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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补助资金就是县级以上政府设立、用
于促进就业创业的专项资金，包括职业培训补
贴、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创业补贴
等。 然而，少数公职人员却把就业补助资金当
成了“唐僧肉”。

8月初，郴州市北湖区纪委监委披露，他们
根据一封100多字的举报信，从中“顺藤摸瓜”，
深挖重点环节，一举揪出了26名“蝇贪”。

无视规矩的审批环节
系列案中，有的是在审核过程中伪造资料

套取补贴。
2017年2月， 北湖区纪委对区就业服务管

理局就业股股长武名芳的有关问题线索进行
初核时，发现区财政局社会保障股副股长廖志
华也存在相关违纪问题。

经查，2013年至2014年间，武名芳、廖志华
利用公益性岗位补贴审核的职务便利，伙同武
名芳的同学谭某某伪造申报资料，套取公益性
岗位补贴15万余元瓜分。3人均被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

无独有偶。 北湖区人社局原党组成员、副
局长、区就业服务管理局原局长李友忠，区就
业服务管理局原副局长王谦，区财政局原副局
长张小凤、社会保障股原股长廖淑芳等4人，负
责就业补助资金审批，却“不看规定看关系”，
让审核程序变成了“走过场”。

2009年至2013年， 该区就业服务管理局、
区财政局社会保障股先后为11家不符合申报
规定的盈利性企业拨付了公益性岗位补贴。李
友忠、王谦受到行政记过处分，张小凤、廖淑芳
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胆大妄为的申领环节
在北湖区，职业培训补贴主要通过该区劳

动就业培训中心申领、拨付。
“培训中心主任曹亚辉、副主任饶敏对开

培训班特别卖力，表面看是工作认真负责。但调
查发现，他们却通过开班培训假公济私、损公肥
私。”办案人员告诉记者。

2011年至2015年，曹亚辉安排工作人员彭
国平与2家酒店合作举办3期服务员培训班。2
家酒店获得10余万元的培训补贴后，送给曹亚
辉上万元的酒店消费储值卡。另外，曹亚辉还对
违规向不符合条件企业发放9万余元培训补贴
的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受到开除党籍和撤
职处分。

2012年下半年，廖志华希望饶敏能为某汽
修厂举办培训班。饶敏在未实际开办培训班的
情况下，伪造100名虚假学员培训资料，申请到
培训补贴数万元，除少部分给了汽修厂，大部分
被据为己有。2013年， 饶敏联系某机械有限公
司开展机械加工与安全培训，又故伎重施将数
万元补贴全部占为己有。饶敏因涉嫌贪污罪被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失去监管的使用环节
调查还发现，个别街道、社区也违反规定，

让资金在使用环节中失去监管，相关责任人均
受到惩处。

2010年，该区人民路街道国庆北路社区党
委书记李儒红，安排劳保专干雷君帮助辖区内
某物业公司申报获得公益性岗位补贴10余万
元， 物业公司拿出部分补贴资金给了社区。该
社区将这笔资金用于发放职工福利和办公、协
调关系等开支。

2012年至2015年，下湄桥街道劳动保障站
站长周秋菊在征得街道党工委书记钟石生等
班子成员同意后， 以举办7次农民工技能培训
班为名，用虚假资料申领就业培训补贴10余万
元，大部分用于办公、协调关系和加班补助等
开支。

此外， 还有骆仙街道恒大社区主任张妮
妮、出纳（报账员）邓奕岚在2016年违规挪用公
益性岗位补贴数千元用于日常办公开支，某劳
务公司法人代表谷莉娜（党员）、 会计李世宾
（党员） 伙同他人共同骗取公益性岗位补贴10
余万元等问题，均被查处。

谈起这些系列案，北湖区委常委、区纪委
书记、区监委主任曹炜深有感触：“惠民资金每
一分钱，都应用在最需要的群众身上。对敢动
民生资金‘奶酪’的行为，坚决以‘零容忍’一查
到底。”

� � � �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谢培）今天，永州市区滨江公园
碧波荡漾,�依湘江而兴的游乐设施早已
被悉数拆除，昔日“露天游泳场”已成历
史， 两岸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标识标牌
格外醒目， 经过整治的湘江永州市中心
城区段环境更美、江水更清。日前，生态
环境部通报，永州市已完成交办的13个
饮用水源环境问题的清理整治， 工作成
效明显。

永州市是湘江的源头。 为确保一
江清水北上，做好老百姓“水龙头”这
一民生文章，永州市委、市政府近年制
定了一系列工作方案， 并突出工作重
点，集中整治网箱养殖和水上餐饮、排
污口， 规范和完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的划定， 加强隔离防护栏和绿化隔离
带建设。加强执法检查，严密监测监控
水质状况。

今年5月19日， 生态环境部饮用水
专项督查组对永州市开展了为期半个月
的饮用水整治情况督查，交办了13个问

题。永州市立行立改，坚持“一个问题、一
套方案、一个班子、一抓到底”，实行动态
台账销号管理，市人民检察院、市环保局
多次开展联合专项督查。5月21日开始，
冷水滩区对滨江公园经营性船只、 乱搭
乱建、 网箱养鱼等重点违法行为进行巡
查整治；5月27日，位于一级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范围内的湘江西岸肖家园桥头临
时农贸市场被依法取缔；6月15日，永州
潇湘平湖码头水上游乐设施和陆上游乐
设施全部拆除搬离。到5月底，生态环境
部交办的13个问题全部整治到位；6月
底，永州市上报省环保厅的39个问题也
悉数整治完毕；7月中旬，52个问题逐一
核查销号。

如今， 永州市曲河和诸葛庙两个市
级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到Ⅱ类水质标
准 (其中诸葛庙达到Ⅰ类水质标准)，水
质达标率100%。永州市境内37个地表水
断面和2个境外考核永州市的地表水断
面水质达标率100%，其中Ⅰ类水质断面
8个、Ⅱ类水质断面31个。

� � �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通讯员 袁东伟
记者 李秉钧）8月9日， 永兴县的黄泥工业
园内，所有关停企业原厂区内静悄悄一片。
该县黄泥镇镇长崔志刚介绍，企业取缔关
闭后遗留的废水、废渣，都按照“三防”(防
渗漏、防扬散、防流失）的要求和标准，进行
了妥善处置，避免了产生二次污染。

为彻底淘汰落后工艺设备、 推动稀
贵金属产业的整合升级， 永兴县在各企
业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到期后，以“壮
士断腕”的决心，停止了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的行政许可办理， 依法取缔关闭园
区外非法企业， 鼓励园区内稀贵金属企
业在妥善处置、消除污染的前提下转产，
重新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永兴县规模最
大的有色金属综合回收企业永兴众德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在国家对中小冶炼厂关
停并转的要求下， 兼并了多家有色冶炼

企业， 并在环保设施方面投入6000万
元，安装了废气排放在线监测设备等，与
环保部门在线监控平台联网。 该公司是
全国首个将富氧侧吹熔池熔炼工艺运用
在覆盖多品种、 复杂物料的危废行业中
的企业。

“在环保督察的过程中，脏乱差企业
被淘汰，好的企业欣欣向荣。”永兴经开
区管委会副主任胡小平说， 环保督察倒
逼企业转型升级, 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从“家家点火，户户冒
烟”，到冶炼企业集中搬进工业园区循环
发展， 永兴县通过推动资源节约和综合
利用，凭借从工业“三废”中回收利用稀
贵金属，变废为宝，逐渐摆脱了粗放式资
源利用模式，走上了资源节约、循环发展
的道路，实现了从“天灰地黑”到“风清云
白”的“变脸”。

� � � �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
员 雷文明 韩雪） 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获悉，全省公安交警深入推进20项交通管理
“放管服”改革措施落地，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公
安交管改革红利。

20项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包括：申请材
料四个减免、18类业务一证即办、 普通业务一
窗通办、 个性服务自助快办、 交管服务网上办
理、政务信息网上互通、安全教育网上学习、交

通事故网上处理、社会服务网点代办、邮政服务
网点代办、延伸农村交管服务、推进交通事故快
处快赔、实行车辆全国“通检”、推进车检程序优
化、便利车辆异地转籍、便利驾驶证省内异地申
领、健全监督制度机制、加强智慧监管建设、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强信息系统安全保障。

目前，邵阳公安交警已经完成15项便民改
革。群众在办理补换领、审验驾驶证等18项车
驾管业务时，持本人身份证即可在车管所“一证

办理”；邵阳市区6家机动车检测站率先实行“先
发后审”快检工作模式，市民检车只需花10分
钟就能在现场领到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永州公安交管已实现18类简单业务100%
一证即办，普通业务一窗通办理实现70%；驾考
服务网上全覆盖，互联网选号、网上预约考试全
实现等。

据悉，随着改革的推进，各级公安交警将加
强与财政等部门的衔接，尽快开通网银、微信、
支付宝等网上支付手段；加强与邮政、税务、保
险等其他部门的平台对接，实现让群众少跑腿、
让数据多跑路；多渠道推广宣传“放管服”改革
新举措和“交管12123”手机APP，尽快落实“马
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服务措施。

7万多枚硬币
16小时点清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
员 候迎 ） 清点7万多枚硬币要多长时间？今
天，农行长沙黄花支行给出了答案。从昨天到
今天，在正常上班时间，4名农行员工整整清点
了16个小时。

昨天， 农行长沙黄花支行营业部一上班，
便有一位客户前来询问，有一些硬币可不可以
存。经了解得知，客户姓李，开了一家轮胎店，
跟公交公司常有业务往来，最近收到了公交公
司的一笔货款，但全部是一元的硬币，有7万多
枚，重达500多公斤。这笔货款让李先生犯了
难，由于清点工作量太大，他跑了几家银行网
点，都被拒绝了。

了解情况后，农行长沙黄花支行负责人陈
小红当即答应为其清点办理，立即组织4名工
作人员进行清点，今天下午下班前，最终完成
了这些硬币的清点，共计7.69万枚。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环保督察整改

100多字的举报信，纪委“顺藤摸瓜”揪出26名“蝇贪”———

就业补助资金之殇
永州管好百姓“水龙头”
生态环境部交办的13个饮用水源环境问题的

清理整治全部完成

收了“天灰地黑”
还以“风清云白”

永兴县推进稀贵金属产业整合升级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叶飞艳 周文晋

� � � �名片� � �
� � � � 王州 ，1999年出生于衡阳常宁市 ，
2014年进入衡阳技师学院就读机电专
业。2015年以来， 王州多次参加技能赛
事， 在2018年中国技能大赛暨第45届世
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上， 获得电气装
置项目全国第三名，入选全国集训队。

� � � �故事
� � � �剥线头、接端口、布线路、拧螺丝……
8月5日，记者在衡阳技师学院实训室见到
王州，他正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这天在实训室， 王州正在安装商用
电气动力系统，这是电气装置赛项“电气
安装”模块中的一项内容。

在前不久举办的2018年中国技能
大赛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
赛上，这个19岁的衡阳小伙，获得电气
装置赛项全国第三名， 成功入选国家集
训队。

此次全国选拔赛， 完全对标世界技
能大赛标准。从上海参赛回到学校后，王
州又投入到了新一轮的训练中， 为参加
国家集训做准备。

根据赛制， 电气装置项目主要分为
三大模块， 连续3天的比赛要长期站立、
爬上爬下，对选手的体能也是一大考验。

为了在全国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王
州的训练过程近乎残酷： 每天早上6时
30分起床，30分钟至1个小时的体能训
练后， 便是持续到晚上23时的技能训
练， 有时为了强化某一环节甚至要通宵
训练。从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到身体素
质、心理素质进行全方位综合训练。

王州出生在常宁市一个普通的家
庭，姨父是工厂的电工。王州从小就跟着
姨父到工厂玩， 看着姨父将一个个出现
电路问题的设备维修成功， 王州觉得这
其中蕴含着无穷的智慧。2014年初中毕
业，他考取了衡阳技师学院机电专业，走
上了技能成才路。

2015年，一次学校实训基地搬迁的
机会，王州结识了正在参加集训的学长、
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参赛

选手周子健。 王州对专门的竞赛训练充
满兴趣，当即主动找到湖南省百优工匠、
教练唐中武， 要求加入学校组建的竞赛
集训团队。

经过短短1个月训练后， 王州参加了
衡阳市“嘉杰杯”职业院校技能竞赛电气安
装与维修项目， 并获得第二名好成绩。从
此，他在各种国家级技能大赛中崭露头角。

由于这次的全国选拔赛是开放式办
赛，为了训练王州的抗干扰能力，教练唐
中武拿来一个大音响在训练场地播放各
种音乐进行干扰。

一开始王州感到烦躁， 他逼着自己
沉下心，慢慢地习惯了外界声音的干扰。
在上海的全国选拔赛赛场，人头攒动，观
众就站在距离选手不到1米的地方围观，
经过训练的王州已经可以不受任何干
扰，时刻保持专注。

约1个小时后，王州手头的动力控制
箱安装完毕， 只见一个个电气元件、仪
表、开关被他整齐排列，各种颜色不一、
粗细不一的线路， 也按功能要求梳理得
井井有条……

“参加这次全国选拔赛之后，更加体
会到精益求精、 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
王州告诉记者，此次全国选拔赛，自己和
第二名相差0.32分， 这让他更加清晰地
认识到，胜负就在毫厘之间。

为了让自己的技艺更加精进， 在接
下来近1年时间里，王州还将在国家集训
营里经历数轮训练和比拼。

湖南交警推进20项“放管服”改革措施落地

19岁的全国季军
王州：

王州

� � �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通讯员 吴梓黄 田
祥 湖南日报记者 施泉江）“血压、血糖基本
正常，最近身体怎么样？有不舒服的地方吗？”8
月8日上午， 湘潭市高新区板塘街道军属许月
华接受体检，家庭医生彭晓梅向她提出专业的
意见建议。这是湘潭市实施现役军人和文职人
员直系亲属免费享受家庭医生服务的一个缩
影。

去年底， 湘潭军分区会同地方有关部门，
在全市范围内走访现役官兵家庭，助力排忧解
难。在走访许月华时了解到，4年前她被确诊患
有肺癌， 手术后每隔半年仍要进行一次复查，
老伴几个月前因病去世，唯一的儿子赖明智远
在千里之外的北部战区某部服役。

“崽伢子放心不下，老念叨要转业回来伺
候我。”许月华这句不经意的话，深深烙在了
军地领导的心里。 他们通过进一步调查了
解， 发现像许月华这种情况的还不在少数，

尤其是一些家住农村、 上了年纪、 身体有病
的军属，医疗卫生保健方面还难以做到全覆
盖。湘潭军分区政委刘新文说：“湘潭是兵员
大市，仅现役官兵就有1万多名，如何消除他
们的后顾之忧， 让他们安心服役， 是近年来
军地各级考虑最多的问题。”

为此，湘潭市委、市政府和军分区在充分
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决定将军属纳入家庭医
生服务“优先对象”，实施湘潭籍现役军人和
文职人员直系亲属免费享受家庭医生服务。
今年6月，湘潭市印发《实施意见》，截至目
前，已有近4000名军属与基层卫生医疗机构
签订了服务协议。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
其家庭医生团队每年将为军属提供不少于4
次上门服务，1次常规体检。军属的个人付费
部分，由各县市区（园区）财政承担50%，其余
50%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减免， 全市每年约
减免费用70余万元。

湘潭为军属健康保驾护航

制图/傅汝萍

777架无人机
酷炫灯光秀

8月10日晚10时
40分， 长沙市橘子洲
头沙滩公园，777架无
人机盘旋在空中，变
换着各种造型， 与湘
江两岸优美的夜景交
相辉映， 上演一场精
彩绝伦的灯光秀，众
多市民沉浸在浓情蜜
意之中。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李健 摄影报道

一切为了便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