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朱季）株洲市纪委近日通报了
5起脱贫攻坚工作作风不实的典型问
题，共涉及县（市）、乡（镇）、村党员干
部19人。

经查， 2016年11月， 醴陵市均
楚镇殷家冲村党支部书记黎牛知、 党
支部委员钟海明弄虚作假， 为本村3
户未进行危房改造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违规申请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并出具
虚假验收报告。 均楚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卢炼钢、 党委委员何春泉、 民政
专干龙志明和醴陵市住房和城乡规划
建设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朱发平、 档
案馆馆长邹莉履职不力， 把关不严，
致使3户贫困户违规享受危房改造资
金6万元。 醴陵市纪委决定： 给予卢
炼钢、 朱发平批评教育处理， 给予何
春泉、 邹莉诫勉谈话处理， 给予龙志

明、 黎牛知党内警告处分， 给予钟海
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醴陵市阳三石街道、 长庆示范区
负责人“四个意识”不强，贯彻落实中
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措施不得力，工作
不到位，在2017年1至2月份醴陵市脱
贫攻坚考核中，被评为三类单位。醴陵
市纪委决定： 给予阳三石街道党工委
书记孙平、办事处分管副主任陈金林、
长庆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汤文、 党工委
副书记、 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付华德诫勉谈话处理。

今年以来， 醴陵市扶贫办多次向
官庄镇扶贫办、 沩山镇扶贫办催报扶
贫工作摸底数据， 上述两镇在3月15
日、19日、20日3次催办后， 仍未及时
报送相关数据， 致使上级决策部署空
转、精准扶贫政策不能落地。醴陵市纪
委决定： 责成醴陵市扶贫办约谈官庄

镇分管扶贫工作的镇人大主席田芳
宇、 镇扶贫办主任唐军和沩山镇分管
扶贫工作的镇人大主席李明林、 镇扶
贫专干王鑫。

经查，2017年5月23日， 株洲县
委、县政府到淦田镇、古岳峰镇督查脱
贫攻坚工作，发现淦田镇八斗村、古岳
峰镇腰塘村“一户一档”资料不完善，
且该问题在5月4日的督查中已经发现
并要求整改，经过20天仍未整改到位。
株洲县纪委决定： 责成县作风办约谈
淦田镇党委书记唐志军并根据《株洲
县干部作风“十二分制”管理办法》对
其记1.5分，约谈淦田镇扶贫办主任齐
斌并对其记3分；责成县作风办约谈古
岳峰镇党委书记何兴旺并根据《株洲
县干部作风“十二分制”管理办法》对
其记1.5分，约谈古岳峰镇扶贫办主任
彭立并对其记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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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省纪委
三湘风纪网近日发布，湖南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跃
涛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杨跃涛，男，汉族，1964年8月出生，湖南省平江县人，在职
研究生，1983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9年10月任桃江县委书记，2006年6月任益阳市人民政府
党组成员、市长助理，2007年1月任益阳市政协副主席、市人民
政府党组成员、市长助理，2008年12月任益阳市委常委，2009
年1月任益阳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2016年9月任益阳
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2016年11月任省统计局党
组成员，2016年12月任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省统计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
杨跃涛接受组织审查

� � � �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吴晔）“这
次培训班，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当前我们青树坪镇的脱贫攻
坚、各大项目建设都到了紧要关头，通过学习、交流，使我信
心更足了，决心更大了。 ”今天上午，娄底全市乡镇党委书
记、乡镇长培训班开班，双峰县青树坪镇党委书记李国庆在
经过一天紧张的听课、学习后，颇有心得。

娄底组织这次培训班，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娄
底市委关于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的部署安排，是
前段时间开展的领导干部“履职尽责、攻坚克难”责任心教
育的延伸。 开班仪式上，娄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荐国以“做组织放心群众信赖的基层干部”为题和与会人
员进行了交流探讨，并就如何认清新形势下乡镇（街道）担
负的责任和使命；如何把握乡镇（街道）工作的重点、难点，
开创新局面；组织放心、群众信赖的基层干部标准是什么等
问题进行了阐述和解答。

近几年来，娄底市委对乡镇（街道）干部高看一层、厚爱
一分， 不断加大从基层一线选人用人的力度。 目前， 全市
150名县市区领导班子成员中， 有76名具有乡镇党政正职
任职经历。 2016年换届期间，新提拔进入县市区“四大家”
班子及其他副处级岗位的36人中，直接从乡镇党政正职提
拔的有12人，占比达33.33%。

娄底培训全市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

“做组织放心的基层干部”

� � � �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肖湘东）近日，经衡阳市委批准，衡阳市纪委对
符成安、王振国、唐蔚、邹长青4名市管党员领
导干部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并给予相应
党政纪处分。

经查，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书
记、主任符成安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如实报
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人事录用中违规为亲属谋
取利益；违反廉洁纪律，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
公务的礼金、 旅游， 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
益；违反生活纪律，包养情妇，并生育一女；违反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本人或与其情妇共同收受贿赂，贪污
公共财物。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有关规定，市纪委、
监察局决定，并报市委、市人民政府批准，给予
符成安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将其涉嫌违
法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原衡南县委常委、 县政府副县长王振国违
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不
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红
包礼金；违反工作纪律，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
重大流失；违反生活纪律，与他人发生不正当男
女关系；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收受他人财物。 依
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有关规定，市纪委、监察局决定，
并报市委、市人民政府批准，给予王振国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并将其涉嫌违法犯罪问题及
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衡阳弘湘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唐蔚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衡阳市纪委
决定，并报市委批准，给予唐蔚开除党籍处分。

南岳区人民政府原副区长邹长青违反政治
纪律，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违反廉洁纪
律，收受他人财物；违反生活纪律，与他人发生
并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收受
他人财物。 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有
关规定，市监察局决定，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撤销邹长青南岳区副区长职务， 按副科级重新
确定职级。

� � �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易昕）今天，
记者从邵阳市公安局大祥分局获悉，“6·27” 持枪抢劫案主
犯张某已被抓获，该案告破。

2016年6月27日22时许， 邵阳市大祥区檀江乡双江村
10组村民陈某正和朋友在家中打牌，突然门外3名蒙面大汉
手持长枪闯了进来，抢走现金共计3万余元，开车迅速逃离
现场。 陈某立即报警。

接到报警后， 大祥公安分局迅速行动， 展开大面积搜
查，在搜寻3日无果后，判断犯罪嫌疑人张某已经逃离邵阳。
2016年6月30日，大祥公安分局成立“6·27”专案组，抽调20
名精干警力全力开展侦破工作。 2017年， 该案被省公安厅
列为督办案件，限期破案。

专案组一边做张某家属工作， 一边前往全国各地对其
进行搜捕。今年7月，有消息传来，嫌疑人张某可能已经潜回
邵阳。 正带队在浙江追逃的檀江派出所所长唐毅闻讯返回
邵阳。7月28日，专案组民警兵分3路，蹲守在张某住处附近。
长期在外逃窜的张某具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 逮捕行动一
波三折，侦查民警冒着酷暑与张某斗智斗勇。 最终，专案组
民警在邵阳市双清区工业街附近将张某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张某对1年前的持枪抢劫行为供认
不讳，根据张某交代，民警搜出其用于抢劫的5连发来福枪
和23发来福枪子弹。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邵阳破获“6·27”持枪抢劫案

衡阳4名党员领导干部
违纪被处分

通讯员 夏昕 袁忠民 唐纯洁

他，耐得住寂寞，在信访岗位上一干
就是11年；他，充满激情，先后化解信访
积案150多件，妥善调处信访群体性事件
1200多起， 他就是永州市零陵区信访干
部李拓宇，因工作业绩突出，多次受到上
级嘉奖。

把信访人的事当家事办
“信访人就是我的家人，信访事就是

我的家事。 ”李拓宇的这句话很多同事都
经常听他说起。

零陵区珠山镇高夫殿村的谢玉花，
10年前， 她花4万元买了一台洗矿机，没
多久便在一次环保执法行动中被执法人
员砸了，没有获得赔偿。 数年后她开始上
访，向政府索赔数百万元。 2016年，李拓
宇接手这个信访案件后， 数次深入珠山
镇走访案件相关人员。

当时执法很仓促，没有提前通知到每
个人。 更关键的是，谢玉花办了洗矿证，尽
管是执法行动后补办的。 当时有关部门为
了应对环保检查，填写办证时间时有意提
前了几个月。 李拓宇觉得当时相关部门工
作上有失误。谢玉花又患有多种疾病，家境
贫困。在李拓宇的调解下，有关部门最后补

偿了谢玉花1.3万元。
大庆坪镇石溪岭村唐驼英老人有两

个儿子，一个儿子在服刑，一个儿子患有
尿毒症，家里十分贫困，却一直没被纳入
低保。 李拓宇专程去大庆坪乡调研，原来
唐驼英平常言语间得罪了村里不少人，
村民不愿意投她的票。 李拓宇跟乡政府
领导反复沟通， 请他们多做村民思想工
作，让村民别记唐驼英的“仇”。 唐驼英低
保手续办好后，2016年底，唐驼英带了一
袋花生来到李拓宇家感谢， 李拓宇告诉
妻子唐翠华想办法接济一下， 唐翠花不
仅没收花生，还挑了几件衣服，拿出200
元钱，一并塞给唐驼英。

为人随和但坚持原则
“李拓宇很随和，但他坚持原则，即

使是领导认可的事，如违背原则，他也不
苟同。 ”在零陵区信访局同事的眼里，李
拓宇并不只是一名专做好事的“菩萨”。

上个世纪80年代，零陵区修建潇水西
路时，征收了30多户居民的房屋，赵春素
（化名）是其中之一,当时政府跟这些拆迁
户都签了征收协议。 但赵春素几年前开始
上访，不断地跑省城和北京越级上访。

李拓宇觉得赵春素家里情况有些特
殊， 丈夫已去世， 儿子40多岁了还没结

婚。 因此，他建议区里提供赵春素一套廉
租房。领导批准了李拓宇的提议。赵春素
却要求将这套廉租房过户到她的名下，
为此又不断上访。

个别领导为了息事宁人， 提出答应
赵春素的要求算了。“这个口子怎么能
开？除非我调离了信访局！” 李拓宇很是
坚决。

2001年， 毛淑荣和弟弟通过公开招
标，买下了零陵卷烟厂附近一块700多平
方米的土地。 后来她弟弟得了重病，因忙
着为弟弟治病， 她以为地拍到了就是自
己的了，就没去国土部门办理后续手续。
6年后，弟弟病好些了，毛淑荣发现土地
已被有关部门重新打包卖给了一家开发
商，开发商都已建好了房子。

毛淑荣上访3年后，李拓宇接手这个
案子， 发现政府相关部门对此事应负责
任。有领导提出内部解决，补给毛淑荣60
万元。 毛淑荣不同意，要求给安置地。

“政府做错了事，就要敢于承担责任，”
李拓宇力挺毛淑荣。最后，区领导接受了李
拓宇的建议，拿出4处土地任毛淑荣选择。
毛淑荣选了其中一块地，事情妥善解决。

默默奉献、无怨无悔
“李拓宇对工作从不讲价钱，默默奉

献、无怨无悔。 ”零陵区信访局的同事这
样评价李拓宇。

1972年出生的李拓宇，26岁就已是
乡镇党委委员， 后调入区信访局任副局
长，2012年6月因单位领导职务改革，他
改任主任科员， 但从领导职务变成了非
领导职务。有人替他叫屈。李拓宇却不觉
得委屈。

李拓宇不仅扎实做事，还想事，他总
琢磨着如何将信访工作搞得更好。 按照
信访条例规定， 信访案件经过三级行政
机关依次做出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
意见后，如果信访人再上访，信访部门可
以不再受理。 但现实是，三级终结后，部
分信访人仍不断上访。

李拓宇大胆创新， 从2012年推出
“3+X” 信访听证模式， 解决信访积案。
“3”即听证会必请3类人：1名区信访联席
办人员，1名党代表、2名人大代表、2名政
协委员，1名律师；“X”即请信访人所在单
位或村组的群众代表、 所有相关人员参
加，同时邀请媒体予以监督。“3+X”信访
听证模式非常受老百姓欢迎， 这个经验
很快在全省推广开来。

“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受得住
委屈。 ”前不久，零陵区委发出通报，号召
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向李拓宇同志学习。

李拓宇：心中有爱 正道直行

因脱贫攻坚工作作风不实

株洲19名党员干部被问责通报

合力抗旱
8月2日， 宁远县太

平镇骆全村， 党员在抽
水抗旱。 7月中旬以来,宁
远县连续晴热高温， 造
成22.2万亩农作物发生
不同程度旱情。 该县组
织1万余名党员干部投身
抗旱一线， 帮助群众解
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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