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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兴秋

“我想方设法钻空子，抱着侥幸的心理，
企图蒙混过关，结果触犯了党纪国法，我现
在肠子都悔青了……”说起自己套取公款的
违纪事实，长沙市天心区环卫局大托环卫所
原所长谢双红后悔莫及。

近日，长沙市天心区纪委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谢双红与该区环卫局另一名工作人
员陈朝辉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
违法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私欲面前，他虚报套取公款
2011年3月， 从部队转业的谢双红被安

排在天心区环卫局工作。刚开始，他工作积
极肯干，还担任了清扫公司经理、环卫所长。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为民服务的满
腔热情，渐渐被个人私欲所侵蚀。

2016年5月， 天心区纪委收到一封群众
举报信，反映区环卫局工作人员存在虚报套
取公款的问题。区纪委工作人员调取了清洁
人员工资发放名册，一个一个核对，发现有
的人员辞职后仍在领取工资，立即找来了经

手人谢双红、陈朝辉进行询问。
然而，抱着侥幸的心理，谢与陈都选择

了含糊其词。
办案人员不畏艰辛,多方与辞职人员取

得联系，并逐一调取银行流水账单。在充分
证据面前，两名当事人很快交代了事实。

经调查核实，谢双红利用其担任天心区
环卫局清扫一公司经理、大托环卫所所长的
职务之便， 设法取得辞职保洁人员陈某、谢
某等人的工资卡及取款密码后，在每月上报
的保洁人员工资表中继续虚造上述已辞职
人员名字， 并伪造已辞职人员领款签名，经
环卫局审批发放后直接刷卡取现。

随着对组织编造谎言、 骗取环卫资金，
谢双红一步步滑向了违纪违法的深渊。据统
计，2014年12月至2016年4月， 谢双红累计
套取现金40多万元据为己有。而区环卫局另
一名工作人员陈朝辉， 则利用同样的手段，
套取现金20余万元。

2016年7月， 经天心区纪委常委会研究
决定，谢双红、陈朝辉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处
分， 对其涉嫌违法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因监管不力，区环卫局的相关领导和责任人

被追责，并接受警示约谈。区纪委还在环卫
局召开了以案释纪现场警示教育大会。

权力再小，监督都不能虚化
“案件再次警醒我们：再小的权力失

去监督，都有可能酿成腐败。”天心区委常
委、区纪委书记曾卫国告诉记者，谢双红、
陈朝辉之所以得手，完全在于钻监督虚化
的空子。

“群众身边的‘蚊蝇’，再小也要拍干
净。”曾卫国表示，近年来，天心区纪委积极
回应社会热点和群众呼声， 坚决查处损害
群众切身利益的“蚁贪”， 将全区580名乡
科级“小官”特别是“一把手”，以及出纳员、
报账员、公诉员、城管员、采购员、核算员等
人员作为重点，建立了农村“三资”管理平
台，出台了《国有资产管理实施细则》，跟踪
监督检查项目审批、款物拨付、案件审理等
过程。通过开展“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

“小官大贪”专项整治行动，对重点工程和
重大项目指挥部兼职领取相关报酬进行专
项清理，坚决查处腐败案件，形成了强有力
的震慑。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通讯员 祁纪轩
记者 张斌）本想帮村民办件好事，最后却违
了规。近日，“好心”帮村民办事的祁东县凤
岐坪乡凤歧坪村党支部书记杨和荣，被县纪
委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通报。与他一同
受到处分的，还有村会计曾吉明。

事情还要从去年说起。“奇怪？为什么云
南省户口居民竟然在祁东县申领农村五保
分散供养金？”2016年10月， 祁东县组织开
展扶贫补助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检查，当检查
组在凤岐坪乡检查时，这个问题引起了检查
组的注意。

县纪委经过深入调查， 问题很快被查

实。原来，2008年3月，凤岐坪乡凤歧坪村6
组村民杨某良找到村支书杨和荣，要求村里
帮其弟杨某元申报五保户供养金。杨和荣对
杨某元的家庭情况比较熟悉。杨某元年过六
十，一直未婚，膝下无儿无女，家庭生活十分
困难，但他已在早些年投靠云南的亲友并将
户籍迁至云南，不符合享受湖南省五保户供
养金条件。

然而，在杨某良的再三请求下，考虑到
自己又是包组村干部， 杨和荣起了恻隐之
心。 为了给杨某元争取五保户分散供养指
标，杨和荣与村会计曾吉明商量后，决定用杨
某良的名义， 为其弟办理五保分散供养金相

关手续。 在办理过程中， 曾吉明在杨某良的
《农村五保对象调查审批表》的有无赡养人一
栏中填写“无”，隐瞒了杨某良有儿有女的实
际情况。 经杨和荣签署意见盖好村委会公章
后，没有在村组进行公示，就于2008年11月1
日将资料报送至凤歧坪乡民政办。 民政办的
工作人员在向杨和荣了解申请人的家庭状况
和经济条件时，杨和荣拍着胸脯表示“愿意用
党性担保，杨某良绝对符合条件”。就这样，杨
某良于2009年开始享受五保分散供养金至
2016年第三季度止，共计14495元，这些资金
用于弟弟杨某元的生活及医疗。

“杨和荣等人被党纪处分，实实在在地
给我提了个醒。国家扶贫政策的落实，必须
讲原则，必须有底线，不能滥用好心办违规
事。”凤岐坪乡一村干部说。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周晓鹏 黄贻强

“胡哥， 你的故事太感动人了。”4月23
日，在怀化经营足浴的舒友杰，通过微信朋友
圈了解到溆浦县“板凳硬汉” 胡玉山的事迹
后， 慕名来到该县祖师殿镇鲁家溪村胡玉山
家，订购了30只洗脚盆。

胡玉山是位靠着板凳行走的残疾人，出
生3个月就因高烧患上小儿麻痹症，造成双下
肢萎缩瘫痪。

命运捉弄人，但胡玉山没有气馁。到了学
走路的年纪，他每天坚持用手抓凳，双膝撑地
往前挪。经过长期练习，板凳终于成了他行走
的“双脚”。8岁开始，他已能自己独立解决基
本生活问题。

随着年龄增长， 胡玉山变得更加自信坚
强。16岁时， 他在村里的夜校学习文化知识，
以惊人毅力，只用2年学完了小学至初一的课
程，还写得一手好字。

胡玉山一家5口人，家境殷实。父母年过
六旬，身体健康。两个弟弟都曾明确表示要全
力照顾他， 可胡玉山决定自食其力。18岁时，
他开始自学裁缝、木工，手艺精湛，得到周边
群众认可。 村民王身礼说：“他只要看到别人
做的木制用具，琢磨几天就能捣鼓出来。”

有志者事竟成。1990年， 胡玉山给邻居
做一个锅盖赚了5元钱后，父亲也给他奖励了

1元钱。 这让胡玉山深受鼓舞， 他拿着这6元
钱，买来木料，做成锅盖、喂猪食盆、小方凳等
小家具。没想到的是，他制作的小家具被邻居
抢购一空。 就这样， 胡玉山的小生意越做越
大，名声也越来越响。

走进胡玉山的小家具生产间， 他头戴一
顶破旧的斗笠，跪在台锯前，娴熟地操控着机
器。生产间里，摆满了小方桌、泡足桶、蒸饭
桶、烤火箱等木制品。

“我们实现了线上线下多渠道销售，有定
点代理商， 还通过微信朋友圈进行销售。”胡
玉山告诉记者，他生产的桌椅板凳、柜箱盆桶
等东西，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命运再次无情地考验他。2004年， 胡玉
山在医院检查时，被查出患脑血管供血不足，
随后变成严重的脑血管硬化。 为鼓励自己活
出精彩， 他用粉笔在床头写下一句话：“永不
屈服病魔的折磨，快乐充实地过好每一天！”

命运对胡玉山不公，但他仍富有爱心，乐
于助人。自己致富后，他先后带动当地王秀海
等10余位残疾人一起创业，并被推举为镇里
的残联理事长。2007年7月，他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现在，胡玉山依然每天拄着小板凳，谈生
意、做家具。时间久了，凳面被磨得锃亮，边角
也磨圆润了，胡玉山的手也变了样，手掌上满
是硬硬的茧子。 胡玉山说：“我想办一个家具
加工厂，带领更多残疾人脱贫致富。”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郭秀峰 黄卫国

【办案结果】
为谋财，竟“克隆”他人微信头像和昵称

并模仿其聊天语气骗钱，先后作案11次共诈
骗钱财12350元。4月19日， 杨青松因涉嫌诈
骗罪被醴陵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案情回放】
现年32岁的杨青松， 系醴陵市明月桥镇

洪罗村人。因缺钱用，他采取冒用他人微信头
像、昵称方式骗取被害人信任添加其为好友，
再以各种理由骗钱 。2016年12月24日晚6时
许， 杨青松用自己的微信冒用其小学同学王
某的微信头像、昵称，跟王某的同学李某打招
呼并以王某的口吻与其聊天， 然后以家中出
事急需用钱为由骗取李某给他转账3000元。
初次作案尝到甜头， 杨青松从此一发不可收
拾。 从2016年12月24日至2017年3月25日，他
采取上述作案方式“克隆”其同学、朋友微信

头像和昵称， 以各种名义骗取受害人通过微
信红包或转账方式借钱给他，前后作案11起，
共骗取李某、熊某等人现金12350元，将所骗
钱财挥霍一空。3月4日，熊某向其朋友核实发
现上当受骗后，遂报警。醴陵市公安局经立案
侦查于3月30日将杨青松抓获。

【检察官说法】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黄卫国说， 我国《刑

法》第266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
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
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本案中，杨青松冒用
他人微信头像和昵称累计诈骗11名被害人
12350元，已达到数额较大标准，其行为已涉
嫌诈骗罪。

【温馨提示】
在微信或QQ上 ，不管多么熟悉的亲戚

或朋友 ，如果对方提出借钱 、汇款 、现金转
账等要求时 ，一定要提高警惕 ，要通过电话
或其他方式确认真假后再出借 ， 以免上当
受骗。

“板凳硬汉”创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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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清扫公司经理和环卫所长，他却被个人私欲的“尘埃”侵蚀———

清洁队长不“清洁”
从严治党在路上

村支书“好心”办了违规事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
员 廖玉荣 颜雨彬）昨天，湖南省消防协会在长
沙举行“诚信经营、规范执业”全省消防行业企
业（单位）诚信承诺启动仪式。全省首批78家消

防行业企业（单位）负责人现场签订诚信承诺
书，自觉抵制造假售假，接受社会监督，全面履
行社会责任，争做诚信守法、规范经营的企业。

按照承诺书内容，这些企业将以营造诚

信经营、规范执业、安全放心、优质高效的消
费环境和服务保障水平为宗旨，以推进行业
诚信建设，增强企业责任意识为目标，自觉
遵纪守法，抵制造假售假，落实质量诚信主
体责任，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消防产
品和消防技术服务。

我省开展消防企业诚信承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