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李
国斌 吐鲁番日报记者 董生祥 通讯
员 王多雷）当前，美容已成为一种潮
流，尤其是“美白针”“瘦脸针”“玻尿
酸”受到不少爱美人士的追捧。一些
不法分子从中看到“商机”，制造并销
售假冒伪劣美容产品， 从中牟取暴
利。今天下午，长沙市公安局食药环
支队举行新闻通报会，通报成功破获
了一起涉及全国30个省的特大制售
假药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15人，涉
案金额上千万元。

据介绍，今年4月，长沙市公安局
食药环支队调查发现， 长沙市的美容
行业存在一个利用微信、 淘宝销售假
冒伪劣进口美容药品的网络。 办案民
警从一个微信号扩线到一个层级分
明、组织严密的假药销售团伙，并获取
主要销售产品貂蝉溶脂针、注射剂、韩

国肉毒素等， 经食药监局鉴定均按假
药论处。在一款减肥胶囊中，还检验出
了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化学原料。

经过2个多月的侦查，6月28日7
时，11个抓捕小组在广东韶关、 浙江
丽水和长沙同时开展集中抓捕行动，
一举抓获卜某、 邹某等15名涉案人
员，打掉无证整容工作室4个，扣押假
美容药品、器械2000余件，价值200
万元，涉案金额过千万。

办案民警提醒，查获的产品存在
较大风险隐患，一是不是通过合法正
规渠道进口， 未经国内临床医学验
证，其真实性存疑；二是一些产品如
肉毒素等可能没有在恒温、冷藏的条
件下运输，可能变质、过期、失效；三
是注射人员可能没有相关资质。

目前该案15名犯罪嫌疑人已移
送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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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沙
兆华）今天，由省残联、省扶贫办联合
主办，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承办的
2018年度湖南省“百名阳光致富带
头人(示范户)”颁奖暨就业扶贫省级
示范基地授牌仪式举行。

会上，省残联、省财政厅联合授
予株洲市石峰区盛康盲人按摩中心
等10家企业为“十三五残疾人集中
就业扶贫省级示范基地”， 醴陵市大
塘生态养殖基地等10家企业“十三
五残疾人阳光扶贫省级示范基地”。
这些授牌的基地以带动残疾人脱贫
增收为己任，努力创造条件，让残疾
人实现了更加体面、 更有尊严的就
业，辐射带动周边残疾人实现脱贫增
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会上还揭晓了“2018年度湖南
省百名阳光致富带头人（示范户）”
名单，其中余小龙、李拼、覃政兰、肖
守芳等10人获得“2018年度湖南省
最美阳光致富带头人（示范户）”荣
誉称号。

阳光致富示范户、 阳光致富带头
人评选活动，是省残联、省扶贫办积极
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脱
贫攻坚决策部署而开展的扶贫扶志活
动，希望通过树立一批可学可比、可信
可鉴的“阳光致富示范户”“阳光致富
带头人”先进典型，激发贫困残疾人脱
贫致富内生动力， 树立“自强自立可
敬、自主脱贫光荣”的鲜明导向，动员
更多企业、 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参与
到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中来。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李
秉钧 通讯员 陈保文）“我作为住房保
障中心副主任，不该为他人‘提篮子’
提供帮助，受到降低岗位等级处分，这
怨不得别人……”10月15日， 面对处
分决定， 永兴县房产局住房保障中心
原副主任刘鸿军懊悔地说。

与刘鸿军一样懊悔的还有他的
同事李燕，也是为他人“提篮子”提

供帮助受到记过处分。
是什么让刘鸿军和李燕这么懊悔？
原来，2015年7月，“提篮子”代办

公租房的朱某某， 将不符合公租房申
请条件对象的18份申请资料交给李
燕， 并送给李两盒阿胶、1000元红包
现金，恳求关照。李对资料初审后，将
这18份公租房申请资料录入了《湖南
省住房保障系统》，待分配公租住房。

当年9月，朱担心李不办理他递
交的资料，找到刘鸿军帮忙，承诺给
予刘鸿军每户50元的好处费。 刘同
意后，朱将309户公租房申请资料先
后分4次送给了刘鸿军，并送给刘现
金16450元、两条高档烟、一罐奶粉。
刘鸿军安排李燕对这309户公租房
申请资料进行了初审。 李经过初审
后，将309户申请资料录入了《湖南

省住房保障系统》， 待分配公租住
房，复核公示后摇号分房。

永兴县纪委监委今年接到举报
后，对刘鸿军、李燕进行了调查，并
分别作出降低岗位等级、 记过处分
和没收违纪款物的决定， 并向社会
通报曝光。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巧借“身边事” 警示“身边人”
———省人社厅多形式廉政教育筑牢拒腐防线

树立可学可比先进典型

“百名阳光致富带头人(示范户)”
评选揭晓

湖南日报 10月 15日讯 （记者
于振宇 ）今天，最高检发布《关于对
全国检察机关第九次“双先”评选
表彰活动拟表彰对象进行公示的
公告》，对拟表彰的“全国模范检察
院”“全国模范检察官（模范检察干
部）”、记一等功的集体和个人进行
了公示。我省共有12个集体和个人
入选。

其中，长沙县人民检察院拟授
予“全国模范检察院”称号；娄底市
娄星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副
科长谢新星、桂东县人民检察院监

察室主任张秀娟（女）拟授予“全国
模范检察官 （模范检察干部）”称
号；常宁市人民检察院、祁阳县人
民检察院、 新化县人民检察院、平
江县人民检察院拟记集体“一等
功”； 中方县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主
任赵慧娟（女）、攸县人民检察院民
事行政检察科科长尹奇平、益阳市
人民检察院公诉二科科长詹世平、
常德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一科副科
长钟颖（女）、凤凰县人民检察院检
察官石丽（苗族），拟记个人“一等
功”。

全国检察机关“双先”
评选活动公示

我省12个集体和个人入选

帮别人“提篮子” 自己被打“板子”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张斌
通讯员 谢忠东 刘玮

9月28日下午，一部题为《黑洞》
的警示教育片， 在省人社厅放映，
740余名干部职工观看。

“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身
边的人说身边的事， 让廉政的警钟
敲打到了每位党员干部的内心深
处。”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社厅
厅长、党组书记胡奇说。

“一 把 手 ”上 党 课 ，
抓好廉政“三条防线”

“我厅周某某失职渎职造成工
伤保险基金被套取案， 周某某在收
受某康复中心送来的钱财后， 忘记
了自己的身份和角色， 把党性原则
置于一旁，在审核工作中，有选择地
对某康复中心放松要求， 提供非法
便利， 导致工伤基金屡次被该中心
违规套取且数额巨大” ……作为省
人社厅“一把手”，胡奇在全厅党员
干部廉政党课上自揭“伤疤”。

此外， 某市李某某挪用医保缴
费资金案、某县聂某某、周某某、朱

某某贪污丧葬费案等， 都被搬上这
堂廉政党课。

如何有效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
作？省人社厅突出抓好“三防”。

“人防”，即加强对重要岗位、重要
环节、关键少数的日常监督；“制防”，即
围绕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制度规定，
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各种滥用权力和消
极腐败现象的发生；“技防”，则是开发
运用新技术、新手段，从信息技术上实
现对廉政风险的规制和防范。

胡奇说，只有紧抓“三条防线”，
综合施策、多方发力，才能使广大干
部职工筑牢思想防线， 坚守行为底
线，不越纪律红线，坚持阳光用权、
为民用权。

“身 边 事 ”作 教 材 ，
以案为鉴让警钟长鸣

“运用发生在全省人社系统内，甚
至是身边处室、 单位的典型案例对党
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说服力度强，震
慑幅度大，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警示
教育意义。”省社保局一位干部说。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
育作用， 驻厅纪检监察组广泛搜集

整理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省查处的
人社系统工作人员违纪违法典型案
例， 有针对性甄选出42件极具典型
性的“身边事”，涉及社保基金、就业
保障、人事管理、人事考试、项目招
投标等5大领域，编印出版《以案示
警———全省人社系统违纪违法典型
案例汇编》，向全省人社系统党员干
部赠阅，并要求各市州、县市区人社
部门同步开展教育学习。

“希望通过前车之覆， 后车之
鉴，让每位干部职工查找思想、工作
上的差距和制度上的漏洞， 把教育
的效果体现在提高思想认识、 增强
廉洁意识、加强制度建设、严格防控
风险上，达到‘强弱项、补短板’的目
的。”《以案示警》的一位编辑道出了
此书出版的初衷。

据悉， 自去年省人社厅深入开
展廉政风险自查工作以来，各处室、
单位对全厅416项权力事项的办事
流程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再造， 查找
廉政风险点539个，制订了1288项防
控措施。 针对过去的老思想、 老观
念、老办法，驻厅纪检监察组印发了
《廉政风险防控手册》和监督责任清
单，有效扎牢了“不能腐的笼子”。

“身 边 人 ”成 主 角 ，
警示教育触及党员灵魂

“因为我的不自律，导致我70多
岁的老母亲晚年不能安度， 心里很
不安， 对不起我的老婆和孩子。”这
是某市失业保险管理服务局失业登
记科原副科长魏某某在警示教育片
里的忏悔。

2017年，魏某某因贪污失业保险
基金共计438万元， 被判处有期徒刑
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
他的“出镜”与“现身说法”，让参会的
干部职工“一身冷汗”，引发深思。

“昔日踌躇满志的同行，如今却
身陷囹圄，看到他们声泪俱下的忏悔
和迟来的反省，深感震撼与惋惜。”临
近片尾， 省人社厅专业技术人员管
理处处长李日新感慨道。

为了使故事更真实， 情节更感
人，警示教育片《黑洞》导演组先后
走访了长沙、岳阳、常德、株洲等市
人社部门， 现场采访违纪违法人员
及案件经办人员， 让当事人现身说
法，让教育触及灵魂深处，以筑牢观
众“不想腐”的思想堤坝。

利用微信销售假冒伪劣美容产品
长沙公安破获特大制售假药案交通劝导员

文明新风尚
10月15日，嘉禾县金田路，志愿者

在进行文明交通引导。近日，该县开展
“文明交通劝导” 活动，1200余名志愿
者在城区25个交通路口、19个公交站
台进行文明交通劝导、引导工作，倡导
市民遵章守法、文明出行。

黄春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