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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戴求兵

“杜主任， 局里一名退休老干部来咨
询，他儿子结婚想办几桌酒，该怎么申报？”

近日， 邵阳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
任杜跃华接到市国税局监察室主任唐立武
的电话。放下电话，杜跃华感慨：“监督加强
了，查处严厉了，党员干部自律意识不断增
强， 主动报告有关事项成为大家一种自
觉。 ”

这是邵阳市念好从严治党“微字诀”、
以惩治“微腐败”匡正大作风的一个缩影。

深挖群众身边的“蝇贪”
匡正作风，邵阳从惩治“微腐败”入手，

深挖群众身边的“蝇贪”。
邵阳市委书记担任“雁过拔毛”式腐败

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各级党委
“一把手”担任整治工作第一责任人，将整治
工作开展情况列入对各地各单位的年终绩
效考核范畴。

“九公桥镇九公桥村原党支部书记海北
平，村支部委员谢雄华分别侵占村集体生态
公益林补助款17442元、9939.9元用于个人
日常开支。 海北平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谢雄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收缴其违纪
所得。 ”近日，在邵阳市纪委官网，邵阳县纪
委再次通报7起典型案例。 对典型案例进行
公开通报，已成为一种常态。

盖一个章要收100元，这个“蝇贪”够典
型。北塔区状元洲街道状元社区居民李某到
社区打居住证明， 社区秘书蔡某提出要收
100元钱才给其出具证明和加盖公章。 事情
办完后，蔡某将100元钱据为己有。 最终，状
元洲街道党工委给予蔡某党内警告处分。

今年1月至6月，邵阳市共发现“雁过
拔毛” 式腐败问题线索208个， 受理举报
400件，立案138件，结案128件，164人受到
党纪处分或政纪处分，15人被移送司法机
关， 追缴资金1724.5万元， 退还群众资金
850万元。

推动责任层层压实
严厉整治之外，该市积极探索，推动责

任层层压实。
市纪委牵头组织编印《村干部廉洁履

职手册》4万余册，发放到全市所有乡村干
部，明确权力清单和责任边界。 同时，建设

“互联网+监督”平台，在全市村级组织设
置村监委， 发挥村监委在村务监督中的

“探头”作用。

在今年的村级换届中，该市加强换届风
气监督，发放《村干部违纪违法警示录》《换
届纪律明白卡》10万余册，实行县、乡、驻村
干部三级包干责任制， 利用电话、 信访、接
待、网络平台和举报箱“四位一体”的举报受
理平台， 全市查处违反换届纪律的案件108
起。

成绩的背后，是对失职失责党员干部的
严肃问责。 邵阳市明确规定，对“雁过拔毛”
式腐败专项整治工作推动不力或者违反有
关规定的，要严肃查处，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今年来， 该市先后对城步苗族自治县
丹口镇骗取财政资金等脱贫攻坚领域，邵
阳县、隆回县违规招投标等工程建设领域，
市区汽车制造厂棚户区改造拖欠农民工工
资等民生项目领域的典型案例进行严肃追
责问责， 一批领导干部和责任人员受到纪
律处分和组织处理。

其中，城步丹口镇洞旺公路项目监管形
同虚设， 导致国家财政扶贫资金108.8万元
被骗取，其涉及的业主单位、业务主管部门、
工程审计结算部门等共11名公职人员被追
究党纪政纪责任。

严管干部树立新风
邵阳还从干部的生活细节着手， 规范

干部8小时以外行为，帮助党员干部守住底
线、不越红线。

“‘微腐败’ 影响不‘微’， 表象在基
层， 根子在干部。 只有严管干部， 才能从
根本上匡正干部作风， 净化政治生态。”
邵阳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邓广雁说。

据了解，一场由惩治“微腐败”衍生的
“纠四风、治陋习”专项行动，已在邵阳进行
得风生水起。在全市范围内，该市开展了禁
赌限牌专项整治、 党政机关副处级及以上
领导干部亲属“吃空饷”问题专项整治、“四
治四提”（治庸提能、治懒提效、治散提神、
治软提劲）专项整治等3个专项行动。

近日， 邵东县纪委给予县安监局党组
书记、 局长申春民党内警告处分， 县委组
织部则按程序免去了申春民的领导职务。
申春民丢官， 源于他今年初参与的麻将赌
博。 截至目前， 该县已严肃查处26名渉赌
的党员干部。

无独有偶。 武冈市马坪乡国土所原所
长刘立飞利用职务之便将收取的群众建房
批地款用于打牌赌博， 刘立飞被开除党籍
并移送司法机关。

随着邵阳市专项整治的成效逐步显
现，当地群众纷纷点赞：“如今，‘打点小牌，
喝点小酒’的干部难以为继了。 ”

� � �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通讯员 赵宗山
田开秀 记者 陈勇） 6月27日， 张家界市
永定区桥头乡熊家逻村杨家湾贺龙早期革
命活动旧址揭牌， 该市党史研究室等党政
部门负责人、 当地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
为贺龙在大革命时期， 湘鄂边、 湘鄂西、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 曾经居住和开
展革命活动的老房子挂牌。

据永定区党史工作者考证，贺龙10多岁
时跟随贩盐的马帮曾在杨家湾住过。 1916年
3月16日，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捣毁芭茅溪
盐局，成立一支农民武装，担任桑植讨袁军
总指挥，参加推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革命活
动，杨家湾成为贺龙的活动中心。

红军长征以后，当地群众将这栋老屋保
护到现在。 最近，在张家界市开展党性教育
基地建设活动中，桥头乡杨家湾的干部群众
组织起来， 成立红色文化宣传教育办公室，
宣传红色文化，挖掘红色旅游资源，带动乡
村旅游，杨家湾老屋更加凸显其重要性。

从严治党在路上

念好从严治党“微字诀”
———看邵阳以惩治“微腐败”匡正大作风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依法对张湘涛立案侦查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于振宇 ） 记者今
天从湖南省人民检察院获悉， 日前， 湖南省人民检
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长沙市委原常委、 宣传部
长张湘涛 （副厅级） 立案侦查。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查之中。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依法对唐国栋立案侦查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于振宇） 记者今天从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获悉， 日前，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依
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湖南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
任、 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原总队长唐国栋（副厅级） 立
案侦查。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杨家湾贺龙早期
革命活动旧址揭牌

衡山县委原书记
周建受贿案开庭审理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汤
研科） 今天， 衡山县委原书记周建受贿案， 由衡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衡东县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公诉机关衡阳市检察院指控： 2008年至2015
年期间， 被告人周建先后利用其担任衡阳市雁峰区
人民政府区长和衡山县委书记的职务便利， 在工程
承揽、 工程款项支付结算、 工程项目纠纷协调、 征
地拆迁补偿、 工程项目优惠政策、 人事编制等方面
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共计人民币
626.8万元、 港币2万元、 美元1万元， 以及价值共
计人民币26.8万元的名牌手表、 摆钟。

该案因案情较为复杂， 法院将择期宣判。

《求索》杂志社原副主编
章克团接受组织审查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张斌 ） 记者今天
从省纪委获悉，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求索》 杂志社
原副主编章克团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被省纪委驻省
委宣传部纪检组立案， 正接受组织审查。

章克团， 男， 汉族， 1956年12月出生， 湖南
长沙市人， 大学本科学历， 副编审。 1981年1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年9月参加工作， 历任共青
团长沙市委员会干部， 《求索》 杂志社编辑， 《求
索》 杂志社第一编辑室副主任， 《求索》 杂志社第
二编辑室主任等职务， 2000年1月至2014年2月任
《求索》 杂志社副主编， 2016年12月退休。

� � � � 6月28日， 航拍花垣县精准扶贫易地移民搬迁安置工程———龙潭镇安置区。 该安置区占地面积14.4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5.24万
平方米， 总投资8700余万元， 满足龙潭镇李梅村、 角弄村352户1385人易地搬迁入住。 目前， 李梅村安置房已建成， 角弄村安置房
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 整个安置区工程计划8月全部建成。 龙恩泽 摄

干净整洁的移民搬迁安置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