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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邹太平

12月19日下午， 省纪委通过三湘风纪
网，从办结查实的案件中，择选28起典型案
件进行了公开通报。其中，株洲、郴州各1
件，长沙、邵阳、岳阳、常德、怀化、娄底、自
治州各2件，衡阳、湘潭、益阳、永州各3件。

据了解，自今年3月部署“雁过拔毛”式
腐败问题专项整治以来，省纪委已经多批次
就典型案件进行了公开曝光。

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全省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持续发
力，快查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侵害群众利
益的“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形成了有力
震慑。

虚报冒领占大头，
多起涉案金额有六位数

“2012年至2013年，蒋小明利用负责街
道生猪退养工作的便利，伙同他人虚报套取
生猪退养补偿款共计26.37万元据为己有。
蒋小明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被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包括这起长沙市芙蓉区东岸街道办事
处城管办原副主任蒋小明虚报套取生猪退
养补偿款案，此次通报的典型案件，有16起
属于虚报套取类案例， 在28起案例中占大
头。其中，多起案件涉案金额有六位数。

常德市鼎城区园艺场二分场原党支部
书记于立华套取财政专项资金案，是此次案
件通报中涉案金额最多的一个。2012年至
2015年，于立华帮助区园艺场造假，虚报套
取农村危房改造资金和高速公路建设专项
资金共计52万元，其中，二分场分得5.25万
元。于立华还存在伙同他人向区园艺场原党

委书记陈小军(另案处理)赠送礼金2万元的
问题，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湘潭高新区双马街道办事处建设村老
年协会原会长、原组代表熊振华套取侵占土
地征收补偿款案， 涉案金额也不少。2011年
至2012年，熊振华利用协助村垃圾场整改配
套工程项目土地征收工作的便利，伙同他人
套取私分土地征收补偿款23.6万元，个人实
得10.47万元;侵占旱地补偿款2万元。熊振华
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

此外，2008年至2013年，长沙市开福区
秀峰街道办事处大塘村原党支部副书记兼
报账员刘品锋，与时任大塘村党支部书记兼
村委会主任刘觉林，虚报套取人口安置费共
计26.4万元，用于社区在重建安置小区报建
过程中产生的协调费用; 在该村人口安置费
发放工作中，把关不严，导致重复发放、超标
准发放人口安置费共计11万元;违规帮助村民
进行拆迁分户，收受钱款9000元;该村还存在
白条列支3万元的问题。刘品锋受到撤销党内
职务处分，刘觉林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其他案例还包括，衡阳县杉桥镇集福村
原党支部书记唐新春等人套取私分专项资
金案；湘潭县茶恩寺镇双凤村原党支部书记
胡新民、原村委会主任谭祝庆虚报冒领粮食
直补资金案；洞口县醪田镇原新龙村党支部
书记尹玉德等人虚报套取、挪用私分村小学
维修专项资金案；平江县浯口镇英江村村委
会主任毛为明虚报套取国家专项补贴资金
案；桃源县漳江镇丰禾村党支部书记易永清
等人虚报套取生态公益林补偿款案；安化县
东坪镇大园村党支部书记张陆杨骗取低保
金、冒领沼气池建设经费案，益阳大通湖区
北子洲镇原顺和村党支部书记、原村委会主
任潘昭香套取惠农补贴案，沅江市共华镇白
沙洲村党支部书记刘静等人套取挪用民政专
项资金案； 中方县袁家镇楼溪村原党支部书

记陈同军虚报套取水利专项资金案； 双峰县
石牛乡常汉村原党支部副书记王术录虚列支
出、侵占村民造林补助案；花垣县民乐镇马岩
村原党支部书记龙云清套取挪用财政资金、
优亲厚友案； 花垣县花垣镇政府干部麻记友
侵占国家林木补偿款、违规兼职取酬案。

截留挪用，
有的打起所谓的“借条”

此次通报中，属于截留挪用类的案例有
8起，有的还打起所谓的“借条”，把集体的林
地租用款用于个人支出。

2008年至2013年， 邵阳县九公桥镇古
塘村原党支部书记、原村委会主任刘永红在
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截留应发放
给村民的退耕还林补助款共计8.02万元据
为己有。最终，刘永红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
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无独有偶。2011年至2013年，平江县龙
门镇白茅村原党支部书记胡战强在任职期
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向各村民小组出
具借条的方式，截留某旅游公司发放给村民
的林地租用款8万元用于个人开支。 组织调
查前，胡战强将钱款全部归还给村民，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此外，还包括，衡东县三樟乡李子园村
原党支部书记、原村委会主任吴海泉截留挪
用集体资金案，耒阳市长坪乡高岭村原党支
部书记黄昊军截留侵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参保资金案；湘乡市潭市镇大坪村原党支部
书记、原村委会主任易耀华截留挪用、坐收
坐支农业保险投保收益、 私分村级运转经
费、克扣危房改造资金案；汝城县泉水镇范
龙村原党支部书记范木金等人截留挪用、侵
占农村危房改造资金案，道县横岭瑶族乡沙
窝村原党支部书记何启良等人侵占退耕还
林延长期补助资金案，东安县大盛镇易江村

原党支部书记雷得旺等人侵占生态公益林
补偿款和村集体资金案。

有的工作失职，
有的吃拿卡要、违规收费

此次通报中， 还有4起案件涉及工作失
职、吃拿卡要、违规收费等范畴。

娄底市娄星区乐坪街道办事处出租房
屋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心原主任胡年春
违规收费案，让人触目惊心。2014年至2016
年，胡年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规以申请
公租房的名义收受王某等17人代办费共计
26万元。胡年春还存在上班时间打牌、工作
日中餐饮酒问题。组织调查期间，胡年春将
违纪款项全额退缴，受到开除党籍、行政撤
职处分。

沅陵县太常乡沙金滩村原党支部书记
李维红侵占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结余款、吃拿
卡要案，也是如此。2014年至2016年，李维
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县水利局拨给该村
的安全饮水工程结余款4.94万元据为己有;
以兑现申领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后对半平分
的承诺为由，向危房改造户刘某、赵某索要
钱款共计7500元用于个人开支。组织调查期
间，李维红将违纪款项全额退缴，受到开除
党籍处分。

此外， 茶陵县麦源村村委会主任刘回元
在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中吃拿卡要案， 东安县
鹿马桥镇城镇建设管理办公室原主任周波在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中失职案，也在通报之列。

“刷脸取款”首度大规模推广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彭波） 不用带卡， 无需预约， 走到
ATM机前“刷脸”就能取钱。12月14日，招商
银行长沙分行宣布大规模推广“ATM刷脸取
款”业务，这在业内尚属首次。

招行长沙分行介绍， 目前每位用户每天
“刷脸取款” 的最高限额是3000元人民币。在
安全性方面，通过应用活体检测等技术，可以
抵御纸张照片、手机照片或面具的考验；还有
人脸识别、手机号码验证、密码验证三层安全
保护，大大减少“刷错脸”的风险。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梁利

12月14日晚， 蓝山县毛俊镇上洞村打鸟
岭雨雾朦胧，电筒光在林间时隐时现。正在巡
逻的村护鸟队队员告诉记者， 候鸟迁徙大部
队已过，但仍不能掉以轻心，他们坚持从每晚
7时起，巡逻到天亮。

打鸟岭， 因居住在这里的村民们祖祖辈
辈打鸟而得名。如今，这里的人们护鸟、爱鸟
蔚然成风，成了“护鸟村”。

“以前一个晚上，约1万公斤
候鸟死在打鸟岭”

4座山峰次第排开，山下农舍点缀。几年前，
这里是候鸟漫漫迁徙途中的一个“生死关口”。

蓝山县是迁徙候鸟途经之地，有“千年鸟
道”之称，也是全国候鸟观察点之一，每年，有
30多种、数百万只候鸟过境蓝山。很多候鸟选
择地处南岭北面的打鸟岭停留补食，于是，这
里成了打鸟人的“天堂”。

“我们村41代400余年历史里，祖祖辈辈
都打鸟。”上洞村村民李良生对记者说。

在上洞村， 家家户户都曾有独特的打鸟
工具，还口口相传外人听不懂的打鸟口诀。

“2012年以前，候鸟迁徙时，一到晚上，有
两三百盏灯把打鸟岭照得灯火通明， 一个人
一晚上能打几百公斤鸟。 鸟贩子就在山脚下
收购。有的村民干脆把自留山包给打鸟人，收
租金或分成。”一位村民向记者介绍当年打鸟

“盛况”。
“以前一个晚上，约1万公斤候鸟死在打

鸟岭。” 永州市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科工程
师、祖籍蓝山的傅丽娜痛心地说。

“大家终于明白，法律不容侵犯”

“非法打鸟经媒体曝光后， 蓝山县委、县

政府高度重视， 也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上洞村支书、村护鸟队负责人谭云福说。

“起初，我们进村宣传保护鸟类的知识，
处处遭白眼。几次群众大会上，村民们七嘴八
舌的声音比主席台上的声音还要大。 头天张
贴的宣传标语，第二天一早就不见了。”省野
生动物保护协会蓝山护鸟营志愿者唐胜利
说。

建在村头的“蓝山县毛俊镇军田护鸟
站”，也屡屡遭遇“骚扰”。第一任站长何斌告

诉记者，当时，大家抵触情绪很大。
村民李良生，祖上三代都是打鸟高手，但

现在，他成了上洞村护鸟队队员。他说：“一开
始，我也想不通。打鸟可获得额外收入，即使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困难时期，我家靠打鸟，
生活过得也不错。”

2012年， 县里组织力量， 到上洞村开展
“护鸟行动”。村民张某某等因为不听劝阻、非
法打鸟， 被森林公安依法刑事拘留。“抓进去
关了好多天，大家终于明白，法律不容侵犯。”

村民欧阳荣举回忆说。从此，村里公开打鸟的
行为开始收敛。

2013年农历正月初三晚上， 上洞村召开
发展座谈会，灯火映照得100多名村民代表满
面红光。 对于禁止打鸟后的生活， 大家既迷
茫，又怀着希望。

广东东莞缘梦社会服务中心创始人李贵
生、济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谭献勇、
新尚品通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阳豪等，
都曾是上洞村的打鸟高手，打鸟年收入近2万
元。后来他们外出创业，不但事业有成，还认
同了生态环保理念。座谈会上，他们讲述自己
的创业经历，谈打鸟对生态、对村里发展的严
重影响，还诚邀大家加入其公司。

春节过后，李阳俊、李阳节、程勋旺、程仁
宗等村民加入李贵生等人的企业，学技术、学
营销。几年后，他们纷纷“自立门户”。

去年底，上洞村一次座谈会上，在娄底市
经营家具的村民谢明达提议， 把打鸟岭建成
候鸟保护区、观鸟岭，村民们积极响应。不久，
蓝山县第一支村级民间护鸟队———上洞村护
鸟队成立。队员们深入学校、集市，开展爱鸟
护鸟宣传，并通过QQ群、微信群等，宣传爱鸟
护鸟的政策法规。

“现在， 来村里观鸟的外地游客越来越
多。我们正全力建设候鸟观测站、候鸟自然保
护区，使我们这里成为旅游景点。”村支书谭
云福兴奋地说。

“看到鸟儿安全飞过，我们很开心”

为保护候鸟安全，上洞村护鸟队在行动。

“护鸟队每晚分两班巡逻， 都是做义务
工，且经常有危险。一开始，不少队员的家人
不理解。”谭云福笑着说，“尽管如此，大家从
未放弃，执着地坚守。”

今年10月8日晚上， 护鸟队员谭云福、欧
阳荣举、程宪宗、李良生、谢明华在打鸟岭发
现用树枝掩盖着3辆摩托车。“有人打鸟！”他
们马上报告县林业局，并向山上搜寻。终于，
在茂密的松林下，发现6名操着外地口音的打
鸟人，正在整理竹竿、电瓶、手电筒等打鸟工
具。谭云福等人立即表明身份。对方见来人不
多，还年纪较大，不但以语言威胁，其中两个
人还掏出了刀具。“我们也顺手拿起身边的木
棍，毫不退缩。”今年67岁的谭云福说。紧急关
头，林业执法人员赶到，制止了对方，收缴了
打鸟工具。

今年10月14日晚上，护鸟队员谢文倡、蒋
朝辉、谢明亮发现山上有灯光，马上向县林业
局、蓝山护鸟营汇报。刚走到半山腰，突然下
起雨来，他们仍一步一滑向山顶走去，走了1
个多小时。到山顶时，打鸟人已逃离，现场留
下4根打鸟竹竿和一个手电筒。 下山途中，他
们好几次滑倒，幸好被山上的灌木丛挡住。连
滚带爬下到山脚时， 都一身泥水， 多处被划
伤。第二天，3人都病倒了。

目前，上洞村护鸟队还存在资金、护鸟装
备短缺以及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和困
难。但大家没有一个退缩，这些过去的打鸟人
说：“看到鸟儿安全飞过，我们很开心！”

� � � �有的无中生有虚报冒领进行侵占，有的打起所谓的“借条”来截留挪用，还有的干脆吃拿
卡要、违规收费——

“雁过拔毛”又曝28起

昔日打鸟岭 今朝“护鸟村”

� � � �蓝山县毛俊镇上洞村爱鸟护鸟宣传进校园。（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大学生机器人外观
设计创意大赛决出胜负
中南大学曹亚飞设计的超市机器人夺得冠军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通讯员 周闯 龙琼
记者 胡宇芬）昨日，“晖龙杯”首届湖南省大
学生机器人外观设计创意大赛在湖南大学决
出胜负。 中南大学曹亚飞设计的超市机器人
夺得一等奖，获得万元奖金。

据悉，此次大赛由省发明协会、省机器人
产业协会共同主办。大赛以“责任、创新、梦
想”为主题，以服务机器人为设计方向，期望
通过在大学生中开展广泛的机器人外观创意
设计竞赛和交流，碰撞出灵感的火花，为我省
机器人产业发展献计献策。

此次大赛有关机器人外观创意设计的作
品包括迎宾机器人、 助理机器人、 超市机器
人、桌面机器人、家庭服务机器人五大类。大
赛共征集到20多所高校共388人的创意设计
作品219件。推选出30件作品进行复试，评选
出10件作品进行决赛。 入围复赛的30件作品
将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外观设计专利。

决赛现场， 每位选手围绕作品的设计灵
感、 创意和实用性等进行答辩。 经过激烈比
拼，大赛除决出一等奖外，湖南大学夏泽华和
湖南工程学院阮成格分别设计的桌面机器人
获得二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徐贝贝和中南大
学朱江雪分别设计的桌面机器人及中南大学
毛勇设计的迎宾机器人获得三等奖。 湖南晖
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大捷智能装备有
限公司、 湖南镭目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
现场邀请获奖学生免试实习。

三湘风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