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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黄垣 黄耀红

“建议由三都镇党委给予曹纪国开除党籍处
分； 责令曹纪国辞去松木村村民委员会主任职
务，由三都镇政府取消曹纪国专职干部待遇。”资
兴市纪委调查组人员的话音刚落，前来村部参加
公开答复现场会的三都镇松木村几十位党员、组
长纷纷鼓起掌来。

这是近日，发生在资兴市三都镇松木村村部的
一幕。长期信奉“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村主任曹纪
国，最终因为自己的肆意妄为尝到苦果。

该市纪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曹纪国
2005年4月任松木村村秘书，2011年4月至2018
年4月任松木村村主任。 从曹纪国的履历可以看
出，他没有在村上担任过支部书记，虽然能力较
强，但为人较霸道，在村里“威信”无人能比，村里
大事基本是他“做主”，来办事的人都习惯“找主
任”。

权力的拥有， 让曹纪国对金钱的欲望膨胀。
他既不与村支两委干部商议，也不召开村民会议

讨论，利用村主任的职务之便承揽工程，甚至冒
用他人名义与村上签订工程合同，将工程获利纳
入私囊。他把村委会当成是“自己家里”的，“我当
家我做主”，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2016年， 资兴市国土局在松木村草里组建
设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工程造价10.32万元，该工
程交由松木村村委发包。曹纪国决定自己承建该
工程，但碍于自己是村干部的身份，便以村报账
员曹某某丈夫的名义承包该工程。曹某某迫于曹
纪国的“权威”，提供丈夫的身份证复印件给曹纪
国用于签订合同。后来，曹纪国将工程获利据为
己有。

“他的名字叫纪国，党纪国法本应常记心中，
但他把党纪国法抛脑后，为所欲为。”调查人员介
绍。

2012年， 三都镇民政办根据上级文件要求
开展农村危房改造资金发放工作。 按照政策规
定，纳入农村危房改造的村民可享受的建房补助
有3种档次，每户不能重复享受。

2012年至2014年，几户村民找到曹纪国，希

望能够享受低保户档次的危房改造资金。曹纪国
明知他们不符合享受低保户档次危房改造资金
的条件，却私自帮助他们通过虚构事实等方式骗
取低保金及危房改造资金近6万元， 并事后收受
他们钱物3200元。

“曹纪国严重违纪行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
有自身素质不高、 法纪观念淡薄等主观因素，更
有宣传教育缺位、监管机制缺失、制度落实不力
等一些深层次的客观原因。” 该市纪委有关负责
人认为，杜绝这些现象，要从多方面加强对村干
部的监管。

“一是强化思想教育。加强对村干部的思想
教育和党性党纪教育，定期开展法律法规和党纪
条规知识的学习教育。二是健全管理制度。对已
实施的村务及财务公开、村账镇管、重大事项集
体决策等制度予以完善，严格执行。三是加大查
处力度。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要严厉查处农
村基层的微腐败、‘小官大贪’‘苍蝇’ 飞等现象，
让侵蚀群众利益的腐败分子付出代价、 得不偿
失。”该负责人说。

�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5月16日，省纪委对近期
各地查处的5起贫困村驻村工作队腐
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

1. 湘潭县财政局原副科级干部、
驻花石镇原东晓村工作队队员张德立
以权谋私问题。2015年6月至2018年1
月， 张德立在担任驻村工作队队员期
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原东晓村用
于本村建设的四盏太阳能路灯安装至
青山桥镇松柏村和平组老家， 共计价
值1.31万元；将干旱塘水毁修复项目虚
列的工程设计费及工程管理费1.77万
元和应予发放的2015年至2017年部分
危房改造补助、助学补助5.98万元占为
己有。2018年3月， 张德立受到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违纪资金被全
部收缴到位。

2. 邵阳县卫计局驻岩口铺镇白地
村帮扶工作队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不履
职、不作为问题。2017年10月至2018年
1月，邵阳县卫计局驻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张运祥和队员兰文健，2个多月未驻
村开展帮扶工作， 且存在扶贫基础工
作落后、 对自己联系的贫困户情况不
熟悉、帮扶手册中帮扶措施和帮扶成效
栏为空白等问题。2018年2月， 张运祥、
兰文健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并被召
回。邵阳县卫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吕曲
平对该局脱贫攻坚工作不力的问题负
有主要领导责任，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3. 石门县国资经营管理中心副主
任科员、 县财政局驻壶瓶山镇北溪河
村工作队队长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丰

双林违反工作纪律、 作风不实问题。
2017年12月28日中午， 丰双林工作日
午餐饮酒。 当日下午参加全县脱贫攻
坚动员会时， 因没有在座次表上找到
自己的座位，便撕掉了座次表，导致其
他参会人员无法找到座位， 并与会务
人员发生争执，造成了不良影响。2018
年3月， 丰双林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

4. 平江县公安局驻村工作队队员
兼岭羊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张易高违反
工作纪律、作风不实问题。2017年1月，
张易高在县公安局虚报扶贫走访伙食
费0.4万元用于个人有关招待支出。
2015年至2016年， 张易高利用其担任
县公安局驻村工作队队员兼岭羊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职务便利， 违规指定其
朋友黄某某承包岭羊村村级道路建设
工程， 并擅自同意黄某某在该村非法
采砂用于道路建设， 且违规代表岭羊
村为其工程借款担保。同时，张易高违
反县委扶贫工作关于住宿和走访的相
关规定。2017年8月， 张易高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召回。

5. 中方县住建局驻中方镇栗山村
工作队队长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唐小
明违反工作纪律、作风不实问题。2018
年1月30日，唐小明在中方镇参加扶贫
工作会议后，未回驻村开展工作，也未
履行请假手续，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并
于当天下午在工作时间到鹤城区某麻
将馆打字牌。2018年1月， 唐小明仅在
村住宿1晚，违反脱贫攻坚工作队员驻
村规定。2018年2月1日，唐小明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召回。

�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彭亚）今天，2018年湖南“争做新时代向上向善湖
南好青年”颁奖活动在长沙举行，一批优秀青年和
青年团队获奖。

本次“向上向善湖南好青年”推选活动得到了
社会公众和各级团组织的积极响应、热情参与。活
动启动以来，经个人自荐与团组织推荐选出207名
候选人，通过公众投票、评委会专家投票等环节，
最终选出19名“向上向善湖南好青年”和1个“向上

向善湖南好青年群体”以及6名“向上向善湖南好
青年”提名奖。其中，匡兵、肖海波、梁菲还获评
2018年“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南县洞庭湖生
态经济创新示范区管委会80后青年团队获评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群体”。接下来，团省委还
将从“向上向善湖南好青年”中遴选一批优秀代
表，组建分享团赴基层开展“青年大学习”活动，
带动更多的青少年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欧阳权）近日，株洲军分区通过视频会议系统，点
名批评了3个未按计划执行年度休假的单位，并责
令要求人武部主官写出书面情况说明。

去年以来， 随着国防动员系统改革的进一步
深入， 军分区机关和人武部人少事多的矛盾相当
突出。军分区常委在蹲点帮带团级单位时，发现基
层干部普遍反映休假难的问题。经调研发现，近两
年来休假干部比率仅达到62%，干部长期处于高压
的亚健康状态，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部队战斗力。
军分区党委把解决干部休假难作为转变机关作风
来抓，切实维护好官兵利益。为此，他们制订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干部探亲休假的具体措施》，建

立个人年度休假计划上报备案、 每季度休假情况
通报等制度， 并明确每名干部必须落实休假制度
责任人。

“谁执行不力，谁就要挨板子。”军分区政委胡
鹏飞告诉记者，为抓好制度落实，军分区机关和人
武部层层签订《干部休假探亲责任书》，副职领导
由本级主要领导负责， 机关处领导和人武部主官
由军分区司令员、政委负责，参谋人员由各处处长
负责，谁履行责任不力追究谁的责任。军分区政治
工作处每季度进行核查通报， 并通过政工网向基
层官兵公示。

据了解，株洲军分区建立干部休假探亲通报机制
以来，既保护了干部的切身权益，也激发了工作动力。

�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记者 何淼玲）今天，
宁乡市人民法院召开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
新闻发布会，当场为19名案件当事人兑现案款
4600余万元。

宁乡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吴欣介
绍，今年截至5月中旬，宁乡法院受理各类执
行案件共计3159件， 执结1739件， 结案率
55.05%，执行到位金额1.45亿元，执结率和执
行到位率分别同比上升13.84%、10.5%。

宁乡法院破解执行难进展顺利， 得益于
三大举措。一是“挂图作战”，逐案突破。该院
将所有未结案件逐案排查，摸清底数，明确责
任，登记造册，并根据不同的案件制定不同的
实施方案。二是集中开展执行活动时，邀请属
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参与、见
证、监督执行工作，做到公正司法、阳光执行，
取信于民。三是建立执行联动机制，加强与公
安、房产局、国土局等单位协作，形成解破执行
难合力。今年以来，法院查询被申请人银行账
户、不动产、车辆等信息1万余次，将失信被申
请执行人纳入失信黑名单9359人次，司法拘留
58人，对涉嫌拒执犯罪的，移送公安3案3人。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通讯员 康锋辉 施永红

“我愧对组织培养和厚待，我认
罪……”近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卫
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郑山红含泪忏
悔。

前不久，郑山红因犯受贿罪、贪污
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据了解， 这位女局长栽倒在牌桌
上。“牌龄”长达28年的郑山红，从以打
牌消磨时间，慢慢变成一种爱好，赌注
从1元、2元， 上升至一盘牌输赢上万
元。渐渐“囊中羞涩”的她，最终伸出了
罪恶之手。

由于经常参与打牌赌博需“活动
资金”，2010年至2017年， 郑山红先后
收受下属礼金13万余元；2010年至
2016年间，采取虚列开支、虚报发票等
手段，套取单位公款数十万元。

同时，利用手中权力，郑山红多方
“捞金”。通过“关照”匡某中标某安置
区项目，先后收受现金70万元；帮杜某

申请民营医院名额，收到“活动经费”5
万元； 帮武陵源区人民医院工作人员
胡某调动工作，笑纳“辛苦费”1万元。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被自己的侥
幸心理害的。”郑山红的忏悔，再次印证
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道理。

2016年和2017年， 郑山红先后两
次因单位违规公务接待、 违规发放津
补贴问题，被武陵源区纪委谈话函询。
对组织提醒、教育，郑山红没有放在心
上， 没有如实交代问题， 而是心存侥
幸，企图瞒天过海。

面对即将到来的法律严惩， 为了涉
险过关， 郑山红还千方百计掩盖违纪事
实，玩起了对抗组织审查的种种伎俩。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郑山红最终
不得不为自己的违纪违法行为买单。
今年1月22日，郑山红被“双开”并移送
司法机关。

“由于自己法纪观念淡薄，放松了
约束，才使得自己的价值观发生严重偏
离……”郑山红在忏悔书中写道。然而，
后悔来得太晚，身陷囹圄的她将面对铁
窗高墙，独自品味自酿的人生苦酒。

�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李国
斌 ）3年来有128条交通违法未处理，
共被扣429分，累计罚款17200元！ 记
者近日从省交警总队获悉，常德经开
区交警查获的一辆无行驶证且连续3
年未年检的小汽车，堪称“交通违法
王”。

5月9日上午， 常德经开区交警大
队科技秩序中队在辖区桃林路善卷路
口设点对过往车辆进行例行安全检
查。 9时40分左右 ， 一辆牌号为湘
F8N2**的白色小汽车在接近检查点
时，突然变道冲关。 负责警戒的执勤交
警迅速将检查点前方的其它车道关

闭，小车被迫停车。
交警对该车证照和车内物品进行

了仔细检查。 经查，该车购买了保险，但
无行驶证，2015年至今已经连续3年没
有年检，张贴在车前挡风玻璃上的年检
标志系伪造。 交警通过进一步核实车辆
信息发现， 该车从2015年6月25日至今
有128条交通违法未处理， 共被扣429
分，累计罚款17200元，其中严重交通违
法一次被扣6分的就多达46次， 从电脑
中调取打印出来的交通违法记录数据
有1米多长。

交警依法暂扣了李某驾驶的违法
车辆，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向上向善湖南好青年”评选揭晓

省纪委通报5起贫困村驻村工作队
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女局长栽倒在牌桌上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村委会不是“私人地盘”
———资兴“霸道”村主任肆意妄为被查处

株洲军分区严格落实干部探亲休假规定

“挂图作战”
逐案突破

宁乡法院执行到位
金额1.45亿元

谢勇烈士
魂归故里

5月16日上午，谢
勇烈士骨灰安放仪式
在衡阳烈士陵园举行，
来自社会各界的300
余人为谢勇烈士送行。
5月12日17时许，在淮
安市恒大名都二期19
号楼火灾救援中，年仅
21岁的他意外从火场
坠落，不幸牺牲。公安
部和江苏省有关部门
追认谢勇“革命烈士”
称号，并追认他为中国
共产党党员、追记一等
功。

罗盟 摄

“交通违法王”3年被扣429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