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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5月28日，湘潭市国土资源局测绘院原院
长周湘勇涉嫌挪用公款被移送审查起诉。

5月下旬，常德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方际三被“双开”，并移送审
查起诉。

……
这些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

置第一案”。 今年来，随着监察法的出台实施
和各级监察委员会的相继建立， 湖南各地首
次使用留置措施，打响监察调查“第一枪”，一
张张“成绩单”吸引各界眼球。

调查过程中， 为什么要使用留置措施？
“留置第一案”的背后，又有哪些我们不知道
的故事？ 近日，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的采访。

留置：监委履职的一个“大招”
3月6日，邵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

主任周国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

据了解， 这是湖南省纪委省监委公开发
布的首个被使用留置措施的省管干部。

接着，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党组书记、主
任王华平，省环保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谢立，
省政协原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原成员陈三新，
湘潭市委副书记赵文彬， 娄底市政协副主席
肖扬等多名省管干部， 也涉嫌严重违纪或违
法，被使用留置措施。

3月28日下午2时40分许，随着“咔嚓”一
声， 涉嫌挪用公款近90万元用于网上炒期货
的澧县疾控中心原门诊收费员赵大鹏， 被一
副明晃晃的手铐锁住。 自此，常德首位被县级
监委采取留置措施的公职人员成功移送司法
机关并执行逮捕。

值得一提的是， 在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之前，赵大鹏作为一个事业单位的收费员，
并不属于监察对象。 改革后，他不仅成为监察
对象，还被使用了留置措施。

“对赵大鹏进行隔离调查，有利于排除其
他干扰，有效加快办案进度。 在调查初期，是
否有其他人员涉案尚不清楚， 采取留置能够
防止串供、销毁证据的可能。 此外，还能有效
防止赵大鹏逃跑以及发生安全事故。 ”澧县监
委办案人员说。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
是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
覆盖。 ”省纪委省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主任陈
刚介绍， 今年3月颁布实施的监察法规定，监
察机关对中国共产党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务委员会机关、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各级委员会机关、 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业
联合会机关的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法律、法规授权
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
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公
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
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

从事管理的人员， 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等6类人员进行监察。

为保证依法履行职能， 监察法赋予监委
可以使用12项调查措施的权限。 这其中，留置
措施，就是其中一个“大招”。

按照规定，如果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
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 监察机
关已掌握其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 仍有重
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有涉及案情重大、复
杂，可能逃跑、自杀，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隐匿、
毁灭证据，有其他妨碍调查行为等情形之一的，
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 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场
所。 对涉嫌行贿犯罪或共同犯罪的涉案人员，监
察机关也可以依照规定采取留置措施。

目前，除了开头讲述的多起案件外，我省
各级监委“当头一炮”使用过这一“大招”的，
还有长沙市金融办副主任周练军案、 武冈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向方雪案、 衡阳市卫计委原

主任邹爱民案、 湖南湘江新区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招标法务部部长胡钧策案、 临武县公安
局汾市派出所辅警熊志新案等。

依规依纪依法 ， 快查快结
“刷新纪录”

监察法规定， 留置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
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一次，延长时间不得
超过3个月。 从各地“留置第一案”看，在留置
等措施的帮助下， 很多案件依规依纪依法实
现快查快结，可谓是案案“刷新纪录”。

省农业科学院生产管理处财务科原出纳
倪向军挪用公款案， 是全省首例由省监委指
定基层监委查处的留置案件， 也是省监委指

定基层监委办理后首例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的留置案件。 这起涉案金额巨大的案件，从2
月3日芙蓉区监委对倪向军采取留置措施，至
3月19日解除留置措施、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仅用时一个半月时间。

无独有偶。 3月1日，长沙市纪委监委指定
宁乡市纪委监委办理长沙某置业投资公司及
其董事长兼法人代表王某涉嫌行贿问题线
索。 作为全省首件涉嫌单位行贿留置案，从3
月15日经上级监委批准决定对王某采取留置
措施， 至4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该
案采取留置措施只有44天。

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郴州办
理了打击黑恶势力“保护伞”采取留置措施的第
一案。从3月1日开始，临武县监委对为赌博犯罪
团伙提供“保护伞”的临武县公安局汾市派出所
辅警熊志新采取留置措施。 33天后，也就是4月2
日，该案由县监委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纵观各地“留置第一案”，不论是涉案金
额上千万元的， 还是给犯罪团伙充当“保护
伞”的，或者动用公款行贿受贿的，不少案件
在两个月内，被留置人均被移送了司法机关，
演绎着一幕幕“速度与激情”。

法治化 、 专业化 ， “融合 ”
“1+1>2”

好成绩的背后，有一个“秘籍”———“融合”，
以及“融合”的新变化———法治化、专业化。

开展监察体制改革后， 我省反腐败工作
呈现三大变化———第一， 纪检监察队伍变大
了，各市县按不低于23%的标准完成市县两级
检察院涉改部门行政编制划转任务， 全省纪

检监察干部从4755人增加到6876人;�第二，监
督覆盖面变大了， 监察对象从70多万人增加
到120多万人，比过去增加了几十万，实现对
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第
三，监督执纪手段变多了。

进一家门，成一家人，做一家事。为促进工作
开展，我省着眼于“收指成拳、聚同化异”，加强业
务培训，注重实战养成，加速人员、机构、职能、业
务和感情的全面融合。同时，我省出台37项制度，
重点推动纪法、监司的顺畅衔接。

这一点，各地“留置第一案”均可以看出端
倪。 通过对反腐力量的优势整合，纪检监察系统
原有干部与检察院转隶干部“混编”共同办案，优
势互补，全面融合，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达到

“1+1>2”的改革效果，体现了制度的优越性。
今年2月， 在办理倪向军挪用公款一案

时，芙蓉区监委敢于先行先试，一方面抽调13
名业务骨干组建专案组（其中6名纪委干部，7
名转隶干部），分为5个调查组同步进行，大家
在执纪审查一线交叉锤炼，既各自发挥优势，
又互相学习，在实战中磨砺能力。 另一方面，
在案件事实基本查清、证据收集基本到位、调
查报告已初步完成的情况下，经批准，案件审
理部门提前介入，同时根据地域管辖，向检察
院发出《提前熟悉案情邀请书》等，有效推动
了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顺畅衔接。

“以前侦查一起挪用公款犯罪案件至少要6
到7个月，对纪委移送过来的案件，我们也要重
新再侦查一遍。 ”从检察院转隶并担任芙蓉区监
委委员的舒序松介绍，如今纪委监委合署办公，
确保了违纪违法问题的一次性取证到位。

“当时， 我们顺着线索分组展开相关调
查，可人员力量的不足，加上自身调查措施的
限制，有些侦查手段需要借助公安、检察机关
的支持配合，降低了我们初核的工作效率。 ”
在回忆办理邵阳市“留置第一案”———武冈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向方雪案的初核情况时，邵
阳市监委办案人员感叹， 直到2018年1月6日
邵阳市监委正式成立后才发生改变，“监委成
立后，赋予了我们更多的监察权限，我们加强
了力量对涉嫌职务犯罪的问题线索进行核
实，纪法衔接更通畅了，效率大大提高了。 ”

“监察体制改革，让我们挺直了腰、铆足了
劲。”采访中，无论是原来在纪委工作的纪检监察
干部， 还是从检察院转隶而来的纪检监察干部，
都普遍反映经过“留置第一案”这个“八卦炉”的
锻造，自己的能力素质进一步提升了，各方力量
更好地凝聚了，办案效率也“水涨船高”。

如何规范程序，是一次挑战
“留置第一案”，没有范本可以借鉴，如何

规范程序，是一次挑战。
监察法中，对于监察程序，作出了严格规

定。 同时明确，监察机关收集的物证、书证、证
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
子数据等证据材料， 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
证据使用， 证据必须按法律的要求和法定程
序来取得。

为把“留置第一案”办成“铁案”，湖南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按图索骥”，主动增强
法律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严把事实关、
程序关、 法律适用关， 充分试用各种调查权
限，以刑事审判标准进行取证，全过程严肃规
范。

办理倪向军案期间，在试用留置、讯问、
询问、搜查、鉴定、谈话、查询、扣押、查封、调
取等10种措施的基础上， 芙蓉区纪委监委选
派9名财务人员组成财务专组，驻点案发单位
专职查账，5个工作日就查清上千笔账目的来
龙去脉，并形成会计鉴定结论，为固定违法犯
罪事实奠定了坚实的证据基础。 在使用讯问
措施过程中， 该区监委严格按照安全办案要
求，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及时固定审讯成
果和证据，切实保障了被调查人的正当权益。

“采取留置措施时当场宣读权利义务告
知书，24小时内向其家属和单位送达留置通
知书，每天1次定时体检，每次连续讯问不超
过6小时， 讯问时至少两个审查人员参与，且
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充分保障被留置人员合
法权利。 ”参与办理熊志新案的临武县监委委
员郭岑彬介绍。

宁乡市的“留置第一案”，办案组工作人
员严格按照监察法规定采用调查措施收集有
关证据， 确保每一份证据符合实体法和程序
法规定。 王某涉嫌单位行贿案立案后，调查人
员综合采用询问、讯问、查询、调取、搜查、留
置多种措施，收集被调查人供述、被调查人自
书供词、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近20份，收集各
类书证400余页。

4月17日，醴陵市监委将该市公安局禁毒
大队大队长巫红刚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犯罪问
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这是株洲市首例
留置案。 为办好这该案，醴陵市纪委监委迅速
成立专案组， 坚持实体和程序并重， 层层挖
掘，步步深入，综合采用10项调查措施，谈话、
询问、讯问达160余人次，查询、调取物证书证
180余份。 同时，外调组远赴江西、福建等地调
查取证，迅速锁定了关键证据。

“对留置措施的使用，我们是慎之又慎，
必须是问题性质达到了留置的标准， 并严格
按程序报批备案，对监察对象的谈话、询问、
讯问，以及监察留置的全过程，都是同步录音
录像。 ”陈刚告诉记者，随着各级“留置第一
案”的密集办结，为湖南纪检监察机关如何办
理留置案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示范， 对不
收手、 不知止的违法乱纪行为形成了强大的
震慑，有利于提高反腐败工作的规范化、法治
化水平， 有利于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实
现高质量发展。

�荨荨（紧接1版）终场哨响，76比0！观众目瞪口
呆。

为避免再次出现悬殊比分， 接下来的比
赛，凉亭坳女篮被裁判刻意压缩了比赛时间，
但她们继续以30分以上的悬殊比分连续大
胜，一举夺冠，在怀化市引起不小轰动。

【新闻延伸】
2013年8月，27岁的张琼琼放弃在北京一

个篮球训练营的工作，通过湖南省特岗教师
考试，来到大山环抱中留守儿童占70%以上
的凉亭坳学校任教。 他要实现一个梦想，用
篮球为农村的孩子开辟一片新天地。当年11
月，张琼琼向校长夏永贤提出组建篮球队。

夏永贤在凉亭坳学校工作了28年， 知道
大部分学生的归宿只有一个———去城市打
工。 但他还是让张琼琼试一试， 通过特色办
学，看能不能帮孩子们走出一条新路。

起初，最大的阻力来自家长。张琼琼晚上
打着手电，跋山涉水做家访。磨破嘴皮子，才
勉强征得家长同意。

一番折腾，凉亭坳学校女子篮球队成立。
8名队员都是留守儿童，身高最高的1.48米、最
矮的1.32米，个个“面黄肌瘦”，且没有一点基
础，运球跑几步都困难。

没有经费，张琼琼自掏腰包3000余元，为

队员们购买了球衣、球鞋和篮球。他用在训练
营学到的先进理念训练队员， 每天早晚进行
训练，风雨无阻。训练虽然辛苦，但山里女娃
能吃苦，没有一人中途退出。

2.26比1.61，与姚明握手最萌身高差
【新闻回放】
去年7月14日， 在中国篮协举行的一次活

动中，凉亭坳学校女篮应邀参加。当主持人介绍
张琼琼及其队员代表蒋慧霞时，身高2.26米的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笑容满面地走到张琼琼和只
有1.61米高的蒋慧霞面前， 握着他们的手，动
情地说：“你们的事迹让我深受感动。 一场比赛
对人生来说是短暂的， 但是我们每走过的每一
条道路、踩过的每一步脚印，都会留在心里面。
希望你们一直走下去，我会一直关注你们。”

【新闻延伸】
2015年7月，第27届CPBA全国（U13）“苗

苗杯”小篮球赛在武汉举行。来自全国的46支小
学篮球代表队中， 凉亭坳学校女篮显得十分扎
眼：队员一个个又瘦又小。但她们敢打敢拼，出
乎意料地闯进了全国8强。组委会负责人对张琼

琼说：“你们这支队伍比冠军还出彩。”
两年后，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CPBA全国

（U13）“苗苗杯”小篮球赛上，凉亭坳学校女篮
再续辉煌，拿到了第5名、综合排名第3名。

一段“逆袭”之旅，震惊国内篮坛。有人在
网上惊呼：在凉亭坳学校女篮队员身上，看到
了梦想的力量。

“第28届的比赛没能参加，主要是没有经
费。那时，可是我们实力最强的时候。”张琼琼
不无遗憾地对记者说， 篮球队外出比赛经费
主要靠找单位“化缘”和网友赞助。

1vs1，山里女娃“赢”了NBA球星
【新闻回放】
2016年9月9日，凉亭坳学校女篮应邀到

上海参加NBA休斯敦火箭队球星詹姆斯·哈登
中国行活动。在攻防演示活动中，由凉亭坳学
校女篮队员罗婷婷对阵詹姆斯·哈登。罗婷婷
带球晃过身材高大的詹姆斯·哈登，自信地中
距离起跳投篮。球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飞进
篮中。“ok！”詹姆斯·哈登竖起大拇指。

【新闻延伸】

“张老师培养了我的自信心。”罗婷婷谈起这
件事感慨地说，由于个子矮，她在队里比较自卑，
一度想放弃。张琼琼找来个子不高的日本国家篮
球队队长吉田亚沙美的录像给她看，让她重拾信
心，苦练投篮技术，每场比赛都能拿到高分。

“收获的不仅仅是比赛成绩，更重要的是
让一群留守儿童增强了自信， 在打球中享受
了快乐。”张琼琼说。

篮球点亮了山村孩子的梦想。2015年以
来，长沙雅礼中学、长郡中学等名校纷纷前来
凉亭坳学校挑选篮球“苗子”。目前，凉亭坳学
校共有20多名篮球队员被省内名校录取，学
校成为省篮球后备人才基地、 全国小篮球理
事会会员单位。

“城里也有家长把孩子送到我们的篮球
队来。”张琼琼介绍，怀化城区有个叫申瑾文
的孩子，被家长送来训练后，球技大长，入选
U14国家篮球队。

5月下旬，凉亭坳学校篮球艺术节激情上
演，吸引众多学生参加。夏永贤欣喜地告诉记
者，该校篮球运动已上升为篮球文化，实现了
特色兴校，办学规模由2013年的400多人增加
到今年的600多人。

张琼琼一家四口住在学校一套52平方米
的老房子里。“我来后， 就有10名老师调到城

里去了。有不少城里的学校要‘挖’我走，但我
还是想留在这里，为孩子们再做点事。”张琼
琼望着学校旁边的大山说。

■短评

梦想的魅力
肖军

放弃大城市的安逸生活， 来到边远山区
学校任教，以奋斗筑梦圆梦，用篮球点亮留守
儿童的梦想， 特岗教师张琼琼特就特在自己
有梦，并成就了学生的梦。

闪亮的梦想，用奋斗打磨 。有梦想 ，有机
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创造出来 。
组建留守儿童篮球队，自掏腰包购买装备，用
严格和科学的方法训练， 带孩子们走出大山
开阔视野……张琼琼的事迹告诉我们， 梦想
既要志存高远，也要脚踏实地，瞄准目标和方
向，一步一步前行，梦想才会成真。

教育改变人生， 一个好老师可以改变大
批学生的命运。教育扶贫是心智的扶贫。农村
教育究竟怎样改革与发展？ 怎么点亮山区孩
子的梦想、托起明天的太阳？张琼琼老师给出
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打响监察调查“第一枪”
———聚焦湖南各级监委首次使用留置措施

张琼琼和他的女子篮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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