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尹翔宇 雷群泌）特变电工衡阳变
压器有限公司（简称衡变公司）今天传出
消息，公司自主研制的“1000kV（1000千
伏）特高压发电机变压器”，最近入选2015
年度中国工业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
范项目。

该产品作为特高压线路配套百万千
瓦级电源项目的关键设备，采用特高压输
电技术接入电网， 减少了中间升压环节，
大大降低了投资成本，降低了损耗和碳
排放， 节约了土地资源和工
程投资， 延长了电力输送的
距离。同时，也使我国特高压
技术实现了特高压发电领域
直送1000千伏的升级和跨越，
代表世界火力发电领域的最高
技术水平。

该产品应用于中电国际平
圩电厂三期1000千伏送出工
程。 该工程是世界上首个电厂
直接以1000千伏电压等级接入
电网、 首个由27千伏出口电压

直接升到1000千伏的特高压项目，输出线
路起点在淮南，直达上海，是迄今为止规
模最大、投资最多、难度最大的交流特高
压输变电工程。

据悉，“中国工业首台（套）重大技术装
备示范项目”是中国工业论坛开展的一项
表彰活动，旨在通过表彰宣传中国工业首
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项目和“功勋用
户”，促进工业企业以高技术为核心，全力
突破关键制约环节，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
力。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刘铮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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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纪平

8月16日，省纪委对20起党员领导干部违
反组织人事纪律典型案件查处情况进行了
通报， 再次向各级党员干部传递了越往后执
纪越严的强烈信号。

翻开此次通报的典型案例， 有为谋求职
务升迁而“疏通关系”的，有选拔任用中利用
职权“惠及”亲属的，有“买官卖官”收受贿赂
的，有把关不严弄虚造假的，甚至还有以“性
贿赂”为跳板的。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
是置党的纪律于不顾，视党的规矩如儿戏，最
终都得不偿失。这些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时刻
告诫我们，纪律就是高压线，谁碰谁触电。

当前，省、市、县换届相关工作正在紧张
进行。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是全面从严

治党的必然要求, 既是各级党员干部义不容
辞的责任，也是不可忽视的义务。在这个节骨眼
上，每个党员干部一点一滴的做法如何，换届工
作就会如何，党的形象就会如何。我们要深刻
汲取教训、引以为戒，防止以权谋私、逾越“红
线”的现象再发生。

以纪律为准绳，严肃换届风气，中央三令五
申，省委“约法三章”。我们要挺纪在前，进一步严
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严肃组织人事纪律摆
在重中之重，从自身出发，切实抓严、抓实、抓好。
不仅要对换届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零容
忍”，还要主动不踩“底线”，不逾“红线”，不搞阳奉
阴违、团团伙伙，不搞拉票贿选、说情打招呼，
不搞跑风漏气、造谣诬告，用铁的纪律和遵纪守
纪的实际行动，支持、推动换届工作“走”好每一道
程序，为湖南政治生态“青山绿水”营造良好环境。

正风肃纪是责任也是义务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 实习生 易奕

8月16日， 湖南省纪委通过三湘风纪网，
对20起党员领导干部违反组织人事纪律典型
案件查处情况进行了通报。 这20余名党员干
部，有的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有的被开除党籍、行政撤职，还有的被党内严
重警告，给人以强烈警示。

应人请托 收受贿赂

通报中，5起案例属应他人“跑官要官”请
托，收受贿赂。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 党组
书记周昌贡应浏阳市烟草局原局长郭汉华（另案
处理）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推荐、提拔
郭汉华，并收受郭汉华所送人民币70万元。

益阳市原市委书记马勇应沅江市原市委
副书记、市长肖胜利的请托，通过打招呼、主
持会议研究决定等方式，推荐、提名肖胜利为沅
江市委书记人选（因沅江沉船事故的影响未
获通过），并收受肖胜利所送人民币10万元。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龙承
海应下属陈某、私营业主刘某等人的请托，通
过打招呼、召开会议研究决定等方式，为陈某
的亲属、刘某的女儿等7人进入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工作提供帮助， 先后收受他们所送财物
价值人民币14万元。

衡山县原县委书记周建在任雁峰区区长
兼区编委会主任期间，接受工程建筑商黄某、
查某的请托，在未经公开招聘的情况下，通过
召开编委会会议，违规将黄某女儿、查某侄儿
直接安排在区街道办事处工作， 解决全额拨
款事业编制， 收受他人所送财物价值人民币
15万余元。 周建还在干部录用中利用职权为
其表弟媳欧某等亲属谋取利益。

武冈市原市委书记王春生应退休教师张
某的请托，通过主持会议研究决定等方式，在
张某女儿、女婿的提拔上给予支持和关照，先
后收受张某所送人民币5万元、美元3万元。

权色交易 违规任用

通报中，3起案例属干部录用、 选拔任用
中搞权色交易。

怀化市原副市长李自成在担任沅陵县县
长期间， 与该县某乡镇团委书记发生不正当
性关系。 李自成多次送给其财物价值人民币
90万元， 并提拔该团委书记为沅陵县某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

株洲市原政协副主席王建平在担任株洲
县委书记期间，与其下属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在王建平的关照下，这名下属先后担任镇长、
党工委书记。2010年3月， 王建平在没有征求
株洲县委班子成员意见的情况下， 向时任县
委组织部负责人提出由县交警大队干警张某
担任县交通运输管理所所长， 并要组织部门
履行干部任免程序， 将张某任命为县交通运
输管理所所长。

常德市原市委常委、 副市长卢武福与常
德市国土资源局一名科长保持不正当性关
系，并为该科长职务提拔提供帮忙。

选拔任用 “惠及”亲属

通报中，5起案例属利用职权在干部录
用、选拔任用中为亲属谋利。

张家界市原政协副主席高建国在任张家
界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时，隐瞒其女儿高某不具有
干部身份、工作单位的事实，将其直接调入慈利县
国土资源局，后又任命其为主任科员。

怀化市原政协副主席黄泽春在任沅陵县
长时，未经公开招聘，将下岗在家的妻子谢某
直接安排到县委组织部远程教育中心工作。
任县委书记后， 黄又违规将谢某提拔为县委
组织部副科级干部。

省有色地质勘查局原党组书记、 局长王
迪生通过打招呼、主持会议研究决定等方式，
将仅有中学文化、 退伍在家的侄儿王某直接
调入省有色地勘局下属中南市政工程建设总
公司，并逐步提拔。

永州市原政协副主席廖秋文在任永州市
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和市政协副主席期间，
违规将其副科级干部的侄儿廖某， 空挂到永
州市公路局下属冷水滩沥青管理站任站长
（正科级）。后在廖秋文的关照下，廖某一直升
任至双牌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等职。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巡视员、 邵阳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党组书记、局长何铁成，在未经
局党组会议集体研究的情况下， 将不具备事
业编制身份的妻外甥姜某调入省特种设备检
验检测研究院邵阳分院工作。

谋求升迁 “疏通关系”

通报中，5名干部为谋求职务升迁而选择
“疏通关系”。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
员、社务委员薛伯清为谋求职务升迁，送给公
司主要领导覃某人民币30万元、 港币2万元。
另薛伯清应华声在线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邹
某的请托，在邹某职务晋升方面提供帮助，并
收受邹某所送港币20万元。

株洲市原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谢清纯
为谋求职务升迁， 先后安排两名在醴陵从事
房地产开发的私营业主筹资700万元人民币

“疏通关系”。
醴陵市原市委书记蒋永清为谋求职务升

迁，请上海胡某为其帮忙，并要在醴陵从事房
地产开发的私营业主袁某帮其向胡某汇款人
民币200万元用于疏通关系。

益阳沅江市原市委副书记、 市长肖胜利
为了谋取沅江市委书记的职务， 送给益阳市
原市委书记马勇人民币10万元， 请求马勇在
其职务提拔上予以关照。

郴州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向阳为谋
求个人职务晋升跑官， 桂阳县从事餐饮服务
的私营业主李某及其合伙人牟某为了求得和
感谢李向阳对其合作项目开发建设更多的关
照，商定找人为李向阳跑官，所需费用由两人
共同承担，李予以默认。李某先后出资139万
元人民币为李向阳跑官。

弄虚造假 用人失察

此外， 通报中还有2起案例属用人失职、
失察受责任追究典型案。

邵阳学院原党委书记张天晓等3人因益
阳市委原副秘书长、 政研室主任陈某档案造
假问题被追责。

2001年以来， 湖南监狱系统违规调入49人，
造成不良影响。省监狱管理局原党委副书记、政
委张世明，省监狱管理局原政委罗茂智，省司
法厅政治部原主任胡绍林、原副主任王永章等
人因审核把关不严，工作严重失察而被追责。

三湘风纪

湖南通报20起典型案件给人警示———

违反组织人事纪律，得不偿失！

湖南日报记者 冒蕞 通讯员 黄昌勇

我是一支手电筒， 从红军手上交到雷
家人手里，已有80年整了。对于雷家两代
人而言，我不仅仅是一个照明用具，更是一
份被珍藏的红色记忆。

来到雷家， 那还是1936年的事了。那
年1月份，我跟随红六军团某部连长罗进
喜率领的队伍 ， 顶着贵州冬天特有的
阴冷天气，来到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边江
村。

一进村， 不寻常的景象让战士们都傻
了眼———一村里家家户户门窗紧锁， 看不
到半个人影。这时，罗连长看到了一个瘦小
的身影闪进一间村屋， 连忙走上前去询问
情况。

那个瘦小的身影是7岁的雷大林，初见
罗连长时吓得退到了屋角，浑身直哆嗦。罗
连长连忙安慰眼前的小老弟， 告诉他自己
是红军，“是穷人的朋友”。当时我被罗进喜
带在身上， 就这样第一次和雷家人打了照
面。

在罗连长的安慰下，雷大林才吐出
了实情 。 原来村里的大地主向常禄早
几天听说红军要来 ， 就卷了家产和妻
儿连夜逃走了，走前还放出话说红军是一

群无恶不作、打家劫舍的匪徒，谁不逃跑
谁就要遭殃。

村里人哪里知道实情， 吓得纷纷躲进
了山里。雷大林是个孝顺孩子，因为父亲发
着烧，才“冒险”回家取药，不想就这样撞破
了向常禄的谎言。

知道红军不是坏人， 雷大林带着罗连
长和卫生员小董进了山，给雷老爹看病，罗
连长还嘱咐小董把部队仅剩的几剂药给雷
老爹服用。

“红军是向着穷苦人的，是活菩萨，是
大救星！”第二天一早，雷老爹的烧便退尽
了，雷家人受了红军的恩情，又是惭愧、又
是感激， 赶忙告知躲进山里的村民们尽早
回家，不用躲藏。

于是，红军进村第三天，村民们开始陆
陆续续回到了家中。罗连长领着战士们，发
动村民们到向常禄家， 敲开粮仓给大家放
粮，还就地开起了大会。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场景， 罗连长跳
上一张方桌，对乡亲们大声说：“老表们，红
军是共产党的队伍， 是为了咱穷人翻身求
解放来的。地主老财污蔑我们是土匪，他们
才是真正的匪徒，田土是我们开垦的，粮食
是我们种的，他们凭什么剥削我们，逼我们
交租……”

一番慷慨陈词，引得乡亲们纷纷叫好。
事实面前，大家也更加爱戴起红军来，村里
人用分得的粮食舂粑粑、做米粉送给红军，
还给战士们补军装、纳布鞋，许多年轻人还
争着报名参军红军。

休整了一天后， 红军又要开拔参加长
征。村里人依依不舍地相送，一直走了几里
地。临别之际，雷大林冲出人群，抱住罗连
长的腿，哭着喊着要参军。

“小老弟，你还小，还背不动我的匣子
枪呢。”罗连长把我从腰带上取下，交到雷
大林手上，“等你以后长大了， 再来参加红
军， 这支手电筒送给你留个纪念， 你看到
它，就像看到了我们红军。”

红军走了， 但这份珍贵的记忆却永远
留在雷家人的心中。他们把我当成传家宝，
从雷大林手上传给弟弟雷大鹏， 又传给了
雷大鹏的儿孙。每每在黑暗里，我放射出昏
黄光线为雷家人照亮时， 红军战士的音容
笑貌和对人民的情义就会重新浮现在雷家
人的心头，久久难以淡去……

通讯员 邹太平 文小凤

“作为一名村支书， 一言一行
都被群众看在眼里 ， 只有时刻把
纪律挺在前面 ，把群众利益放在首
位， 才能对得起群众领头人这个称
号。”8月16日， 益阳市高新区谢林港
镇玉皇庙村党支部书记彭正平接
受诫勉谈话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
误。

7月4日，益阳市沅江水位进入历
史高位，全市干部群众都投身抗洪
一线。这时，益阳市高新区纪工委
接到群众举报，反映该区谢林港镇玉
皇庙村党支部书记在防汛抗洪期
间， 没有用村里租来的船抗洪救人，
而是打捞水上漂浮的猪， 并宰杀分

肉。
“在抗洪抢险这样的关键时刻，

如果对村干部进行调查问责， 恐怕
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 但如果不
及时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又会在群
众中造成不良影响。”高新区纪工
委监察室副主任庄凌接到电话后左
右为难。

她立即将情况报告给奋战在抗
洪一线的区纪工委书记戴慧枝。“越
是关键时刻， 越要把纪律挺在前面，
对违反防汛抗洪纪律的行为‘零容
忍’。”戴慧枝态度明确。

当天下午，调查组便进村开展调
查。

调查组找到了彭正平。 彭正平
说，7月4日， 村里确实租了一艘机帆

船用来接送村民和物资，在秦家河组
附近察看灾情时，看见一只死猪挂在
树上，为防止死猪腐烂，导致病菌传
染，就安排人把死猪拖走，并对随船
人说，“可以吃就吃了， 不能吃就埋
掉”。

经核查，7月4日下午，彭正平
和几名防汛人员准备去转移一位
被洪水围困的村民。途中，看见水
上漂浮着两只猪，一只活的、一只
死的。他们便把活的推到高处 ，把
刚淹死的猪拖回 ， 由群众宰杀分
肉。

益阳市高新区纪工委认为，彭正
平虽然没有参与杀猪分肉，但在救人
与捞猪的问题处理上， 工作方法失
当，给予其诫勉谈话处理。

防汛救灾紧要关头水上捞猪
益阳一村支书被诫勉谈话

8月16日上午， 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
街道左家塘社区， 党员代表上门为贫困家
庭送电风扇及清凉物资。本月初开始，该社
区党组织开展“我是党员我出彩，夏日清凉
送居民”“两学一做” 活动， 为社区特困家
庭、失独家庭、低保户开展上门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陈水轩 摄影报道

为居民送清凉

一支手电筒，
一份被珍藏的红色记忆

� � � � 80岁高龄的雷大鹏老人手执红军所赠
的手电筒。 （资料图片） 通讯员摄

衡变特高压产品技术世界领先
入选中国工业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