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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向云清 米承实 杨煊

“感谢你们，帮我把截留的7200元钱追回
来了。”11月2日， 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新厂镇八亚村贫困户吴宏友给县委巡察办写
来感谢信。原来，县委巡察办派出的巡察组在
扶贫领域专项巡察中，发现吴宏友的危房改造
资金部分被村支书截留，立即将线索移交县纪
委处理，免掉了村支书职务，并追回了资金。

去年， 怀化市启动扶贫领域专项巡察，并
实现乡镇全覆盖。目前，通过专项巡察，已发现
扶贫领域问题1001个，移交问题线索507个。

全覆盖，压紧压实脱贫攻坚责任
怀化市是我省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去年

5月底，怀化市委派出巡察专员，与洪江市、洪
江区巡察专员组成联合巡察组，在省内率先开
展扶贫专项巡察，将“利剑”指向扶贫领域。

去年7月底，怀化市委启动对10个重点乡

镇扶贫专项指导式巡察， 发现扶贫领域问题
185个。通过剖析发生问题的原因，现场培训
了一批巡察专员。

去年10月20日，怀化市、县两级又成立61
个巡察组， 对未完成乡镇扶贫巡察的11个县
市区的166个乡镇开展巡察，对已完成巡察的
乡镇进行“回头看”，在省内率先实现对193个
乡镇扶贫专项巡察全覆盖。

在巡察中，怀化市委注重压紧压实脱贫攻
坚政治责任。 巡察中发现沅陵县二酉乡党委、
辰溪县长田湾乡党委落实脱贫责任不力，怀化
市委责成两县严肃处理。去年底，沅陵县委免
去了二酉乡党委书记、副书记等5人职务；今年
初， 辰溪县委免去了长田湾乡党委书记等6人
职务，形成了极大震慑。去年来，巡察发现20余
人落实责任不力，都进行了相应处理。

从今年10月25日起， 怀化市委抽调人员
组成5个专项监督检查组，配合省委巡视组采
取上下联动方式，专项监督检查沅陵、溆浦、
辰溪等9个县脱贫攻坚工作情况，扶贫专项巡

察再发力。

零容忍， 严查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

“村妇委会主任和保洁员月工资收入达
3000元，明显高于同类人员水平。”在扶贫领
域专项巡察中， 芷江侗族自治县巡察组在梨
溪口乡白土村核查财务时发现了问题。

从这笔反常的开支入手， 巡察组发现白
土村存在挪用贫困户股金和合作社出租农机
收益的问题。 线索移送至县纪委，6名责任人
受到处理，追回资金8.34万元。

今年3月， 怀化市委对麻阳等4个县区12
个扶贫职能单位政策落实、 职能发挥和资金
使用情况开展混合式巡察， 进一步推动扶贫
政策落实。7月， 又组建9个巡察组对9个未脱
贫的县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专项巡察及
乡镇扶贫巡察“回头看”。

通过巡察，怀化市已在扶贫领域立案198
人、处分85人。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11月2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召
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 宣布
了湖南法院“十二条禁令”。

省高院要求全省各级法院干警严格遵
照执行“十二条禁令”：严禁接受案件当事人
及其代理人、辩护人、请托人或管理服务对象
所送礼金礼品、消费卡等钱物，及参加由上述
人员支付费用的各种宴请、休闲娱乐、旅游等
活动；严禁向案件当事人推荐、介绍律师，向
律师、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其他利害关系人借
用钱物， 要求其报销各种费用及从事“暗代
理”等行为；严禁利用职务便利参与营利性活
动及违反规定为配偶、 子女及其他特定关系
人在投资入股、经商办企业以及吸收存款、推
销金融产品等方面提供帮助或谋取不正当利

益；严禁违反规定干预过问案件；严禁公款吃
喝、送礼，采购烟酒或者以过节名义用公款搞
相互走访、宴请等活动；严禁公车私用或将公
车停放在餐饮、 休闲娱乐场所及旅游景区等
与工作无关的地方；严禁在公务差旅、培训学
习过程中借机旅游或者虚报、套取差旅补助；
严禁工作时间玩游戏、看影视剧、打牌下棋、
炒股等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严禁泄露审
判秘密， 为案件当事人甚至黑恶势力通风报
信、出谋划策，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严禁
慵、懒、散、拖等作风散漫、纪律松弛及不作
为、慢作为、乱作为等行为；严禁参与赌博、含
有色情内容的休闲娱乐活动等损害法院形象
的行为；严禁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制造、传播
政治谣言以及匿名诬告、 有意陷害等政治品
行恶劣的行为。

省高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措施硬
“十二条禁令”条条“带电”

11月6日， 桂阳县举行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2018年工间操大赛， 15个代表队的
近800名选手参加比赛。 比赛激发了干部职工工作激情， 强健了干部职工体魄。

欧阳常海 陈勇 摄影报道

工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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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剑”出鞘助攻坚
———怀化开展扶贫领域专项巡察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岳纪宣

身为疾控中心主任，能控制住疾病，却未
能控制住自身像细菌一样生长的欲望， 直到
被“感染”、吞噬，他才幡然悔悟。

“如果第一次接受‘感谢费’时，我守住了
底线，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近日，华容
县法院审理该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主任蔡
鹏程案， 当法庭宣布以受贿罪依法判处其有
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30万元时，蔡
鹏程失声痛哭。

初次“感染”：一点谢意“松心弦”
蔡鹏程2009年8月任县妇幼保健院院长，

2017年5月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2013年下半年， 医疗器械销售商过某经

人介绍认识了蔡鹏程，两人逐渐熟识。
2014年， 华容县妇幼保健院决定购买四

维彩超设备。经过考察，蔡鹏程认为过某经销
的GE设备比较先进，并在院务会上得到其他
班子成员认可。之后，通过相关衔接和运作，
过某所在的医疗设备公司中标。

为感谢帮忙，过某把蔡鹏程约到宾馆，把
一个装着5万元的牛皮纸档案袋塞进他的公
文包。 经过一番纠结， 蔡鹏程的心弦逐渐松
开，带着这5万元回了家。

随后， 过某又借蔡鹏程过生日或生病住

院等契机,多次共向其行贿5万元，而蔡鹏程也
“不负所望”。

再次“感染”：分成交易“玩关照”
2015年上半年， 江西某商贸公司吴某通过

岳阳老乡介绍认识了蔡鹏程，之后便保持交往。
这年12月， 得知华容县妇幼保健院要采

购数字乳腺X射线系统设备，吴某当场表示想
做这个项目， 并承诺将项目金额10%的费用
分给蔡鹏程。

2016年7月，在蔡鹏程的帮助下，吴某的
公司成功中标该项目，合同价98.6万元。当年8
月，吴某带着20万元现金送给蔡鹏程，表明其
中10万元为分成，另外10万元也是送给他的，
希望其继续“关照”。

之后， 吴某顺利中标儿保科设备和数字
化医用摄影系统采购项目， 并按照约定给蔡
鹏程再分成20万元。

此时，被腐败“病菌”多次“感染”的蔡鹏
程，胆子也越来越大。

大面积“感染”：走进“雷区”
无法自拔

不满足的心态下，蔡鹏程一步步走进“雷

区”无法自拔。
2016年8月,某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张某得

知华容县妇幼保健院新院需添置一些设备，
便来到蔡鹏程的办公室， 提出免费投放医疗
设备，被蔡鹏程拒绝。细心的张某发现，蔡鹏
程的手机比较老旧，于是留了个心眼。

“蔡院长,上次看到您的手机有点旧了,我
给您选了个现在最流行的苹果6s,您试试看习
惯不?”同年9月，张某再次拜访蔡鹏程，带来一
个新手机以及香烟茶叶。

看到对方的细心，蔡鹏程态度明显缓和。
张某趁热打铁， 几天后将蔡鹏程约到茶

楼，送给他8万元现金，请他“关照”把生化仪
和发光仪的项目做成。

就这样，张某多次找到蔡鹏程进行请托，
先后顺利承揽了多个项目。为感谢蔡鹏程，张
某于2016年10月至2017年5月分四次共送给
他现金11万元。

据查，利用“一把手”的职务便利，蔡鹏程
先后为他人在多项工程中谋取利益， 收受贿
赂合计人民币73万元。

2017年6月，蔡鹏程在朋友陪同下到华容
县纪委投案如实交代了自己全部的受贿犯罪
事实。

被欲望的“细菌”吞噬
———华容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主任的“感染”之路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通讯员 杨雄春
兰季轩 记者 严万达）日前，记者从蓝山县
纪委监委获悉， 因对蓝山县太平圩镇鹏达
铸件厂非法生产监管履职不力， 该县对涉
及的33名干部进行严肃问责。

据悉， 蓝山县太平圩镇鹏达铸件厂由
于无立项、环保等行政审批许可手续，属非
法企业， 私自生产期间对周边生态环境造
成不良影响， 被多次要求进行整改。 今年
10月，蓝山县纪委监委根据有关举报线索
进行深挖细查， 发现部分干部对该铸件厂
出现非法生产等问题存在监管缺位、 履职
不力等问题，立即启动问责机制。根据《中
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
行规定》《关于对违反群众工作纪律和干部

作风要求进行问责的暂行办法》 等相关条
款，该县对国家电网蓝山供电分公司、环保
局、太平圩镇政府等8个单位共33名相关责
任人进行问责。其中，对4人进行立案查处，
12人进行诫勉谈话，17人责令作出书面检
查。

目前， 鹏达铸件厂的生产设备已被拆
除，相关清理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今年来，该县全面对标中央和省、市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有关纪律要求， 紧盯生
态环保领域突出问题， 不断强化监督执纪
问责，对环保领域履职不力、监管不严、工
作不实的单位和个人，一经发现，坚决依纪
依法严厉查处、严肃问责，持续保持“零容
忍”的高压态势。

蓝山问责33名环保监管履职不力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