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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卓韬

“贪欲作怪，丧失法律底线，特别是担任
常务副县长之后， 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
作个人谋利的工具，将法纪抛诸脑后，逐步从
收受红包到贪污受贿， 步步走向违法犯罪深
渊……”

打开双牌县原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刘
红安的《忏悔录》，字字沉重。身为县级领导，
本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可他却被欲望冲
垮了底线，在权力的“沼泽”中越陷越深，既害
了自己，也害了他人。

近日， 永州市纪委向媒体披露了刘红安
严重违纪案案情。

偷享权力“红利”，与司机合演
“二人转”

刘红安不仅有研究生学历， 还当过小学
老师。 自己的努力加组织的培养，2003年，35
岁的他享受了副处级待遇， 一年后当上东安
县政府党组成员，两年后担任县委常委，2007
年11月又任东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11
年3月起，他开始担任东安县委常委、常务副
县长，2015年4月，又转任双牌县委常委、常务
副县长。

然而，随着权力越来越大，刘红安却贪图
起个人的享受。

刘红安与管理服务对象之间， 从吃吃喝
喝，再到收受红包礼金，一步一步从“破纪”走
向“破法”。2010年1月至2016年6月，刘红安
在担任东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东安县委
常委、常务副县长，双牌县委常委、常务副县
长期间，收受红包礼金共计58.6万元。从开始
收受1.4万元，到收受4.2万元，再到突破10万
元，红包礼金“屡创新高”，从中可看出他的心
态变化。

2011年1月，刘红安的司机文某听说东安
县个别领导安排司机用虚假发票到相关单位
报账的信息，并将此信息告诉了刘红安。刘红

安深受“启发”，两人商议让文某在长沙出差
时购买一些假发票和虚开一些发票， 先由刘
红安给东安县相关单位领导打招呼， 再由文
某将虚假发票混同部分真实开支票据到相关
单位报账， 虚假发票报账的资金通过文某交
刘红安使用和支配。

就这样，利用职务便利，刘红安伙同其
司机文某，采取购买假发票、虚开发票的手
段， 到东安县相关单位报账， 贪污公款达
340余万元。

玩弄权力 “魔术 ”，“公权 ”
成为“工具”

“刘红安违纪手段肆无忌惮，毫无隐蔽性
可言。”执纪人员告诉记者，刘红安都是通过
他人为自己违纪违法利益“代言”。

2007年下半年，刘红安的朋友丁某，因收
购东安一家公司，请刘红安帮忙。

刘红安爽快地答应， 并找到时任东安县
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李某出面协调。

2008年5月， 丁某收购成功并成立新公
司。丁某及公司股东邀请刘红安入股，刘红安
表示同意。该月，刘红安便以其妻子的名义在
该公司投资160万元，并于2009年至2015年2
月取得分红288万元。

为“回馈”丁某，2012年5月至2014年7月，
经刘红安审批， 东安县财政拨给该公司纳税
大户奖励、用电补助、清洁生产专项补助、节
能资金共227.7万元。

为实现利益最大化， 刘红安一边利用权
力搞利益输送， 另一边又坐拥起非上市公司
的法人股。

2015年5月，刘红安利用担任东安农商行
筹建工作小组常务副组长的身份， 趁农商行
股份公司发布募集股金方案之机， 以其妻子
名义出资80万元，认购了农商行股份40万股。
随后， 刘红安与广东佛山一公司法人代表周
某商议，由刘出资600万元给周某，参与周某
公司购买东安农商银行股份。最终，周某以其

公司出资3200万元认购了东安农商行法人股
1600万股， 其中刘红安认购法人股300万股
（东安农商行新股按1∶2比例易价发行）。

此后，刘红安两次安排司机文某，从为其
代管报假账的资金及红包礼金等资金中转给
周某550万元，另从东安另一公司董事长彭某
处借款50万元交给周某。

据了解，2012年3月至2016年6月，刘红安
指使文某， 分三次将1570万元转移给相关企
业老板、房地产开发商，用于投资或借款，获
取利润利息，“公权”成了他谋利的“工具”。

明知被调查，仍索要烟酒跑关系
2016年3月，省委巡视第七组将群众举报

反映双牌县委常委、副县长刘红安的问题，交
由永州市纪委调查核实。

就在线索核查的过程中， 刘红安被列入
省、县两级干部相互交流任职考察对象。刘红
安明知纪委在调查自己， 仍然向双牌县财政
局、 县委县政府接待科索要数十条香烟和数
十瓶酒去跑关系。

经查，他向县财政局要了50条“和天下”
香烟和5万元现金，向县委县政府接待科要了
4箱24瓶“飞天”茅台酒和20条“和天下”香烟。

同年7月20日，经永州市纪委常委会研究
并报永州市委同意， 决定对刘红安涉嫌严重
违纪问题立案审查。直到被审查，刘红安要来
的这些烟酒钱还没送出去。

永州市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审查期间，
刘红安多次与涉案人员串供，经过思想教育，
最终交待问题，并作出深刻检查。在《忏悔书》
中，他剖析了自己严重违纪违法的主要原因：
一是宗旨意识淡漠，贪图个人享受；二是“贪”
欲作怪，丧失法律底线；三是要求不严，心理
失衡；四是听信他人，丧失党性原则。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2016年9月
18日，这位将法纪抛诸脑后的常务副县长，最
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违法犯罪问
题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等待他的是法
律严惩。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谭夏胜 王惺）昨天，全省“法治电
影进校园活动” 启动式在长沙市麓山国际
实验学校举行。

该活动由省委法治办、省司法厅、省教
育厅主办，目的是加强全省青少年法治宣传
教育工作，提高青少年法治意识，省委法治
办、省司法厅专门安排经费50万元，推荐《不
要沉迷网络游戏》和《黄克功案件》两部电
影，将在全省初中以上学校巡回放映155场。

省委法治办副主任、 省司法厅副厅长
唐世月表示，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
进，急需广大青少年知法、懂法、尊法、守
法， 急需广大青少年树立现代法治理念和
法治意识， 急需广大青少年养成正确的法

治思维习惯和法治行为模式。 加强青少年
法治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工程。

启动式后，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师
生800余人认真观看了两部电影。《不要沉
迷网络游戏》 是一部加强青少年网络安全
教育、预防青少年网络犯罪、促进青少年健
康成长的生动影片。故事片《黄克功案件》
是根据历史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反映的是
在延安抗战时期， 八路军高级干部黄克功
因逼婚未成枪杀恋爱对象， 由一个战斗功
臣堕落为杀人犯， 最后被判决死刑立即执
行的故事。 影片教育青少年要理智解决今
后可能遇到的个人感情纠纷， 防止意气行
事，避免发生违法犯罪行为。

从严治党在路上

在权力的“沼泽”中越陷越深
———双牌县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刘红安违纪案剖析

长沙消防官兵
戴新式贝雷帽

5月24日，长沙市望城区
公安消防中队，消防官兵在整
理新配发的16武警贝雷帽。5
月1日起， 武警部队统一配发
16武警贝雷帽，武警官兵着夏
常服时佩戴贝雷帽。此款贝雷
帽能够更好地满足官兵在高
温、高湿等多种环境下的佩戴
需求。 傅聪 摄

提高青少年法治意识
全省“法治电影进校园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 李明）5月24日、25日， 宜章
县人民法院分别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刘
大辉交通肇事案和何健等10名被告人重
大责任事故案。

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6月26日上午，
被告人刘大辉驾驶湘D94396号大型普通
客车运送旅客由耒阳市前往宜章莽山游
玩， 车辆驶至宜凤高速路段时与道路中
间的隔离带相撞起火， 多人受伤。 经认
定，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刘大辉疲劳驾驶；
该车安全设施不全、存在安全隐患，导致
乘客无法使用应急手锤逃生是加重事故
损害的重要原因；该车超员2人，在一定
程度上加重了事故的损害后果。 公诉机
关认为刘大辉涉嫌交通肇事罪， 提请人
民法院依法判处。

公诉机关指控，湘D94396号车挂靠衡

阳市骏达旅游客运有限公司经营， 被告人
何健、陈建华、李红卫、何跃进、李彬、王新
军、刘运明系公司负责人或工作人员，对公
司的安全生产负有相应管理职责。2016年
6月26日，52名游客乘坐湘D94396号车前
往宜章莽山旅游，是被告人周全、资凤名、
黄建华在无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及工商执照
等证照的情况下非法组织的经营活动。此
前，被告人周全还多次组织类似活动，经营
额为337000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何
健、陈建华、李红卫、何跃进、李彬、王新军、
刘运明、资凤名、黄建华涉嫌重大责任事故
罪，被告人周全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非法
经营罪，提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处。

庭审过程中，11名被告人及其辩护律
师充分行使了辩护权， 被害人和被告人亲
属及其他公民约200人旁听了案件审理。

两案将择期宣判。

“6·26”重大责任事故案开庭
涉案11名被告人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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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提出扶贫开发“65861”工作安

排，从2015年起到2020年，用6年时间，强力
推进扶贫攻坚“五项重点工作”，努力解决全
省8000个贫困村、600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
题， 实现贫困地区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10000元，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接。

对照中央安排， 省政府明确由省民政
厅牵头负责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
坚。面对异常艰巨繁重的工作任务，省民政
厅厚爱老区、不忘初心，顶层设计向片区聚
焦，项目资源向片区倾斜，推动脱贫攻坚向
纵深推进，尽力多解决人民群众所想、所盼、
所忧、所愁问题，仅2016年民政资助项目就
达143项，涉及资金33.16亿元。省直各部门
提高政治站位， 饱含老区情怀， 在政策、项
目、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真帮实扶。

“一把手”责任制，
户户都有结对干部

“你养冷水鱼，有钱买鱼苗吗？”“鱼苗
先由村合作社提供，不需要付钱。”

“你养鱼技术如何？”“我早些年养过
鱼，技术不成问题。”……

这场对话出现在桂东县沤江镇金洞村
村支书何春阳家的前坪， 时间是近日的一
个夜晚，提问者为该县县委书记谭建上，问
到的是该村贫困户郭福建。

脱贫路子贵在精准、重在精准。去年6
月至8月，谭建上到本县12个乡镇（场）54
个贫困村，逐村上精准扶贫流动党课，以增
强干部党性和贫困户脱贫致富信心， 找准
脱贫路。为了检验党课效果、摸准产业发展
精准度，今年以来，该县扶贫责任人又利用
晚上时间，深入扶贫联系村开展“农家夜
话”，大家扯几条板凳坐一块拉家常，在聊
天中深化感情、促进共识，寻找脱贫致富的
妙招。

罗霄山片区各县对脱贫攻坚， 均与桂
东县一样，实行“一把手”责任制，做到了结
对帮扶全覆盖、整体脱贫大包干、贫困村驻
工作队、户户都有干部帮。记者了解到，仅
桂东县委就选派了12名县直单位一把手
到集体经济薄弱村、74名党员干部到贫困
村担任第一书记，161名干部组成61支县
工作队分赴贫困村，4130名党员干部与
15995户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

各县根据建档立卡数据成果， 针对不
同贫困类型、致贫原因，聚焦兜底保障“全
覆盖”、基础设施“补短板”、产业培育“强支
撑”、教育培训“拔穷根”、异地搬迁“挪穷
窝”五项重点工作，不断提高了扶贫开发工
作的精准度。

好项目来自“党员带富人”。桂东县四
都镇长青村的张玉林就是这种人的代表。
去年，他引进藤茶深加工项目，成
立合作社并把该项目在全村推
广， 当年全村人均收入由之前的
2000元增加到5000多元。

好项目来自“捧出一颗心”。
还是在桂东， 县财政局党员干部
陈鸿禧就有这样一颗心。 该县沤
江镇上东村村民黄存伟因残致
贫，组织安排陈鸿禧联系他，陈鸿
禧多次上门促膝谈心， 带钱带物
帮助他， 终于找到了适合黄存伟

经营的石蛙养殖产业。 去年， 黄存伟养蛙
4000多只，销售收入6万余元。

贫困群众不脱贫，工作队不离村
“红黄绿白新产业，结构改革走在先；

贫困农户齐脱贫，集体事业福无边；正是扶
贫好政策，才得左江换新天……”这是茶陵
县腰潞镇左江村老人尹九生写给驻村扶贫
工作队感谢信的开头几句。如今，你要是迈
步左江， 当地群众告诉你的第一句话一定
是“变化大”！

2015年，由株洲市委组织部、市民政
局等单位组成的驻茶陵县腰潞镇左江村帮
扶工作队来到村里，他们自己种菜做饭，不
花村里一分钱，进百家门摸清实情，然后组
织贫困户和其他农户， 大力开展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左江村成立了黄牛养殖合作社，14户
贫困户养牛55头，2016年户均增收几千
块；引进杭州白菊、红心柚，进行高山种植，
白菊种植当年投入当年见效， 贫困户亩均
收入3000多元；绿色生态农业休闲养老产
业———左江祥云湖休闲农庄眼下快要落
成，这里将来会成为观光、休闲、养老、静养
的乐土。工作队还筹资313万元，把几公里
的通村道路拓宽到6米； 建好村级文化广
场、政务服务中心、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关
爱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老人、孩子有
地方玩，日常办事方便快捷。短短时间里，
变化如此大， 老百姓怎么不打心眼里感到
高兴呢？！

驻左江村工作队队长袁桂雄说：“茶陵
大革命时期牺牲5万多人，中国第一个红色
政权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现在，我们下乡
扶贫，吃住等方面是有困难，但想想革命先
烈，今天的困难算得了什么？贫困群众不能
按时脱贫，我们决不走出左江！”

说得多好啊！ 正是成千上万驻村干部
以扶贫一线当战场，仗不打赢不下火线，才
有了罗霄山片区脱贫攻坚的壮美画卷。据
统计，“十二五”期间，罗霄山片区实施基础
设施、特色产业、民生改善等建设项目760
个，累计完成投资560多亿元，2015年地区
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分别是2010年的2.2
倍、2.3倍， 人均银行储蓄存款年均增长
18%。“十三五” 在片区规划的重大建设项
目近900个，总投资约2797亿元。

汝城县泉水镇镇水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欧新建通过异地搬迁扶贫， 最近搬进了两
层楼的新房，他在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说

“忆昨天遥居深山举步维艰，喜今日乔迁广
厦奔向小康”。欧新建的心声，代表了罗霄
山片区贫困人口生活发生的巨变， 也道出
了群众对每一位扶贫干部辛勤奉献的由衷
感谢！

告慰革命先烈

�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闵小波教授说， 在重金属污染治理的研

究过程中团队经历了几场难忘的科研“硬
仗”，实现了一系列创新。

第一场“硬仗”是攻关铬渣治理技术。由
于铬渣中的主要有害成分六价铬是一种致癌
物质，湘江沿岸居民饮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团队从现场采回样本，进入实验室研究。经过
8年时间终于研发出了一种微生物治理方法，
可将铬渣中大部分六价铬淋洗出来， 从根本
上消除六价铬对环境的污染。 这项关键性研
究成果给了团队极大的信心和启示———重金
属污染治理找到了新方法。这场“硬仗”的胜
利也为重金属废水治理技术的研究打下了了
基础。

很快，他们经过反复实验，将生物技术
与化学方法相融合，研发出“重金属废水生
物制剂法深度处理新技术”， 在冶炼化工工
业废水治理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中试孵化

时，株洲冶炼厂一负责人将最难治理的污酸
废水摆到他们面前说， 这桶废水处理了，株
冶厂就有救了。

又是一场硬仗。为了让技术从实验室走
向企业，团队深入一线，不畏艰苦，用彩条布
搭了个工棚，驻扎在生产厂房。通过反复实
验，他们发现某种微生物代谢产物具备这种
功能， 随后通过生物技术和化学方法融合，
研制出重金属水处理药剂（生物制剂），终于
攻克难关。2009年，“重金属废水生物制剂
法深度处理技术”诞生了。最终，这场硬仗打
赢了，企业救活了，行业也迎来了技术革新。
2011年， 这项技术摘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

由于冶炼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产生大
量废渣，这种废渣中常伴有金、银等金属，
传统治理方法片面追求金银高价金属回
收，忽视废渣中的类金属砷污染防控，容易
造成砷污染。 多起重大砷污染事件的发生

让团队成员感到使命在身、责任在肩，技术
突破迫在眉睫。

“坚持源头控污， 将砷污染扼杀在摇篮
里！”团队成员们再次驻扎企业，穿上工作服，
冒着酷暑严寒，直面危险，与毒物作战。这一
次，团队兵分几路，对有色冶炼过程中砷的流
向进行全面掌握，并最终变废为宝。一条“控
砷-脱砷-固砷-无砷” 的含砷固废无害化与
资源化技术体系打造形成。2014年，该技术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向重金属污染宣战，我们要站在国家和
行业最需要的地方。国家关心什么，我们就要
关注什么； 企业急需什么， 我们就要研究什
么。”闵小波教授说，带着这样的理念，重金属
污染防治团队开拓创新， 相继研发了铬渣及
渣土微生物治理技术、选-冶联合清洁炼锌技
术等10多项先进适用工程化技术,形成了从重
金属清洁冶炼源头减污、“三废” 污染物治理
与利用、 重污染土壤修复全过程核心工程技
术体系， 在湘江流域乃至全国实现了产业化
推广应用，为生态文明建设、打造青山绿水提
供了重大科技支撑。

湘江治污的特别“护卫队”

� � � � � �荨荨（上接1版③）
审议中， 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我省脱贫攻

坚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 同时也就脱贫
攻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委员们建
议，进一步提高对脱贫攻坚的认识，清醒认识
脱贫攻坚的艰巨性、复杂性，坚持实事求是、
稳中求进，按照进度服从质量的工作要求，一
步一个脚印推进。 要坚持科学施策， 精准帮
扶，认真制定产业扶持规划，科学确定产业发

展方向，积极探索产业持续发展模式。劳务就
业扶贫， 要着重抓好技能培训， 抓好企业扶
持，抓好创业带动，培育致富带头人；金融扶
贫，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适当提升贫困地区
不良贷款容忍度，解决目前扶贫贷款周期短，
贫困户不敢贷问题；易地搬迁扶贫，要合理控
制建设规模，发展后续产业，确保贫困人口搬
得出、稳得住、过得好。

委员们认为， 发挥基层组织特别村党支

部的作用，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坚强保障。要
配优配强村支“两委”主要负责同志，将政治
坚定、办事公正、清正廉洁、敢闯敢干，能带领
群众共同致富的优秀党员选进村支“两委”班
子，打造一支“永不走的扶贫工作队”。同时，
出台扶持贫困村发展村集体经济的政策措
施， 帮助基层组织加快村集体经济与农民专
业合作社对接融合， 激发两者在发展村集体
经济和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上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