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记者 何金燕 张斌 通
讯员 钟建林 胡呈慧）“特殊关照”村上安置房工程
项目承包人， 给辖区内开办幼儿园的老板提供便
利，帮助他人获取安置房指标……几年间，长沙市
芙蓉区望龙村村党支部书记黄秋年、 石菊红夫妇
涉嫌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巨额“好处费”。近日，
长沙市芙蓉区法院公开审理此案，这对“小官大贪”
夫妇被控贪污受贿200余万元。

据了解，2005年3月至2014年6月间， 黄秋
年先后担任芙蓉区东岸乡望龙村（现更名为东
岸街道望龙社区）党支部委员、纪检委员、党支
部书记。2014年6月，黄秋年辞去望龙村党支部
书记后，仍实际主持望龙村工作，履行望龙村党
支部书记职务直至去年6月。在担任望龙村党支
部委员及支部书记等职务时， 除管理本村事务
外，黄秋年还协助东岸乡人民政府（现更名为东
岸街道办事处） 从事望龙村拆迁补偿安置以及
安置房建设等行政管理工作。

2017年7月，根据省市纪委交办线索、群众举
报情况，以及区检察院查办相关案件情况，芙蓉区
委巡察第二组对东岸街道开展巡察， 发现黄秋年
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线索并移交区纪委处理。2017
年11月，区纪委对其纪律审查并采取措施。2018年
2月，该区监委成立，依法对其采取了留置措施。同
年4月，其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庭审中，检察机关指控，黄秋年作为基层群
众自治组织工作人员， 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
政管理工作中，伙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便利，骗取公共财产117万余元，其行为构成
贪污罪；黄秋年还单独或伙同其妻石菊红，利用
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索取或非法收受他
人财务， 黄秋年单独和参与共同受贿121万余
元，石菊红参与共同受贿31万余元，其行为均构
成受贿罪。在共同贪污及受贿犯罪中，黄秋年起
主要作用，系主犯。在共同受贿犯罪中，石菊红
起次要作用，系从犯。

因案情复杂，该案将择期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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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记者 何
金燕 通讯员 龚颖 ） 记者今天从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 9
月13日至20日， 由湖南省委组织
部、 省人社厅、 省外国专家局联合
开展的“海纳英才·智汇潇湘” 系
列服务活动， 将首次组团赴德国、
英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集聚智
力能量， 更好地服务我省经济社会
发展。

本次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行动
将于9月15日、 9月16日分别举办德
国法兰克福专场招聘洽谈会和英国
伦敦专场招聘洽谈会。 届时中车株

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中国
铁建重工集团、 湖南师范大学、 中
南大学等20家在湘部分重点产业和
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企事业单位将
携140余个岗位赴德国、 英国开展人
才招聘与交流活动。

据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透露，
本次海外引才岗位是根据省委、 省
政府关于产业项目年建设的总体部
署及 《湖南省引进100个科技创新人
才实施方案》， 对企事业单位报送信
息进行筛选后择优选取， 并纳入100
个科技创新人才引进计划。

记者梳理此次海外高层次人才需

求目录发现， 140余个人才需求岗位
涵盖系统设计工程师、 整车标定专
家、 机械设计工程师、 新材料专家、
软件工程师、 学术学科带头人、 大数
据分析师等， 需求总人才数达400人
左右。 由中南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湘潭大学等组成的引才“高校团”，
对学科带头人和领军人才敞开了欢迎
的大门。

为与海外华人华侨团体与协会
等机构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省人社
厅、 省外国专家局拟在德国、 英国
分别建立5个省级“海外高层次人
才联络站”。

集聚智力能量
湖南将首次组团赴英、 德揽才

被控贪污受贿200余万

长沙“小官大贪”夫妇受审 平江打响水葫芦“歼灭战”
清理76公里汨罗江河道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徐典波
晏理）9月6日一早， 平江县人武部
民兵应急队带着4条冲锋舟，联合县
环保协会民间河长及志愿者700多
人，分赴相关乡镇，投入到汨罗江护
水护生态行列，掀起了水葫芦“歼灭
战”的高潮。

当天， 在水葫芦盘踞的汨罗江
城关镇澄潭村江口电站水域， 平江
县长、县级总河长黄伟雄现场督战，
作业人员身穿救生衣， 将打捞船停
靠在水葫芦聚集处集中作业， 不到

10分钟就能打捞起一船。作业人员将
打捞的水葫芦放置在合适地点， 进行
曝晒处理，避免再次进入水体，发生二
次污染。 随着江面水葫芦不断被打捞
上岸，江面变得更加开阔干净了。

近段时间，由于高温炎热，汨罗
江水域水葫芦迅速生长， 这也引起
了平江各级“河长”的注意。9月1日，
平江县专门召开专题会议， 对水葫
芦打捞清理进行部署， 并向全社会
发布倡议书。县河长办组织水务、城
管、环保、畜牧、海事等部门和相关

乡镇，采取“人工+机械”的办法，开
展汨罗江水葫芦专项清除打捞行
动。队员们放弃节假日，顶烈日、冒
高温，采用机械和人工协作的办法，
快速高效推进打捞任务。

截至目前， 平江县已将80%的水
葫芦打捞上岸，清理76公里汨罗江河
道， 有效控制了河道内水葫芦蔓延趋
势。该县正结合河长制工作，采取县直
部门督查和乡镇“巡查+监控” 的方
法， 消除河道内水葫芦等污染水体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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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记者 李国斌 王晗 通讯员
刘彬）今天，长沙市公安局在省内率先启动微信即时报警
平台，市民和群众通过该平台可以一键选择报警，平台可
定位报警地址，实现派警、出警、处置的全流程跟踪，进一
步提高接处警效率。

据介绍， 报警人可以通过4个途径进入微信报警平
台：一是微信关注长沙公安“96111便民服务桥”公众号，
进入“长沙公安报警平台”；二是进入微信，点击发现窗
口，进入小程序，搜索“长沙公安报警平台”即可；三是可
以通过微信老用户分享推荐平台； 四是微信扫描长沙公
安二维码进入平台。

长沙公安微信即时报警平台适用4个特殊范围报警
人群使用：一是无法描述犯罪现场情况的，二是不宜惊动
嫌疑人的，三是不清楚自身位置的，四是有语言障碍人士
需要报警的。该平台具备一键发送定位、警民视频连线、
现场视频和图片上传、24小时在线互动受理4大功能。通
过一键发送定位，有利于民警第一时间找到案发地；通过
微信视频功能直接视频报警， 可以正面威慑到违法犯罪
嫌疑人；同时能够直接将现场的警情通过语音、图片、视
频方式留存， 为民警警情处置和后续调查提供便利。目
前，微信即时报警已实现24小时在线互动受理、微信报警
信息及时核查反馈， 警情受理与大家熟知的110电话报
警同步更新。

据了解， 近年来， 长沙公安在城区范围内全面实行
110“点对点”扁平化接处警工作，全市警情平均响应速
度提升了1分39秒，民警到达现场缩短了1分45秒。今年1
至8月，长沙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累计接听群众报警电
话79万余个，其中为民排忧解难4.5万余起，调处各种纠
纷8万余起。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记者 郑旋 通讯员 刘彬）聚
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集打斗争“夏秋攻势”……记
者昨天从长沙市公安局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市刑事
立案同比下降12.17%， 现行命案同比减少2起并实现全
破，八类恶性案件立案同比下降12.97%，刑事拘留犯罪
嫌疑人数同比上升22.38%。上半年民调数据显示，长沙
在全省群众满意度排名较去年上半年上升3个名次，社
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今年以来，长沙公安机关着力以政治建警统领队伍
建设，在加强政治学习、改进工作作风、提质行政服务等
方面制定系列制度规定， 提高全警工作效率和服务水
平，重点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推进集打斗争“夏
秋攻势”。

目前，长沙多起部省督查重大专案已成功破获。7月
11日，在位于芙蓉区、雨花区、天心区、长沙县的14个涉
嫌“暴力传销”的犯罪窝点，全市公安机关同步展开收
网，抓获涉案人员147人，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125人，是
近年来一次性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最多的案件。 此外，
通过深入推进集打斗争“夏秋攻势”， 今年已累计刑拘
1738人，破案率突破81.64%。

可以用微信报警了
长沙公安微信即时报警平台上线运行

长沙社会治安形势
持续向好

今年1至8月刑事立案同比下降12.17%

9月10日上午，长沙
南站西广场， 姐姐罗益
馨送双胞胎弟弟罗益谦
参军入伍自拍合影留
念。 当天，2018年湖南
省欢送新兵入伍仪式在
长沙举行，385名新兵踏
上新征程。同时，我省14
个市州同步启动新兵起
运。 全省近两万名新兵
踏上征程奔赴军营。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今年新兵
全面起运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程彩明）“站住，哪里跑！”近日，长沙县跳马镇某
农家小院，骗保嫌疑人李某欲翻墙出逃，被身手
矫捷的民警制服。

在威严的法律面前，李某承认酒驾掉包，并
企图骗取巨额保险赔偿。此时，距离案发才3个
多小时。

8月21日凌晨5时， 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
佘红杰接到出工调度， 迅速赶赴长沙县南塘路
中段的交通事故现场。

肇事车是一台梅赛德斯奔驰，在4车道上连
撞3台路边车辆，肇事车接近全损，安全气囊上
有明确血迹，其他3台车均不同程度受损，路面
无刹车痕迹，预计损失达70万元。

事故现场， 肇事车驾驶员马某描述案发经
过颇为利落，似乎未受过伤。

安全气囊上的血迹从何而来？ 撞击现场异
常凌乱，马某神态镇定，声称要保险公司尽快全
额理赔，他是肇事驾驶员吗？

佘红杰充满疑虑。直觉告诉他，这个交通事
故非常蹊跷。

长沙县交警大队现场办案民警将马某带回
交警队协助调查。通过调取交通卡口监控，发现
事故经过与马某所讲述行驶路线存在出入。

“保险诈骗也要判刑，还不打算说实话？”面
对民警强大的思想攻势， 马某精神防线最终被
击破，吐出实情：马某和肇事车驾驶员李某是朋
友，出事后，李某打电话让他到现场顶包。

随后， 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查勘人员与
长沙县交警大队办案民警联手， 迅速将肇事车
主李某擒获。

经对李某强制性酒精测试， 显示其血液中
酒精含量为68mg/100ml，涉嫌饮酒驾驶。最终
该案由李某负全责， 李某签署了同意放弃索赔
的声明。

警保高效联动，仅花费3个多小时，此案即
成功告破。

酒驾掉包骗赔
警保联动破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