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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刘萍萍

法律工作者，本应守护公平正义，维
护法律权威。 长沙法律工作者戴建维却
反其道而行之。 他与几个当事人串通一
气，帮人打“假官司”，合伙骗取87万元，
结果自食其果，涉事3人被判刑。

3人合谋动歪念
先来介绍一下这3名获刑人员身份。
戴建良，1964年出生于长沙市望城

区，初中文化，经商。
戴建维，1975年出生于长沙县，本

科文化， 案发前系长沙市天心区诚信法
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刘庆平，1962年出生于衡东县，高
中文化，经商，住长沙市雨花区。

事情还得从2011年说起。
这年7月，戴建良挂靠长沙春华建筑

有限公司， 承接了长沙经开区星沙产业
基地康宝莱雷硕全球天然产物原料生产
基地厂房建设项目。该项目竣工后，戴建
良为偿还其所欠王辉武以及刘庆平等人
的债务，动起了歪脑筋，他想通过伪造证
据、提起诉讼的方式起诉春华建筑公司，
准备从该公司骗取虚假的合同货款用于
偿还债务。

不久，戴建良通过王辉武介绍，认识
了长沙市天心区诚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
作者戴建维。戴建维与戴建良合谋，决定
通过伪造钢材供应商与春华建筑公司的
钢材供应合同, 虚构春华建筑公司尚欠
钢材供应商的合同款未付清等事实，起
诉春华建筑公司以套取虚假的合同款
项。经戴建良多次请求，与其存在业务关
系的刘庆平答应作为钢材供应商， 配合
起诉春华建筑公司。

为了准备起诉材料， 戴建良按照戴
建维要求， 伪造了刘庆平与春华建筑公
司的钢材购销合同、87万元钢材款的欠
条等证据， 并利用其所掌握的春华建筑
公司康宝莱项目部的印章在合同和欠条
上加盖了公章， 刘庆平在伪造的合同上
签了字。

“假官司”骗到真货款
2015年4月28日， 戴建维作为刘庆

平的诉讼代理人， 向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起诉春华建筑公司， 要求该公司支
付在康宝莱项目中所欠钢材款87万元。
2015年5月19日， 戴建维作为刘庆平的
诉讼代理人， 戴建良作为春华建筑公司
的诉讼代理人， 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

协议，由春华建筑公司分3次向刘庆平支
付钢材款87万元，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
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确认了上述调解协
议内容，该调解协议发生法律效力。

春华建筑公司支付的87万元到账
后，戴建良将其中的6万元用于偿还其所
欠刘庆平的个人借款， 将其中55.5万元
用于偿还其所欠王辉武的个人借款，其
余款项用作偿还个人其他债务。

自食苦果悔已迟
戴建良、戴建维、刘庆平骗款得手大

约半年后， 春华建筑公司向长沙县公安
局报案。

2016年6月7日，公安民警在长沙县
黄花镇将戴建良传唤到案； 同年6月14
日， 刘庆平经公安民警电话联系后主动
到长沙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投案自首；同
年6月22日， 戴建维经公安民警电话联
系后主动到长沙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投案
自首。

案发后，戴建维主动退缴违法所得1
万元， 刘庆平主动退缴违法所得6万元，
王辉武主动退缴违法所得30万元，以上
37万元已发还给春华建筑公司。

戴建良向春华建筑公司出具承诺
书， 承诺在2017年元旦前还清其余款
项，春华建筑公司亦出具谅解书表明：如
戴建良按承诺履行即对其行为表示谅
解。但截至本案开庭之时，戴建良尚未向
春华建筑公司支付余款50万元，但双方
已达成付款协议， 春华建筑公司对戴建
良的行为表示谅解。

2017年12月15日，长沙县人民检察
院指控戴建良、戴建维、刘庆平犯虚假诉
讼罪，向长沙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8年4月24日， 长沙县人民法院
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戴建良、戴建维、刘
庆平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妨害
司法秩序且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其
行为均已构成虚假诉讼罪。 在共同犯罪
中，被告人戴建良、戴建维共谋并积极实
施犯罪行为，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被
告人刘庆平根据被告人戴建良要求协助
准备虚假诉讼材料， 起次要作用， 系从
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最终， 法院以虚假诉讼罪判处戴建
良有期徒刑1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
元；判处戴建维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2万元；判处刘庆平有期徒刑6
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责令3人共同退赔春华建筑公司50万
元。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张斌）记
者今天从长沙市纪委监委获悉， 宁乡市
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刘平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刘平，男，汉族，1970年10月22日出
生，湖南宁乡人， 1994年7月参加工作，
199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学文

化。历任宁乡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督察室
主任（兼），宁乡县大屯营乡党委书记，宁
乡县城郊乡党委书记， 宁乡县人民政府
副县长，宁乡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宁
乡县委常委、 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2017年12月任宁乡市委常委、市政府常
务副市长。

法治故事

与人合谋打“假官司”骗取货款87万元———

长沙一名法律工作者被判刑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覃飞

“彭书记，我的危房改造已经完工，
财政补贴有28500元呢， 再也不担心下
雨天了。 可你为了我， 竟得罪了你的伯
父，真是过得硬的好干部啊！”

五一劳动节这天， 正在休假的澧县
澧澹街道纪工委书记彭淼的电话响起，
电话里传来城头山镇八里河村19组村
民陈海龙的声音。

彭淼是一名“85后”基层女干部，于
去年6月调任澧澹街道任纪委书记，此前
几年一直在城头山镇担任副镇长。 陈海
龙是她当时的联系点村中的一位贫困
户，10多年前被诊断患上喉癌， 虽然手
术成功，但欠了不少债，且不能做重体力
活儿，妻子也改嫁他乡。坚强的陈海龙带
着幼小的儿子与年迈的父母相依为命。

这些年，搭帮党的政策好，为陈海龙
解决了低保，每年的治疗费报销后，自己
负责的部分也不多了。期间，彭淼还时不
时地给陈海龙的儿子陈天乐资助生活
费。去年，陈天乐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录取。

面对党委政府的关心和彭淼的资
助，陈海龙感激不已，他暗暗发誓自己再
困难也不能再给政府添麻烦了。

今年初，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危房改
造申请时间。 对着村里张贴的政策宣传
资料， 陈海龙虽然认为自己也是符合条
件的， 但想到这些年镇村两级给予自己
的帮助实在是太多了， 他便主动放弃了
这次申报。

3月上旬，已调任至澧澹街道上班的
彭淼， 接到了城头山镇副镇长夏学建的
电话。 夏学建在电话里告诉他：“八里河
村有个叫彭林舟的农户找到了我， 称申

请了危房改造，请镇里资格审查时‘高抬
贵手’，并一再说是你的伯父。我想了想，
还是要把这个事告知你一下。”

“彭林舟是我的伯父，但他的危房改
造不能批，我伯父的条件比较困难，但比
他困难就没有了吗？ 村里陈海龙的条件
不是更差吗？”电话里，彭淼坚定地表示。

“我小的时候，父母亲在县城上班，
林舟伯伯视我如己出，经常给我做饭，送
我上学。如今，伯父已年过6旬，去年还发
生了一场车祸，身体大不如前，伯母也常
年多病。但我是纪检干部，打铁必须自身
硬，伯父不能打着侄女儿的旗号办事。况
且，陈海龙的条件更差，他那房子还是上
世纪80年代修建的，是名副其实的危房
啊。”彭淼后来解释说。

当晚，彭淼回到家，就把这个“不让
伯父申请危房改造”的决定告诉了父亲。
她父亲是名老党员， 对女儿的做法非常
支持。

3月11日，正值周日，彭淼和父亲一
道来到城头山镇八里河村的彭林舟伯父
家，动员伯父撤销危房改造申请。伯父开
始很不理解， 认为彭淼是“六亲不认”，
“管得太宽”。彭淼和父亲始终赔着笑脸，
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并承诺伯父如要改
造房子，自己和父亲可以自掏腰包支持，
但这个危房改造计划要“让”给更困难的
群众。

看到弟弟和侄女说得在理， 彭林舟
终于想通，当即打电话给村支书，撤销了
自己危房改造申请。

接着， 彭淼和父亲又来到陈海龙的
家，请他申请危房改造。随后，户主申请、
资格审查、张榜公示等一路“绿灯”，村里
还组织人员施工。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
头的一幕。

情与纪的抉择

宁乡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平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月4日，中国兵器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工人在忙着装配传动机械。近年，该公司依托产业优势抢占
先机，研发生产重型装备与工程机械、传动机械系列产品，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额逐年攀升。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王慧崎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通讯员 刘勋惠 段
石明 黄祥湖）安仁县茶安水库管理局驻金紫仙
镇赵源村扶贫工作队员何某, 从未住宿村里,且
未开展实质性帮扶活动。 为逃避监管, 他利用
“钉钉软件”中的漏洞，在其单位或老家打卡签
到。近日，何某受到行政记过处分，其单位负责
人也同时被问责。

在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活动中， 安仁县加

大扶贫领域作风问题的督查力度，由县纪委、监
委牵头，组成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分赴全县13个
乡镇、160多个行政村（居），对近400个工作队
员及10000多名帮扶责任人进行轮番巡查。巡
查中，采取一看（看帮扶效果）、二查（查到岗到
位）、三座谈（贫困户、预脱贫户、非贫户座谈）的
模式，重点了解帮扶责任人扶贫政策宣传、帮扶
措施和帮扶责任落实到位情况， 以进一步压紧

压实主体责任，确保扶贫工作向纵深推进。
该县通过巡查发现， 造成帮扶不力的主要

“症结”在于，有的队员与单位工作没有完全脱
钩，有的单位选派队员滥竽充数标准不严，有的
部门领导对扶贫帮困流于形式，敷衍了事。针对
这些问题，安仁县委、县政府启动“一责双问”机
制，按照县《乡镇、县级单位党政正职、扶贫工作
队成员帮扶责任人脱贫攻坚工作问责的意见》
方案，对一批结对帮扶工作不实的责任人和“挂
名”“走读”的工作队员进行纪律处分。目前，已
有24名驻村工作队员被撤换，相关单位一把手
或约谈或诫勉谈话， 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向社会
公布。

安仁对扶贫工作不力者“一责双问”

24名驻村工作队员被撤换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刘勇）一项名为
“系列食品（农副产品）保鲜防霉膜研制及产业
化”的科技成果，今天在长沙通过湖南省食品科
学技术学会组织的专家评审，为减少食品（农副
产品） 损耗和降低质量安全风险提供了新的可
靠选择。

此保鲜防霉膜由常德金德新材料公司、哈

尔滨工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共同研制，历时5
年完成。其主要技术原理为：将涂料主体与保鲜
防霉添加剂结合形成环保涂料， 在国内外首次
采用涂布工艺与微胶囊造粒技术， 将该功能性
涂料涂在薄膜表面， 并根据不同的食品要求做
出不同的调整，使普通薄膜具有保鲜、防霉、防
雾等性能。

评审之前，该技术已在北京首农集团、北京
市菜篮子工程、湘潭宾之郎食品公司、湖南口味
王集团公司、内蒙古丰镇月饼协会、内蒙古张金
涛熏鸡公司等多家企业和单位应用， 表现出重
现性好、成熟程度高的特点，经济效益显著。比
如，用于干果类食物，该包装材料的阻隔性相比
普通包装材料提高2至4倍，保鲜时长延长1至3
倍，防雾效果提升80%。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克复领衔的专家评审团
队一致认为，该保鲜防霉膜技术含量高、创新性
强，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有良好的经济效
益，建议将成果尽快产业化。

包装干果保鲜时长延长1至3倍
系列食品（农副产品）保鲜防霉膜技术达国际先进水平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湖南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大力
实施省委“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全省文化
产业发展质量效益不断提升，“稳中有进”“进中
有优”“优中有新”。

据省统计局初步核算，2017年全省文化和
创意产业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占
GDP比重达6.35%， 国民经济支柱性地位进一
步巩固；与此同时，湖南文化产业影响力不断增
强，在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中国省市文化产业
发展指数（2017）”位列综合指数第七，居中西
部第一。

整体平稳：绝大部分行业表现
强劲增长态势

2017年， 全省文化产业整体平稳健康发
展，绝大部分行业表现出强劲增长态势。

湖 南 日 报 社 被 中 国 报 业 协 会 评 为
“2016-2017中国报业最具原创力媒体”，新
湖南客户端荣获省委、省政府颁发的首届“文
化创新奖”，华声在线网站荣获“全国地方网
站最具本土影响力品牌奖”；中南出版传媒集
团位列“全球出版业50强”第6名，连续9届入
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在
世界品牌实验室2017年“亚洲品牌500强”排
名第100位，居省级广电第一、亚洲电视品牌
第二。

“动漫湘军”持续发力，2017年全省动漫游
戏及相关业务年度总产值达275亿元， 新上市
运营手游款数、电视动画生产时长、动漫图书销
售数额、 动漫游戏类知识产权申请专项数量均
有大幅度增长。去年，全省烟花鞭炮行业实现总
产值228.2亿元， 其中浏阳花炮产值居世界第
一。

2017年，全省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突破3100
家，文化市场主体进一步壮大。据中宣部改革办

联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文化及相关产业
统计概览》，湖南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数量、营业
总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位居全国第七、第七、第
九。新增华凯创意、高斯贝尔、中广天择3家上市
文化企业。

加快步伐：媒体融合经济效益
日渐显现

今年4月，“2018互联网岳麓峰会” 在长沙
成功举办。近年来，湖南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
已连续举办5届的岳麓峰会逐渐发展成为中国
互联网的一场盛会， 互联网产业也成为湖南的
一张新名片，有力带动了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数
据显示，2017年全省纳入统计的移动互联网产
业营业收入达845亿元，是2014年的80倍，全省
移动互联网企业总数已达4.3万家。

2017年，湖南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
展步伐进一步加快，用户群体迅速扩大，经济效
益日渐显现。其中，“新湖南”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433.25万元、同比增长112%，移动客户端下载
量达1870万，综合影响力全省第一，全国省级
党端第四名，获评2017第十届新闻出版业互联
网平台优秀创新项目；芒果TV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35亿元、同比增长84%，移动端用户达5亿，挺
进国内网络视频行业第4，稳居国有控股视频网
站第一；红网新媒体集团组建后集聚效应明显，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61亿元、同比增长29.94%，
以时刻新闻客户端为代表的新媒体用户数达
4000余万。

全省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取得良好进展，文
化产业园区基地体系基本建立。 马栏山视频文
创产业园等重大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马栏山视
频文创产业园已揭牌， 省政府和长沙市均出台
了支持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建设的政策措
施， 成立了马栏山文创投资平台公司， 芒果大
厦、中广天择总部基地奠基，与华为等知名企业
签订合作协议。长沙天心文化产业园（国家级文

化产业示范园区）共入驻文化企业800余家，湘
潭昭山文化产业园新获得国家级文化示范园区
创建资格。

近年来，湖南大力实施“一县一品”发展战
略，推动县域文化产业快速发展。近3年全省规
模以上文化企业增长数量60%来自于县域，湘
西苗绣、浏阳烟花、江永女书等一批县域文化产
业品牌脱颖而出。同时，我省积极推动文化产业
和乡村振兴相结合，并结合脱贫攻坚，支持武陵
山连片特困地区对传统苗绣、 织锦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进行生产性保护， 新增就业近1万人，相
关从业人员人均年收入增加1万元以上。

敞开窗口：“走出去”力度不断加大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展开和开放崛
起步伐的加快推进，湖南文化“走出去”力度不
断加大，对外文化贸易规模实现大幅度增长。

2017年， 湖南文化贸易累计进出口总额
22.92亿美元、同比增长73%，其中出口额22.52
亿美元、同比增长71.5%，总量和增速均创历史
新高。中南出版传媒集团等10家企业和“宋旦
汉字艺术+文化湖南海外百城展” 等两个项目
入选“2017-2018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和重点项目”。

文化企业积极探索“走出去”的新渠道和新
模式，对外合作交流领域不断拓展。湖南出版集
团全年实现版权输出275种，投资入股法兰克福
书展IPR在线版权交易平台， 实现文化产品出
口到资本和服务输出的转型升级； 湖南广播电
视台国际频道将高清信号输出国门， 海外用户
数接近400万户， 覆盖人群超过3000万。 芒果
TV积极布局海外业务，《歌手》节目落地哈萨克
斯坦，《快乐男声》三大境外唱区共同发力，海外
用户规模已超1206万；天舟文化积极推动天舟
书院海外布点， 与人民出版社共同出资设立人
民天舟（北京），为国内首批两家获得对外专项
出版权的试点企业之一。

“文化湘军”风头劲
———湖南文化产业发展纪实之一

■编者按
第十四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10日至14日举行。湖南日报从今天起

推出“创新开放 融合发展———走近第十四届深圳文博会”专栏，从湖南文化产业发展成就、文化与
旅游融合、文化与科技融合等方面切入，全面反映湖南文化改革发展成果。文博会期间，湖南日报
社将组织旗下多家媒体，全方位报道本届文博会的盛况，呈上一场精彩的“文博会盛宴”。

创新开放 融合发展
———走近第十四届深圳文博会

江麓机电生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