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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蒋伟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12月6日，省纪委对全省各地查处的8起
国家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涉矿等经营性活动典
型案例进行了通报。

通报指出，要严肃查处不如实报告、弄虚
作假、对抗清理、明退实不退、工作失职失责，
以及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问题，及时通报曝
光，形成强高压、长震慑态势。

邓建明违规参与涉砂经营活动案

2004年至2008年3月， 邓建明在担任长
沙市开福区农业林业水利局原水政监察大队
队长期间，与妹夫易某某、弟媳陈某某合伙出
资120万元（邓建明出资84万元、易某某与陈
某某共出资36万元）购买一条运输船，从事
运营砂石业务。邓建明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以
高于市场价1元/吨的价格在开福区范围内的
部分砂场出售砂石， 从中谋取利益。2017年
10月，邓建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吴承群违规参与涉烟花爆竹
经营活动案

醴陵市二医院血液透析科主任、 主治医
师吴承群，于2014年12月出资180万元，其妻
李芳出资80万元，合伙注册成立醴陵市百润
鞭炮烟花销售有限公司，吴承群任法人代表、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7年9月8日， 吴承群
在填报《醴陵市国家公职人员参与涉矿等经
营性活动个人情况报告表》 时， 向组织报告

“本人未参与涉矿等经营性活动”。2017年10
月13日，醴陵市专治办通过工商信息比对筛
查， 发现吴承群瞒报注册醴陵市百润鞭炮烟
花销售有限公司及经营的情况。2017年11
月，吴承群受到警告处分。

袁文、 陈辉为采砂船船主谋利
并收受贿赂案

2012年，袁文在担任岳阳县人大常委会
党组成员、副主任、兼任县砂石办主任期间，
与岳阳县东洞庭湖管理局党委委员、 县砂石

办副主任陈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同意采砂
船船主阮某某进入岳阳县东洞庭湖从事采砂
经营，阮某某承诺按1元/吨给予袁文、陈辉好
处费。2012年至2016年初， 袁文共收受阮某
某好处费40万元，陈辉共收受阮某某好处费
48万元。袁文、陈辉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
法问题。2017年4月、5月，陈辉、袁文分别受
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
线索均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姚海洋违规参与涉砂经营活动案

岳阳县政府办原副主任姚海洋， 在担任
岳阳县东洞庭湖河道采砂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期间， 于2016年4月伙同有关亲属在岳
阳灏东荣湾公司（从事砂石开采经营）程某处
入股200万元，当年底姚海洋分得红利100万
元。2016年10月，姚海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某挖砂船取得湖南省河道采砂许可证提供
帮助， 并以他人名义在该挖砂船入股20万
元，当年底分得红利2.4万元。姚海洋还存在
多次为挖砂船船主提供帮助、 谋取利益和收
受、索要他人财物，以及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2017年4月，姚海洋受到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处分， 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被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

覃昔军、侯满丽等10名公职人员
违规参与涉小水电经营活动案

2017年10月底，石门县纪委在抽查石门
张家渡水电有限公司是否有国家公职人员入
股情况时，发现县水利局正科级干部覃昔军、
县政协正科级干部侯满丽、 县移民局正科级
干部向纪元、县统计局工作人员杨国庆、县水
利局工作人员易志君、 县农业局工作人员贺
勇、县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易云环、县计划
生育与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徐云、 县教师进
修学校教师董辉群、 县商务粮食局工作人员
唐生霞等10名公职人员，在专项整治自查自
纠阶段均未如实报告其入股石门张家渡水电
有限公司的情况，也未按要求办理退出手续。
2017年11月，覃昔军、侯满丽、向纪元分别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杨国庆、易志君、贺勇、易云

环、徐云、董辉群、唐生霞分别受到行政警告处
分。

欧阳轶农、 何庚辉违规参与涉砂
经营活动案

益阳市赫山区公路管理局职工欧阳轶农，
于2013年4月， 与时任益阳市赫山区公路管理
局路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兼槐奇岭超限检测
站站长何庚辉各出资5万元与他人合股经营宏
旺运输公司。2013年8月欧阳轶农通过宏旺运
输公司经营砂卵石运输生意，需途经槐奇岭超
限检测站， 欧阳轶农要求何庚辉予以关照，并
承诺所得利润两人各一半。至2013年底，欧阳
轶农获利20万元，何庚辉获利10万元。2014年4
月，欧阳轶农与何庚辉各出资20万元入股湘阴
魏家湾砂场，至2016年底，欧阳轶农与何庚辉
分别获利10万元。欧阳轶农、何庚辉还存在其
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17年8月， 欧阳轶农、
何庚辉均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
线索均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朱建永违规参与涉矿经营活动案

江永县粮食局主任科员朱建永，于2010年
8月，以儿子朱某某的名义出资147万元（占股
49%），与他人入股成立江永县永明粉体有限公
司（主要经营大理石、方解石开采加工及其产
品销售），并担任公司经理，分管财务及审批开
支等工作。2015年6月，永明粉体有限公司将股
东变更为朱建永本人。2012年9月至2015年7
月，朱建永在公司领取工资12.25万元。朱建永
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2016年5月，朱建永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姜益民违规参与涉矿经营活动案

溆浦县淘金坪乡文化旅游服务中心职工
姜益民，于2011年11月，在溆浦县淘金坪乡农
业技术服务站工作期间， 出资125万元入股其
朋友贺某某开办的溆浦县卢峰镇黄花坪村长
里坡采石场，2014年11月姜益民又追加投入50
万元，合计占股50%。2016年7月，姜益民因股
东权益与贺某某产生纠纷并进入司法程序。
2017年11月，姜益民受到记过处分。

从严治党在路上
省纪委通报8起典型案例———

剑指公职人员
违规参与涉矿等经营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钟懿）记者今天从桑植县公安局获
悉，该局刑侦大队经过艰苦摸排，将潜逃17
年的命案逃犯张某在新疆阿克苏捉拿归
案。2000年5月发生在桑植县龙潭坪镇的
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件终于有望结案。

自全省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 桑植县
公安局刑侦大队认真清理库存， 成立了追逃

小分队，由刑侦大队教导员肖世传牵头，负责
追逃工作。张某系湖北省鹤峰县人，17年前案
发后一直潜逃， 没有身份信息， 没有户籍照
片，追逃难度可想而知。7月以来，肖世传多次
往返湖北的走马、鹤峰、恩施等地，进行摸排
走访， 发现张某利用亲弟弟的身份信息躲藏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在新疆警方的支持下，最
终坐实证据，于12月5日将其抓获归案。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罗雪梅）12月5日， 全省新录用监
狱戒毒人民警察初任和首次授衔培训班汇
报演练暨结业典礼在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
院举行。280名意气风发的青年经过2个月
培训后， 即将奔赴监狱和强制隔离戒毒工
作岗位。

结业典礼上，新警们的队列指挥、单警
防御体技能、三人小组压点控制战术、双警
协同控制、 擒敌拳和警棍盾牌术等汇报演
练，展示了培训成果，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
貌。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厅长范运田勉励参
训新警要走好职业第一步， 争当新时代优
秀的监狱戒毒人民警察。

280名新录用监狱戒毒人民警察奔赴岗位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庆林）“大家要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时刻把纪律和规矩
挺在前面， 以实际行动做全面从严治党的
表率。”12月4日下午， 郴州市委书记易鹏
飞与该市厅级干部进行了集体廉政谈话。

谈话前， 大家一起观看了省纪委与长
沙市纪委联合摄制的警示教育片《迷失》。
谈话中， 易鹏飞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深

刻体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
念，切实履行好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
任和领导干部“一岗双责”。从警示教育中
获得启示和警醒，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政
治规矩，时刻用纪律和规矩规范言行、严以
用权。真正把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落实到郴州的改革
发展实践中。

郴州对厅级干部进行集体廉政谈话

17年前的命案逃犯落网

12月4日， 临武县
麦市镇上乔村， 医务人
员为村民做B超检查。
当天，该县卫计局、县人
民医院等单位联合开展
“落实十九大精神 志愿
服务进基层”活动，分别
在麦市镇麦市村、 上乔
村进行义诊。
陈卫平 郭奇志 摄影报道

志愿服务
进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