：已禁止驾驶员营运】
6月18日， 滴滴出行长沙分公司工

作人员前往医院看望了被殴打的小陈
她们，并向她们表达了歉意。目前滴滴出
行长沙分公司已对当事司机的账号进
行了封禁，禁止其营运，并冻结了其在滴
滴账户里的资金。滴滴工作人员表示，后
期将配合警方调查，如果确实是司机责
任，将与其解除合约并进行罚款处理。

百余名学子
筹资为老师
办画展

6月19日，市民参观
艺术作品展。 当天，“印
象湖南·水墨桂阳”廖代
月艺术作品展在桂阳县
举行。 该展览是由廖代
月的110余名学生共同
筹资为他举办的个人艺
术作品展。 今年80岁的
廖代月曾是该县文化馆
的一名美术启蒙老师，
因教学用心、 执着而深
受学生爱戴。

欧阳常海 雷新龙
摄影报道

三湘风纪

违规使用公款 糊涂老支书栽了

对农户玩花招 3名“粮耗子”被查

制定检察官权力清单
湖南省检察机关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出台，
包括实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完善司法责任制等4项改革

“世界那么大，
要带山里的孩子去看看”

惹怒滴滴司机 四女生被暴打
滴滴出行长沙分公司回应：已禁止驾驶员营运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人物简介 ： 李慰 ，1990年生 ，从
2009年起致力于关注农村学生及留
守儿童的成长教育， 其创立的飞翔教
育遍及湖南100多个乡镇，是湖南最大
的大中小学生互助成长平台。 凭借着
志愿服务方面的突出表现， 前不久李
慰当选为共青团开福区委兼职副书
记。 是湖南首位通过选举产生的体制
外区县级团干。

“父母像一张弓，积攒一
生的能量把我射出大山”

“我为妈妈介绍我的学校、写给妈
妈的一封信……”6月1日，李慰和团队
组织火宫殿的25位党员到浏阳市柏加
镇泉塘完全小学， 充当留守儿童的临
时妈妈。 这是李慰6月份参加的第1个
志愿活动。 也是今年他组织的第55个
志愿活动。

1990年出生在益阳沅江山村的李
慰，从小就特别懂事。

“父母像一张弓，积攒一生的能量
把我射出大山。”令李慰感触深的是，儿
时每到岁末年关，外出打工的父母盼的
就是拿到工钱、买到回家的车票。而留
守在农村老家的李慰，也已经开始倒数
与爸爸妈妈团聚的日子。“对外面的世
界，山里的孩子充满渴望，希望能飞出
大山，有机会也要带父母去外面看看。”

大学期间， 李慰看到大量留守儿
童父母长期不在身边， 很多大学生在
假期无事可做， 就想着如何把大学生

的社会实践和帮助孩子们结合起来。
不久，组织3个同学一起创办飞翔教育
中心，“希望山村的孩子们都可以飞
翔。”

到农村推广项目被狗追着跑
飞翔教育成立之初， 同寝室同学

都劝李慰：“没人没钱， 这个事情基本
没戏”。但是李慰不管，说干就干。

为了把课程落地到乡镇， 李慰没
有少下功夫。“有次和女同学下乡村，
推广飞翔服务队， 遇到农村的大狼狗
追着跑，有女生当场被吓哭。有时到村
里，晚上11点多，在教室走廊上铺几本
书躺着就睡。”也没少吃“闭门羹”，曾
敲开校长办公室大门，来意刚说一半，
校长觉得他们不靠谱，拒之门外。

李慰平常关注一些贫困学校，会
募集批发一些文具、羽毛球、乒乓球送
给学校的孩子们：“那时候经常扛着个
大蛇皮袋子到处跑， 赶车送到乡村学
校去，遇到公交车拒载，就得自己想办
法。”李慰憨憨地笑道。

搭建湖南最大大中小
学生互助成长平台

2011年毕业后， 李慰独自到深圳
取经， 成为一家教育机构助教。那年，
他21岁，走向各城市讲课，从助教到教
师再到主教练。

一年后，李慰回到湖南，创办长
沙启立教育，着手打造崭新的“新农
村助教行动”。建立专业的社工团队，
组织培训高校志愿者。同时，在湖南
高校老师的帮助下，研发了一套专业
的支教课程设计，对当地中小学生进
行心理、知识、能力方面的一对一辅
导关爱。他一心想着搭建湖南最大的
大中小学生成长互助平台。

在李慰和团队的努力下， 飞翔教
育青年志愿服务队从原来的4个高校
大学生发展到320多人，服务留守儿童
近万名，遍及全省近100个乡镇。广西、
广东、湖北、贵州等省（自治区）发来合
作协议。李慰也荣获2014年“中国青年
志愿者优秀个人奖”。

“世界那么大，要带山里的孩子去
看看。”当选共青团开福区委兼职副书
记后， 李慰分管志愿服务工作。 他表
示， 将依托飞翔教育推动更多大学生
到农村里去， 帮助更多的留守儿童和
农村学生走出去。

李慰 图/张杨

记者在你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