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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毛德

“涟源市安平镇新万村党支部原书
记吴志平贪污侵占工伤赔偿金等问
题……”近日，省纪委监委通报多起群
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涟源
市一村支书因敢动贫困群众“救命钱”
位列其中。

这起案件的查处，还得从去年一场
巡察说起。2017年9月15日，涟源市委第
一巡察组副组长肖正红在该市安平镇
新万村开展巡察走访，与建档立卡贫困
户吴某其拉起了家常。

“肖组长，我在新万煤矿做事得了
硅肺病，只拿了15万元工伤赔偿。 ”吴某
其反映，别人告诉他工伤赔偿金不止这
么多，有可能被村支书吴志平截留了。

吴志平是新万村党支部书记，曾经
开办过新万煤矿。 虽然有怀疑，但老实
巴交的吴某其怕得罪这名“一把手”，不
敢去问。

肖正红当即答复，一定进行调查核
实。 随即将该问题线索移交涟源市纪
委。

“贫困群众的‘救命钱’也敢动？ 如
果情况属实，一定要严肃查处。 ”涟源市

纪委迅速成立调查组启动初核。
调查组前往涟源市工伤保险管理

局进行了查核。 查核的结果让人震惊。
工伤保险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实际拨付
给吴某其的工伤保险金为41.59万元。
调查组根据初核情况，对吴志平违纪问
题进行立案调查。

经查，新万煤矿在组织工人进行体
检时发现吴某其患有硅肺病，硅肺病属
于职业病，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赔偿。 新
万煤矿当时的法人代表吴志平前往市
工伤保险局为吴某其申请了工伤保险
赔偿。 吴志平领取了吴某其的工伤保险

赔偿金41.59万元，却告知吴某其工伤保
险赔偿金除去开支后只剩余15万元，后
将余下的26.59万元据为己有。

2017年11月7日， 涟源市举行现场
退款会，吴志平将截留的工伤保险赔偿
金退还给了吴某其。 至此，吴某其的工
伤保险赔偿金41.59万元全部给付到位。
2017年12月，结合吴志平的其他违纪行
为，涟源市纪委给予吴志平开除党籍处
分。

针对违纪违法案件暴露出的问题，
涟源市纪委监委举一反三，探索开展如
何做好审查调查“后半篇文章”。

全省交警加大
世界杯期间酒驾夜查力度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雷文明）
6月15日晚， 全省公安交警继续开展酒驾醉驾毒驾周末
夜查统一行动， 当晚共查获酒驾205起、 醉驾19起、 毒
驾1起。

15日晚， 省公安厅和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有关负责人
前往长沙城区主路口、 京港澳高速等重点路段， 现场督
导并直接参加夜查行动。 当晚9时许， 在京港澳高速长
沙收费站整治点， 当场查获1名涉嫌酒驾的驾驶人李某。
酒驾醉驾存在精神兴奋、 容易开快车、 反应变慢、 对突
发事件处置不当等安全隐患， 高速交警依法对李某饮酒
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 驾驶证记12分
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 当晚10时30分， 在省交警总队指
挥中心，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调度全省酒驾醉驾毒驾周
末夜查统一行动， 视频检查全省公安交警端午值班备勤
情况。

按照公安部的统一部署， 5月25日至7月15日特别是
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的每个周末， 全省公安交警集中开展
酒驾醉驾毒驾周末夜查统一行动， 严管严控城市特别是
城乡接合部、 餐饮娱乐场所周边道路， 涉酒涉毒事故易
发多发点段。 据统计， 前3次行动累计查处“三驾” 交
通违法2183起， 其中酒驾1921起， 醉驾210起， 毒驾52
起。

长沙组建11支
人防专业队

全面履行“战时防空、平
时服务、急时应急”三大任务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记者 郑旋） 今天上
午， 长沙市举行人防专业队授旗授牌仪式暨联
合演练活动。在长沙消防支队特勤训练基地内，
全新组建的市人防信息网络防护专业队、 人防
通信警报专业队、 人防医疗救护专业队等11支
人防专业队伍分别接受授旗、授牌，随后，上述3
支专业队以重要经济目标防护为主要内容，投
入模拟演练。

此次组建的人防专业队， 是长沙市研究探
索新时代人民防空防什么、怎么防和建什么、怎
么建的实际举措，将全面履行“战时防空、平时
服务、急时应急”三大任务。据介绍，11支专业队
共包括信息网络防护专业队、通信警报专业队、
医疗救护专业队、 心理防护专业队、 防化专业
队、交通运输专业队、伪装设障专业队、燃气抢
险抢修专业队、供水抢险抢修专业队、电力抢险
抢修专业队和轨道抢险抢修专业队， 由市人防
办、市卫计委、开福区武装部等市、区重点部门，
以及长沙移动公司、水业集团、轨道交通集团等
大型企业负责组建。

在联合演练环节， 市人防信息网络防护专
业队、人防通信警报专业队、人防医疗救护专业
队分别对小型机动指挥车开设与联通、 重要经
济目标伪装与防护、 医疗救护组织与实施及楼
层火灾内攻操组织与实施等4个科目进行了实
操演练，现场一度浓烟滚滚、爆破声震天。最终，
由于专业队员动作娴熟，在规定时间内，所有演
练全部完成。

� � � � 湖 南 日 报 6 月 18 日 讯 （ 记 者
于 振 宇）“涉黑罪犯陈某、 倪某具有
履行能力却不履行财产刑判决， 企
图逃避经济处罚，应作出暂不予以审
查检察建议”“涉恶罪犯陈某减刑间
隔期不符合法律规定， 应提出不同
意提请减刑检察建议 ” ……日前，
郴州市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
对8名罪犯的减刑假释情况发出了检
察建议。

前不久， 郴州市检察机关刑事执
行检察部门在对郴州监狱拟提请减刑
假释的200余名罪犯进行审查时发现，
数名涉黑涉恶罪犯存在犯罪次数多、

犯罪性质严重、 社会影响恶劣、 不适
用减刑假释和财产刑履行不到位等情
形。 进一步核实后， 他们对提请减刑
假释的涉黑涉恶罪犯开展重点审查，
并针对其中8名罪犯发出了检察建
议。

郴州监狱采纳检察机关建议， 对
陈某、 倪某督促履行财产刑， 对陈某
等2名罪犯不予呈报减刑假释， 对另
外4名涉黑涉恶罪犯责令分别补缴
5000元至2万元不等的罚金。

据了解， 为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 郴州市检察机关制定下发了
《关于充分发挥刑事执行检察职能作

用助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提出对涉黑涉恶罪犯刑罚变更执行工
作要落实“三个从严”， 即从严开展
刑罚变更执行审查、 从严掌握暂予监
外执行适用、 从严依法依程序进行财
产刑执行检察。 驻郴州、 桂阳监狱检
察室与郴州监狱、 桂阳监狱刑罚执行
部门一道， 对涉黑涉恶罪犯进行精细
排查， 建立健全相关台账， 切实掌握
涉黑涉恶罪犯服刑表现和财产刑执
行、 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履行及退赃情
况， 依法从严监督涉黑涉恶罪犯刑罚
变更执行， 不让涉黑涉恶罪犯在刑罚
变更执行中“钻空子”。

沅江一份检察建议
清洁了“油烟一条街”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李亮)

近日， 一条被油烟熏染了数月的城区街道， 在沅江市
检察院一份督促履职建议书发出后， 有关部门迅速整
顿， 街道重新变得干净整洁， 受到当地居民称赞。

数月前， 沅江市城区居民反映， 该市永兴路有众
多食品经营者占用人行道开设夜宵摊点、 烤制食品，
污染环境， 堵塞道路交通， 周边群众苦不堪言， 称它
是“油烟一条街”。 沅江市检察院民事行政科干警随即
展开调查， 发现反映的问题属实， 于是根据相关规定，
向当地城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 建议对永兴路进行整
治并加强日常监管。

这份检察建议引起沅江市城管局高度重视， 他们
组织人员， 对永兴路整治。 经10多天努力， 永兴路乱
摆的摊点清理了， 路面干净整洁了。 当地一位居民高
兴地说： “晚上空气里再没有油烟味， 心情都好了很
多。”

邵阳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
市纪委驻市公安局纪检组原组长
朱甲云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记者 张斌）日前，经
邵阳市委批准， 邵阳市纪委监委对邵阳市公安
局原党委委员、 市纪委驻市公安局纪检组原组
长朱甲云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

经查， 朱甲云违反政治纪律， 对抗组织审
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红包礼金和接
受私营企业主宴请，违规操办丧事和升学宴；违
反组织纪律，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
洁纪律， 以投资入股和放贷收息的方式违规从
事营利性活动；违反工作纪律，利用职务之便，
违规干预和插手工程项目； 违反生活纪律和廉
洁纪律， 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搞权色交
易；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长期打牌赌博，赌
资巨大，情节严重，妨碍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公务
涉嫌妨害公务犯罪， 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
利益并收受他人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家庭财产
巨大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朱甲云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
党员意识淡薄，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
收手，其行为影响恶劣、情节严重，给党的事业
和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等有关规
定，经市纪委常委会议、市监察委员会议审议并
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朱甲云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处分，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斯哲

“他们不仅医术高超，让我重新站起
来，而且医德高尚，是老百姓的好医生
啊……”近日，说起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
特意来家里退还15个红包的事， 新田县
三井镇油麻岭村一位村民热泪盈眶。

新田纪委派驻县卫计委纪检组于去
年9月进驻。 就在一个月前，新田县卫计
委发生了“8·14”违规饮酒事件，12人受
到相关问责的处理， 其中卫计委副主任
雷某被免职。这一事件，对于刚刚进驻该
单位的纪检组长乐慧华来说， 感受到巨

大压力。
“工作人员违规饮酒事件性质是恶

劣的，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纪检组把扭
转作风作为突破口， 把重塑形象作为重
点和亮点。”纪检组长乐慧华在纪检组会
议上分析道。

纪检组进驻后， 从小事和细微处着
手，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积极开展廉政
警示教育，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运用监督
执纪“第一种形态”，强化日常监督。 同
时，加大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重点查处
乡镇卫生院“小金库”、健康扶贫政策落
实、卫生院项目建设、违规发放津补贴或

奖金福利等领域的案件，震慑作用明显。
一系列举措， 让新田县卫计系统的

工作作风焕然一新。
今年正月十一， 三井镇油麻岭村一位

病人的丈夫， 为感谢县人民医院康复科医
生对自己妻子的成功治疗， 悄悄在给医生
的水果里夹带了15个红包。 被发现后，医院
康复科主任乐光保与同事及时赶到村民家
里，将红包和水果退还，并为病人进行了康
复检查。 事情经媒体报道，成为美谈。

乐光保说，仅今年前两个月，新田县
人民医院就拒收红包25人次2500元，接
受锦旗2面， 连续2年的群众满意度测评

黄牌也摘掉了。
“医德医风日趋向好，违纪违规现象

逐步减少， 病人投诉的数量也越来越
少。 ”该院院长廖土才介绍，如今上班迟
到早退的现象以及中餐饮酒、 上班期间
玩手机、 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的现象少
了，工作作风发生了切实改变。

“筑牢思想防线，紧紧盯住卫计系统
主要岗位、主要部门不放过，紧紧盯住作
风建设几大顽症不放过， 进一步履行执
纪问责的职能，进一步理顺关系，打造一
支永不撤离的纪检组。 ”谈起这一切，乐
慧华说。

我省封堵关停6个假冒网站
和2个微信公众号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记者 李国斌） 记者近日从湖
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获悉， 该办联合相关部门依法封
堵关停了6个假冒网站和2个微信公众号。

根据日常监管和群众举报线索， 并经相关部门调查
核实， 以“张家界新闻网” “常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 “郴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等名义开设的6
家非法网站冒用党政机关名字， 未进行ICP备案登记及
ICP备案登记信息不实， 且利用服务器在境外接入的途
径逃避主管部门的监管， 违反了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管理规定》《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且情节严重， 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湖南民情报告中心”“艾特V醴陵”2个微信公众号
违规发布不实信息，其中“艾特V醴陵”以“醴陵第一直
播” 的名义， 违规发布时政类新闻， 多次在未经授权的
情况下， 利用第三方直播平台对大型活动进行现场直
播，违反了《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

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 依法办网是
网站的生命线， 各网站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依法依规
开展互联网信息服务。 省网信办将持续加大执法力度，
对违法违规网站和账号采取“零容忍”， 营造清朗有序
的网络空间。 群众如发现违法违规网站和账号， 可以通
过湖南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wfblxx.
rednet.cn） 进行举报， 也可以通过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
良信息举报中心 （www.12377.cn） 进行举报。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自省自查拒红包！ 赞

敢动群众救命钱？ 查

扫黑除恶进行时

郴州市对提请减刑假释的涉黑涉恶罪犯重点审查
不让罪犯在刑罚变更执行中“钻空子”

酷暑难耐
6月18日， 长沙市五一广场， 市民酷暑难耐。 当天， 长沙市最高气温上升到35摄氏度。 据气象部门预报， 端午节

过后，即将迎来雨水天气，“先晴后雨”是本周湖南天气的特征。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