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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
1+N”旅游综合执法模式

韶山致力打造特色平安景区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 （记者 王曦 ）
“真没想到，游客这么多，秩序却保持
得这么好，下次我还要带孩子过来！ ”
8月29日，在毛主席铜像前，带着女儿
来韶山旅游的刘女士止不住地赞叹。
记者从景区管理人员处得知，目前韶
山每年接待游客的数量超过1600万
人次，如此惊人的接待量，却始终能
保持一方净土，这都要归功于韶山通
过创新引领、联动融合走出的一条打
造平安景区的特色之路。
记者来到韶山景区交通换乘中
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中心于去
年10月正式运行，是一座集停车、交通

换乘、咨询、导游、购物于一体的旅游
综合服务中心。现在，自驾到韶山的游
客将车辆统一停放在换乘中心后，乘
坐清洁能源环保车进入景区。
放眼望去，宽敞明亮的换乘中心
里，跟团的游客和散客购票后分别从
不同的安检通道进入乘车区，秩序井
然。
在韶山市旅游执法综合指挥中
心，公安、物价、交通运输、城管近10家
单位集中驻点办公。办公室里，蓝色的
文件夹里面整齐地装着一叠叠投诉处
理单，从投诉人信息、投诉内容到处理
结果、跟踪回访情况一一记录在案。

记者了解到， 指挥中心自今年1
月试运行以来，共接到咨询、求助及
投诉电话400多个， 立案受理50多
起，100%得到解决，电话回访情况显
示群众满意率100%。
今年3月10日， 贵州游客曾先生
投诉， 韶山某饭店用餐价格不合理。
执法人员立即进行调查，发现其存在
“点餐、结账分别使用两套菜单”的现
象，属于价格欺诈行为，且曾多次因
此被投诉。 最终，责令该店停业整顿，
退还了多收的游客餐费192元， 并予
以罚款10万元。
“我们借鉴了网格化管理的概

念，把景区及周边地区划分成11个小
网格，实行精细化、责任制管理，实现
了责任到人、快速响应。 通过实行‘旅
发委+旅游警察+市场监管等’的
‘1+N’旅游综合执法模式，已初步形
成了标本兼治、惩建并举、综合治理
的工作格局，有力遏制了旅游市场乱
象。 ” 韶山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综治办主任庞伟义告诉记者。
目前，韶山率先在全省成立了旅
游警察大队、 旅游市场监管大队、旅
游巡回法庭、旅游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等4个市场管理保障机构， 统一调
度，全面负责。

盘华：
啦啦操刮起“瑶族风”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耀东
名片
盘华，1981 年 出 生 在 双 牌 县 城
关镇。 2004 年，盘 华 从 武 汉 体 育 学
院体育系毕业后， 来到湖南科技
学院体育学院开讲健美操课程，
并组建了该院体育啦啦操队。 2010
年至 2016 年，盘华率 队 参 加 全 国 体
育啦啦操联赛，多次获奖。 2016 年，
在湖南省健美操锦标赛中， 一举
获得一金两银两铜的好成绩。

盘华

故事

役前宣誓
8月28日， 参加双峰
县2017年第一期服役前
训练的148名准新兵， 在
蔡和森同 志 一 家 雕 像 前
庄严宣誓 ， 表 达 他 们 参
军入伍、 报 效 祖 国 的 决
心和信念。
王玖华 胡后继
摄影报道

人情往来？ 受贿索贿！
——
—郴州市环保局原局长曹元生错把“陷阱”当“
馅饼”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许志华 黄玲娟

8月中旬，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被告人曹元生犯受贿罪的
判决生效，郴州市环保局原局长曹元
生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并处罚金30
万元。 面对法律的公正审判，曹元生
悔恨不已。

自酿苦果：
退休之后仍锒铛入狱
在郴州，说起市环保局原局长曹
元生，不少认识的人都有“低调”“随
和”甚至“老实”的印象。 或许正是这
样的表征，贫寒出身的曹元生步入仕
途后，从一名普通公务员成长为正处
级领导干部， 还曾6次被评为优秀领
导干部，荣立一等功一次。 然而，本应
安享晚年、尽享天伦的曹元生，却在
退休后锒铛入狱。
在生态优美的林邑之城郴州，环
保局局长这个位置，在郴州人眼里的
分量可想而知。2002年4月，曹元生出
任郴州市环保局局长、 党组副书记。
正是这把炙手可热的“交椅”，让曹元

生的朋友圈、交际圈像生态系统一样
复杂多样、良莠难分，逐渐放松了警
惕、迷失了自我，错把“陷阱”当成了
“馅饼”，最终吞下自酿的苦果。
2016年6月， 因涉嫌受贿， 湖南
省检察院决定， 对曹元生执行指定
居所监视居住。 同年8月， 郴州市检
察院作出逮捕决定。 2017年 4月 25
日， 郴州市检察院向该市中级法院
提起公诉。
法院判决书显示，2002年至2015
年，被告人曹元生利用其职务便利，在
环保手续审批、 环保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环保项目争资立项、环保项目竣工
验收、环保案件查处、人事任命、承揽工
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刘某、
郭某等25人分99次所送财物共计人民
币242万元、美金7000元、价值过万元
的佳能相机一台， 其中还与另一犯罪
嫌疑人谭某共同受贿人民币10万元。

庭审焦点：
“人情往来”是否构成受贿
曹元生收受红包的时间集中在
春节前、中秋节前、端午节前和婚宴
上， 除一笔受贿数额最大的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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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大多数仅1万至3万元，最小的仅
4000元，送给他这些红包的人绝大部
分是有求于他的企业界“朋友”。2008
年至2014年， 某公司负责人先后7次
送给曹元生红包33万元， 数额从1万
元至5万元不等， 最大的一笔为20万
元。 同一时间，某公司股东先后14次
送给曹元生红包5.6万元。 就这样，曹
元生总共收受类似红包80多次，总额
180多万元。
同时，曹元生还存在索贿等犯罪
行为。 2012年至2015年，曹元生在退
居“二线”前，向某公司先后8次“报销
发票”32万元，向另一公司分3次“报
销发票”21万元。
这些红包和“报销发票”是否成
为受贿犯罪，成为了法庭控辩双方争
辩的焦点。
庭审时， 曹元生认为， “报销
发票” 是他帮助这些报账的公司解
决了职工计划生育、 上户、 老房子
等问题所支付的劳动所得。
其辩护人提出， 起诉书指控被
告人曹元生受贿的部分事实不应认
定为受贿。 因为， 有的是公司支付
给他的劳务报酬， 不应认定为索贿；

有的收红包行为缺乏“为他人谋取
利益” 的受贿罪构成要件； 有的则
是正常的人情往来， 不应当认定为
受贿。

悔之晚矣：
司法解释早已明确
这些礼尚往来的模糊认识， 在
公诉人出示的证据和释法说理下，
被一一厘清。 一审法庭也成了释法
说理的警示教育课堂。
庭审中， 公诉人指出， 表面上
的 礼 尚 往 来 红 包 和 “报 账 ” 所 得 ，
其实际都是“权钱交易”。 被告人在
主观上明知他人送钱是为了获取曹
元生职务便利所带来的利益， 既有
收受行为， 事后也无退返行为， 具
有受贿的犯罪故意。 收受贿赂后即
使正常履职， 也侵犯了职务行为的
廉洁性， 因此收钱后没有违规办事
依然构成受贿罪。 如果在收钱后出
现了不正确履职问题， 行为人可能
同时触犯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等
渎职犯罪。 不管是逢年过节送红包
的感情投资， 还是先给钱后办事，
或者先办事后感谢， 都适用“两高”
最新司法解释。
2017年7月21日， 郴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下达一审刑事判决书， 采纳
了检察机关的上述公诉意见， 包括
该案的从轻处罚的情节， 遂依法作
出上述判决。

“注 意 动 作 协 调 ， 加 强 节 奏
感 ……”8月20日， 湖南科技学院
体育馆， 该院体育啦啦操队30多
名学员在盘华的带领下， 挥汗如
雨，练习新动作。 盘华不仅是这支
体育啦啦操队的创始人，还是“瑶
族风”体育啦啦操的开拓者之一。
2009年初，盘华发现，全国体
育啦啦操项目风起云涌， 而永州
是一片空白。 于是，盘华决心在湖
南科技学院组建一支专业的体育
啦啦操队。
然而， 一些学生家长对体育
啦啦操的认识存在误区。 不少同
学也怕练习体育啦啦操耽误学
习。 好不容易招到10多名学员，不
等开班，又有4人不辞而别。 看到
这种情形， 盘华的眼泪不知不觉
流了下来。 但她冷静下来， 心想：
“我不能放弃，与其扯着嗓子喊，不
如干出点成绩。 ”
经费短缺， 盘华四处筹措资
金。 她还自掏腰包，带着大家外出
观摩、学习，向获得世界冠军的体
育啦啦操队请教。
2010年， 盘华带领湖南科技
学院体育啦啦操队首次亮相全国
啦啦操联赛。 面对众多经验丰富
的队伍，她们沉着冷静，发挥正常，
获得全国第5名的好成绩。
盘华不满足体育啦啦操现有
的表现形式， 在体育啦啦操的编
排上大胆创新，丰富表现形式。 江
永县千家峒是瑶族的发源地，江

华瑶族自治县是全国最大的瑶族
自治县，被誉为“瑶都”。 盘华尝试
在成套动作的编排中加入瑶族元
素，还根据瑶族的服饰风格制作比
赛服装，打造本土特色的体育啦啦
操队。
这是之前没有人做过的事，遭
到不少人质疑。盘华坚信：“没有做
过尝试，怎么能说不行呢？ ”于是，
她多次带着学员深入瑶族聚集区，
观看瑶族同胞的舞蹈表演，了解他
们的生产生活。与学员们反复设计
动作，并在排练中不断改进。 队员
李红梅向记者介绍：“最多的一个
动作，反复修改达200多次。 ”
2016年， 盘华带领湖南科技
学院体育啦啦操队在湖南省健美
操锦标赛上刮起一阵“瑶族风”，获
得一金两银两铜的好成绩。
在长期的体育啦啦操指导实
践中，盘华发现，传统的训练方式，
学员手、腿部要分开练习，既麻烦，
也不科学。 盘华心想，能否把用于
训练腿部的垫子和用于训练手部
的把杆融为一体，设计出一种新型
的训练器械？
经 过 一 年 多 不 断 改 进 ，2016
年， 她设计出一种既能练手臂肌
肉、又能练习腿部柔韧性的柔韧拉
伸器，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队员
唐某柔韧性差，动作僵硬，队友们
称她“冰坨子”。通过辅助设备有针
对性的训练， 她的动作达到了标
准，成为体育啦啦操队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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