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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向云清 米承实 龙慧

“余绍全骗取扶贫资金被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是他咎由自取。”10月29
日，在怀化市鹤城区凉亭坳乡屋家溪
村，聊起余绍全借牛骗取扶贫补贴并
被曝光的事，村民们说查得好。

事情还得从鹤城区纪委监委接到
的一封举报信说起。“今年3月，我们接
到群众举报， 反映区文体广新局副局
长成某勇在担任屋家溪村扶贫工作队
队长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期间， 与该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余绍全虚报肉牛养
殖项目， 共同骗取扶贫产业奖补资
金。”鹤城区监委委员曾彪介绍。

接到举报后，鹤城区纪委监委第
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前往屋家溪
村调查，发现余绍全在家旁边修了一
个简易牛栏，但通过询问邻居，证实
他并没有养过牛。

随着调查深入，余绍全的“套路”
逐渐浮现出来：原来，根据鹤城区的

扶贫政策，贫困户养牛可以获得每头
2000元的补贴。余绍全得知后，便在自
家附近修建了牛栏， 还购买了养牛饲
料，本想申请扶贫小额信用贷款买牛，
可贷款没有申请下来。 眼看着牛栏修
起来了，饲料也买好了，为了能顺利拿
到扶贫资金，余绍全动起了歪脑筋。

2016年11月，余绍全与邻村的丁
某私下约定，购买丁某的26头黄牛用
于自己的肉牛养殖项目。余绍全付给
丁某1万元作为买牛的定金。

“他实际上并没有购买26头牛的经
济能力。在得到丁某26头牛后，他就先
跟成某勇表达了带动贫困户申报肉牛
养殖项目的想法， 打算通过项目验收
后，再把那些牛送回去。”鹤城区纪委监
委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杨慧介绍说。

而此时，成某勇一心想着为贫困
户争取扶贫资金， 帮助他们早日脱
贫。 当余绍全说想申报养牛项目时，
他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成某勇到余
绍全的养牛场地查看，在没有核实余
绍全的26头牛真实来源等情况下，就

同意他申报肉牛养殖产业扶贫项目。
就这样， 余绍全的肉牛养殖产业

扶贫项目申报资料经成某勇整理报至
鹤城区扶贫办。2017年4月， 余绍全获
得扶贫产业奖补资金4.2万元。 因为一
些真正养牛的贫困户没有得到资金扶
持，此事在当地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近日， 因对扶贫资金监管不力，
成某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相关
单位责任人也受到相应纪律处分。余
绍全等人涉嫌犯罪问题线索被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违纪资金4.2万元
已被追缴。

“余绍全不是真心想养牛，而是
想通过虚报项目骗取国家扶贫资金，
但因我们工作不到位造成了国家经
济损失， 影响了扶贫干部队伍的形
象，我感到很后悔。”成某勇表示。

案发后，鹤城区针对肉牛养殖产
业扶贫项目作出整改，严格按照“村
申报、乡审核、区审定”程序，并进行
公开公示，让群众监督，避免此类现
象再次发生。

� � � � 1.《湘军崛起》
谭伯牛 著
岳麓书社2018年7月出版
以人物串联历史，以细节反映

全局 ，用平实生动的语言 、严谨流
畅的逻辑 ， 将湘军领袖人物曾国
藩 、左宗棠 、胡林翼等人的成长史
娓娓道来，并以军事进程的开展为
叙述线索 ， 以主要人物为叙述焦
点，说尽湘军成就非常事业的创业
奋斗史。

推荐语 ：一群非常之人，领一
支非常之军，经历非常之苦，成就
非常事业。一本有趣更有料的湘军
创业史。

2.《给孩子讲时间简史》
李淼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8月出

版
霍金在畅销科普作品《时间简

史 》 里讲述了关于宇宙本质的知
识。本书以孩子容易理解的方式诠
释霍金的理论，用趣味故事帮助孩
子重新理解时间：它并不像我们司
空见惯的那样寻常，而是藏着整个
宇宙的奥秘。

推荐语：物理学家李淼“给孩子
的物理学”系列第四本，用趣味的
故事带孩子重新理解时间，读懂风
靡世界的科普畅销书———霍金的
《时间简史》。

3.《创始人手记》
季琦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出

版
携程、如家、华住三家企业的创

办人 （或联合创办人 ）季琦的随笔

集。分为“天、地、人”三部分，“天”书
写季琦的生命；“地” 记录季琦脚踏
实地创始、发展、经营这三家企业的
重要思考和经历；“人” 偏向个人书
写、酒的研究、旅行的经历，对朋友、
诗歌和当代艺术的看法。

推荐语：形而上决定了形而下，
创始人思想的深度和广度， 决定了
所创始企业的高度和未来。 让读者
感受中国“60后”企业家的不同面，
从季琦的成功经验中获取养分，也
能从他的人生哲学和生活美学里
汲取能量。

4.《终结阿尔茨海默病》
[美]戴尔·E·布来得森 著 何

琼尔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9

月出版
美国神经退行性疾病发病机制

研究专家戴尔·E·布来得森通过大
量的临床试验发现， 我们完全能够
终止阿尔茨海默症（又称老年痴呆）
继续发展、甚至逆转病情。书中列举
的36个可能引起大脑“缩水”的新陈
代谢因素，融合西医、中医和印度医
学的智慧， 提供了一个有实验支持
的、循序渐进的临床实验计划表。

推荐语： 每个漏洞都在危害我
们的健康， 怎样才能拥有完美健全
的大脑？本书给出了答案，让我们能
够选择优雅地老去。

5.《黄小厨的春夏秋冬》
黄磊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8月出

版
在春、夏、秋、冬四个篇章中，作

者回顾了不同节气、 节日中自己家
庭以及童年、少年时的美食记忆，分
享这些食物的独家烹制方法和一
些料理小窍门， 讲述这些食物留给

自己丰富的味觉记忆和情感往事。
推荐语：人世间，千般情感皆有

温度， 万种食材亦有性格。 一食一
味， 一餐一情， 黄小厨带读者们一
起，在春夏秋冬的四季流转中，寻找
食材、制作美食、讲述和美食有关的
暖心回忆和往日故事。

6.《稻生一》
陈默 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出

版
以袁隆平亲传弟子、 杂交水稻

湘军成员之一方志辉的成长经历、
家庭趣事及其团队在海外拼搏的故
事为主线， 再现了袁隆平及其团队
为了解决人类吃饭问题的奋斗史，
详细记录了中国进行杂交水稻外交
的种种艰难险阻和喜人收获。

推荐语： 方志辉继承袁隆平先
生的衣钵， 更传承了他无私无畏的
大我精神， 正是科学家们这种无私
奉献、不畏艰难、披荆斩棘、勇攀高
峰的创新求索精神， 才换来人民群
众美好幸福的生活。

7.《你坏》
大冰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7月出

版
记录了大冰在江湖游历中遇到

的14个人，有古人有今人，他们是恒
河沙数中的平凡人， 他们亦是有情
众生，他们的故事打动了大冰，也打
动着千万读者。他们和平凡人一样，
面临生活的选择， 但他们永远用善
意对待生命和身边的人。

推荐语：于无常处知有情，于有
情处知众生。 所谓你坏———一个问
候，一声感慨，一句随喜赞叹。2018
年，大冰带着这本《你坏》，向你说
声：你好。

湘版好书榜
（2018年9-10月）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

� � � �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艾杰 屈艳 ） 今天
14时30分， 随着一声法槌响起，华
容县民政局原副局长熊鹰受贿、挪
用公款案， 在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参
加旁听庭审的人员除了被告人亲
属外， 还有该市200余名纪检监察
干部。

被告人熊鹰在华容县纪委工
作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
利益， 非法收受工程项目承建人所
送现金人民币共计185万元；2014
至2015年，在担任华容县纪委执法
监察室主任期间， 挪用违纪暂扣款
65万元，用于炒股等。为进一步加
强纪检监察干部教育，岳阳市纪委、
监委利用这次法院公开审理熊鹰

受贿、挪用公款案
这一契机，组织市

纪委、 监委机关和派驻纪检监察组
副科以上干部及各县（市、区)纪委
（纪工委） 书记旁听该案的公开审
判， 用身边活生生的警示案例教育
纪检监察干部。

今年来，岳阳市纪委注重用“身
边案”教育身边人，整理编印近两年
查处的20个典型案件违纪违法人
员的忏悔书， 并拍摄成警示教育片
《任性的代价》， 在全市党员干部中
开展专题教育。

� � � �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 （通讯员
汪庆轩 王明义）“内三科主任李清秀
看病不收红包，不接受患者吃请，遇到
家庭贫困的病人还给患者发红包……”
家住四新岗镇青林村72岁的老农陈
明士近日在调查问卷上写了这样一
段话，并签上一个“廉”字。这是临澧
县委第三巡察组进驻县中医医院后
设计的倡廉调查问卷，向门诊病人和

住院病友调查医护人员廉洁意见。
“医院廉不廉，患者说了算。”经

过调查12592人， 对患者意见及点
评逐一进行梳理， 临澧县委第三巡
察组对县中医医院存在不廉行为
的医务人员进行集体戒勉谈话。医
疗单位医德医风、 医院质量好坏与
巡察工作息息相关。 巡察组结合医
疗业特点， 围绕党员、 医务人员作

风建设， 以喜闻乐见的方式， 把廉
洁从政、 廉洁行医元素植入全院员
工日常生活中， 达到春风化雨、润
物无声的效果。10月21日巡察组随
同院医政股下科室进行医疗质量
督查， 对5名病历书写不完整的医
务人员按 《医疗质量管理实施细
则》第二、三条规定共罚款950元，
并通报全院。 用“身边案”教育身边人

岳阳200余名纪检监察干部旁听庭审

� � � �怀化市鹤城区屋家溪村贫困户余绍全借牛套补贴， 将自己和
扶贫工作队队长等人“套”了进去———

借牛套补贴的代价

医院廉不廉 患者说了算

临澧倡廉调查问卷扬清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