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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张伟琳

“我是靠村民们一票一票推选出
来的，如今却因个人私欲而辜负了他
们的信任，我活该呀！” 近日，在向组
织交待自己的违纪事实后，冷水江市
原潘桥乡茂山村村支部书记谢伦周
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看着谢伦周懊悔不已的神情，执
纪人员感慨万千：“2名乡干部、5名村
干部抱团腐败、‘组团’落马，这教训
实在深刻。”

5月初， 冷水江市纪委有关负责
人向记者曝光了有关案情。

巧立名目中饱私囊
据介绍， 茂山村这5名村干部，

本是村里发展的“领头羊”，却为满足
个人私利，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自
己的责任，忘了村民的信任，最终损
害村民利益被查办。

2010年，谢伦周、谢伦球、肖六
云、阳建荣、刘仁吾5名村干部共同
商量决定，以保洁费、电话费等名义
违规发放各类补助。2010年至2015
年，5人共私分57220元。

为获取更多私利，5人又想出以
村里进行建设需要筹资为名目借款
给村里， 从中按月息1分获得利息。
2011年至2015年，5人获得利息就有
14905元。

顶风违纪公款旅游
执纪人员在调查中发现，2011

年和2012年， 茂山村都有组织村干
部、党员和组长公款旅游。

2012年12月，中央八项规定、省
委九项规定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条例》相继出台，但茂山村村
干部却仍然顶风违纪。2014年5月，
谢伦周、谢伦球、肖六云、阳建荣、刘
仁吾5名村干部租谢伦周儿子谢某

的车子到长沙世界之窗、 海底世界、
橘子洲公园旅游，开支共4492元，后
以购置钢筋的名义入账列支。

“相关规定出台后，不少地方的
‘三公经费’支出都明显下降，工作作
风得到显著提高。但茂山村村干部却
置之不理，把全村集体资金当作个人
提款机，供吃喝玩乐，视党规党纪如
无物，这种无知‘无畏’的村干部让人
心寒。”执纪人员说。

虚列项目损公肥私
“知道市纪委在查茂山村的问题

后，每天我都变着法儿打听调查的情
况，一方面抱着侥幸心理希望我的问
题能隐瞒过去，另一方面自己又明白
这一天迟早会来的……”在接受审查
期间，原潘桥乡农开中心主任、水管
站站长谢长夏告诉执纪人员。

在调查中，执纪人员挖出茂山村
水塘清淤及维修项目资金存在被冒

领的问题。之后很快查明，2013年10
月，原潘桥乡农开中心主任、水管站
站长谢长夏和农开中心出纳、移民站
站长刘星星商定，以请求解决茂山村
水塘清淤及维修资金为名义，向市水
利局申请资金。资金到账后，刘星星
又以他人名义虚拟承包合同，谢长夏
冒名在合同上签字。最后，谢伦周填
写了一张虚假领据，并安排阳建荣将
3万元付给了刘星星和谢长夏。

一环扣一环，本应为村民解决生
活问题的项目资金，就这样被“吃”进
了私人腰包。

“茂山村这伙抱团‘蚁贪’，归
根结底就是妄图将群众所有的奶
酪‘蚂蚁搬家’式分刮私藏。”冷水
江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曾晚生
说，“这群‘蚁贪’虽然每人每笔贪
腐不大， 但直接地损害群众的利
益，并严重影响党员干部在基层群
众中的形象，必须严惩！”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周
小雷 通讯员 李晓勋）根据中央“联
合防空、区域防空”的要求，5月8日
至11日，湘桂两省区人防办在广西
桂林联合举行了一次人防跨区域通
信协同实兵演练。

这次演练以大规模作战为背
景， 以桂东地区防空联合行动为
课题。两省区共出动人员百余人、
指挥通信车和保障车辆数十台，
行程一千余公里， 参演双方着眼
信息化条件下防空袭作战特点规
律，依托人防指挥信息系统，采取
网上同步、异地联演、实兵演练相
结合的方式， 重点研习了人防行
动的组织、指挥与控制3个方面内
容，现场开展了开设人防指挥所、

发放空袭警报、组织临战疏散、医
疗救护、应急消防等活动。

此次演练主题突出、 手段新
颖、 组织严密。 两省区商定演练
任务后， 进行了广泛的动员部署
和沟通协调， 解决了技术装备、
异地协同、 功能保障等实际问
题， 展示了过硬的专业素质和良
好的战斗作风。

湖南省人防办党组书记、主
任卜功富在演练结束后表示，湖
南人防将积极总结推广此次两
省区协同演练好的经验做法，加
强与兄弟省区的合作，继续推动
跨区域联合演练活动开展，达到
优势互补、 共同提高的良好局
面。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何卫军 杨再萍 张慧珺）5月9
日，永州市公安局冷水滩区分局通过缜
密侦查，成功打掉一个贩卖“臭脚盐”的
团伙，抓获王某某、蒋某某、王某等3名
犯罪嫌疑人， 查获问题食盐2284件共
计46吨，涉案金额达30余万元。

今年5月初， 冷水滩区公安分局刑
侦大队民警获得消息，该区三多亭小学
旁一仓库内存放大量可疑食盐。5月9
日，民警将该仓库租赁人王某某、蒋某
某、王某抓获归案。

经查， 王某等3人是朋友关系。当
前进行盐业体制改革， 他们觉得有利
可图， 在没有取得食盐经营许可证和
批发销售食盐资质的情况下， 进行非
法经营。 在仓库内被民警查获的食盐
都是从外地批发回来的“臭脚盐”，该
盐不符合国家食盐标准，含有毒、有害
成分亚硝酸盐。

经审讯，3人对今年来在永州市冷
水滩区、零陵区等地贩卖“臭脚盐”从中
获利达8万余元的事实供认不讳。目前，
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 （黄首记
张福芳） 娄底市娄星区杉山镇派驻
原鹞子村财务清理组因在工作中没
有吸纳群众代表参与、 财务清理报
告过于简单、 没有发现任何实质性
问题等，5月9日被娄底市公开问
责、通报批评。

为防止“清而不审 ”、搞“一
团和气”，3月底至4月初，娄底市
专项整治办派出 6个检查验收
组，对全市村级财务清理工作开
展情况随机进行再清理审计。检
查发现，部分基层党委、政府和

有关部门对村级财务清理工作
认识不高、重视不够、履职不力，
少数清理审计组不按标准开展
工作，有问题没发现 、发现问题
不报告 。为严肃工作纪律，强化责
任担当，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娄底市
“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对大埠桥办
事处、维山乡经管站、冷水江市派驻
吴家村财务审计组、 白马镇派驻白
马村财务清理组、杉山镇派驻原鹞
子村财务清理组等5个单位或机
构启动问责。

本是发展的“领头羊”，可来自乡村两级的7名“蚁贪”却抱团腐败，结果“组团”落马———

群众的“奶酪”动不得
从严治党在路上

冷水滩打掉一个
贩卖“臭脚盐”团伙

湘桂联合开展防空袭跨区域
通信演练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王
曦 通讯员 龚艺） 记者今天从长沙
市公安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市公安
已抓获362名逃犯， 追逃行动取得
了丰硕战果。

据长沙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市局的统一部署下，该市各区
县（市）局和相关警种全面清理本单
位历年在逃人员底数， 制定追逃工
作措施，逐案分析线索，逐案提出措
施，逐案明确责任人，深入推进追逃
行动，一批潜逃多年、隐藏身份的重
大逃犯相继落网。4月13日，市公安
局开福分局民警赴广东惠州成功将

潜逃15年的开福区一起故意伤害
致死案犯罪嫌疑人黄某光抓获。
2002年11月18日，黄某光因为琐事
与邻居张某发生纠纷， 持刀将张某
刺伤致其失血过多死亡， 黄某光当
场逃跑。

警方表示，下一步，公安机关
将继续加大追逃攻坚力度， 也欢
迎广大群众拨打“110”检举揭发
涉案在逃人员线索， 警方将为检
举揭发人或线索提供人严格保
密。对有包庇、窝藏、资助在逃人
员行为的， 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
其法律责任。

长沙公安抓获362名在逃人员

监督者被监督 审计者受“审计”

娄底5机构因履职不力被问责

治理环境 绝不手软
5月11日，在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的交办件后，溆浦县迅速组织工作人员赶往低庄镇月塘村，拆除无证、无环

评手续的非法水泥搅拌站。 曾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