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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斯哲

“我轻易地相信了陌生人，以为自
己的出发点是好的， 是帮别人创业，一
百多条考生的电话号码我就发给她了，
没想到被犯罪分子利用，导致严重的后
果，现在才知道自己的纪律规矩意识多
么淡薄……”

这份检讨书，来自新田县人社局工
作人员张某。 他身为县人社局工作人
员，却轻信陌生人，泄露因工作掌握的
内幕信息造成不良后果。

近日，记者通过采访，还原了张某
出于“好心”却被别人利用的经历，给更
多人以警醒。

“陌生人”的来电
今年37岁的张某，2016年进入新

田县人社局工作。
2017年7月，新田县面向全国进行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张某被安排负
责考生报名资格审查的信息复核工作。
7月底，公开招聘考试开始报名，地点设
在县委党校一楼，张某负责登记考生相
关信息。

报名第二天，一个陌生女人通过电
话找到张某，并自称是考生，以“咨询考
试问题” 为由不停地邀约张某一起用
餐。

对于对方频繁的电话骚扰，张某很

是反感，没有理会。 晚上7时许，张某晚
饭后散步，电话又打了进来。这一次，张
某禁不住对方的纠缠，答应其在附近一
家餐厅会面。

10多分钟后，对方来到餐厅，说自
己名叫“阿灯”，是郴州某学校教师，并
经营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希望得到考生
的电话号码及信息，方便招生。“阿灯”
向张某倾诉自己创业初期的艰难，不断
恳求其帮忙，并承诺会付出酬劳。

张某轻信了“阿灯”的“表演”。“我
不需要，我不缺这个钱，我就是同情你
才答应你的。 ”在“阿灯”递来红包时，
张某豪气地拒绝了。

“好心”反帮了作弊团伙
报名第三天一大早，张某来到报名

大厅， 将自己登记的10多张考生信息
登记表用手机拍成照片，通过微信悉数
发给了“阿灯”。

这些登记表，包含了一百余条考生
信息。

“我是因为同情你创业艰辛，才将
考生信息透露给你的，可千万不能把这
些信息泄露出去了。”随后，张某还不忘
叮嘱道。

随后，拿到信息的“阿灯”就此消
失，自认为做了件“好事”的张某也松了
口气。

直到2017年8月，公安机关在净网

专项行动中，查获一个在新田公开招聘
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团伙，顺藤摸瓜找到
张某问询情况时，张某才得知自己一时
大意造成了严重后果。

原来，“阿灯”系组织考生作弊团伙
临时请来开展“招生”工作的。该团伙通
过掌握的考生信息与考生进行联系，协
商通过接收器发送考试答案，帮助考生
通过考试后，考生支付一定费用。

“我们发现招生的工作人员中，这个
张老师最好说话，就打算从他这里突破。”
被公安机关查获后，“阿灯”告诉民警。

泄露信息终挨处分
“招考工作会议强调，考生信息不

能外泄，注意工作纪律。 当时我觉得就
是一个电话号码，能帮助一下别人也没
关系，以为只是一个培训机构，没想到
会被对方拿去作弊、拿去犯法。”得知自
己被“套路”后，张某既羞愧又懊恼，“自
己怎么忘了考务会上强调的‘纪律规
定’？ ”

张某主动到公安机关配合调查。
根据县公安局移送的案件线索， 新田
县人社局成立核查组， 对张某涉嫌泄
露工作中掌握的内幕信息问题进行了
初步核实。 2017年11月， 经县人社局
局务会议研究， 决定对张某的违纪行
为进行立案审查。 2018年3月， 张某
受到警告处分。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黄卫红 刘姣丽

永州中院执行工作多项指
标位居全省第一，喜人成绩单背
后凝结着法院干警的酸甜苦辣。

10月底，湖南法院“执行
攻坚三湘行” 媒体采访团来到
永州，一路上，倾听到永州两级
法院执行中的不少温暖故事。

司法救助，10岁男
孩露笑颜

“感谢法官替我申请司法
救助金！ ”近日，从法官手中接
过5万元司法救助金，坐在轮椅
上的小程露出久违的笑容。

2017年6月， 小程搭乘母
亲驾驶的三轮摩托车， 与桑某
某驾驶的摩托车相撞。 事故造
成小程左下肢截肢， 经鉴定为
五级伤残。

零陵区法院判决桑某某赔
偿小程29万余元。判决生效后，
桑某某以家庭困难为由拒赔。

今年1月，小程的监护人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查询
未发现桑某某有银行存款、房
产、车辆等财产线索。

执行法官全宏伟多次调查
得知， 申请人和被执行人都家
境困难。 小程的母亲身患多种
疾病， 小程的爷爷常年卧床不
起， 小程父亲打零工撑起这个
家。 被执行人桑某某有一个残
疾儿子需要照顾， 种田是家中
唯一经济来源。

“了解到双方家庭情况，我
心里‘咯噔’一下，单纯从执行的
角度来讲，这个案件确实是执行

不能案件，只能竭尽全力为小程
申请省级司法救助。 ”全宏伟说。

远赴千里，为芋农
追回血汗钱

33岁的王盛世是江永县法
院的一名执行法官。 在同事眼
中，他是执行一线的好手。

王盛世坦言，面对妻儿时，
他内心有愧。

“抓到啦！”9月4日清晨，河
南警方传来消息， 因拒执罪被
网上追逃的犯罪嫌疑人韩某德
被抓获。

王盛世一听，欣喜若狂。而
此时， 他的儿子因发烧正在医
院打点滴。

“没办法，这个案子是我承
办，必须我去才行。 老婆，只能
辛苦你了。”王盛世简单交代妻
子两句，从医院赶往河南。

2015年，因使用河南省星
火农业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一
种劣质农药， 江永县22户芋农
种植的香芋大面积死亡， 损失
惨重。 芋农将该农业公司告上
法庭， 法院判决被告赔偿22户
芋农损失65万余元。

“这是老百姓辛苦一年的
血汗钱呐， 多少家庭等着卖了
香芋养家糊口啊！ ”去年，承办
法官王盛世先后4次去河南执
行未果。

今年5月， 执行人员发现，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
人韩某德恶意转移财产， 将公
司土地被征收后获得的500余
万元补偿款隐匿不报。 王盛世
了解后，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韩某德被网上追逃。

通讯员 李静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平均每两天帮助全市非公经济组
织和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组织）解决
一个问题，这指尖‘娘家’真的靠得住。”

截至今年11月初，长沙市“两新”组织
党组织综合服务平台运行满一年。 长沙市
委“两新”工委负责人告诉记者，一年来，该
平台已妥善解决了186个问题， 处理结果
获“五星”好评的占95%以上，被“两新”组
织负责人亲切地称为指尖上的“娘家”。

“两新”组织发展到哪里，党的组织就
要覆盖到哪里。近年来，长沙高度重视“两
新”组织党组织建设，目前全市有一定规
模的两新组织1.5万多个， 共计成立党组
织4300余个，覆盖党员5.7万余名。如何让
“两新”组织党组织更好地感受到“娘家”
的温暖，提升组织力和政治引领能力？ 长
沙市委“两新”工委给出的答案是：利用互
联网平台，当好“服务员”。

“一键 ”支援 ，传达 “娘
家”温暖

“请协调解决我公司房屋执行解封

问题。”4月8日，一封来自湖南远航控股
集团党支部的“求助信”， 通过平台的
“排忧解难”功能，“一键”直达暮云经开
区企业党委。

次日， 市、 区两级两新工委相关
负责人就相约出现在天心区法院执行
局了解情况。 经市委“两新” 工委、
天心区委“两新” 工委、 暮云经开区
企业党委及天心区法院共同协调， 天
心区法院按照司法程序给出指导意见，
实现了远航集团尽早腾空办公场地的
诉求。 目前， 被占用办公场地已经重
新招商实现收益。

“此次党组织出面帮企业解决实际
问题，提升了党组织在非公企业中的凝
聚力、战斗力，作为党支部书记我的工
作也越来越好做了。 ”集团党支部书记
杨晓华说，这件事情在远航集团传开以
后， 公司党员职工荣誉感大大增强，争
相在爱岗敬业、工作技能等方面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其他职工入党积极性
也提高了，希望早日加入党组织这个温
暖的大家庭。

已建党组织的“两新” 组织可以

感受“娘家”温暖，尚未成立党组织的
“两新” 组织同样也能享受“娘家人福
利”。

今年8月份暂未成立党组织的佳兆
业地产（长沙）有限公司希望建立楼宇
党群服务中心， 于是通过燕山街社区
“两新” 联合党支部在平台上提交了请
求。 很快，芙蓉区委两新工委与芙蓉区
CBD办等职能部门上门走访，安排专人
全程指导，佳兆业广场党群服务中心于
9月21日正式揭牌运行。

“五星”式评价，确保真
正“排忧解难”

只要在长沙市“两新”组织党组织
综合服务平台注册，“两新”组织即可通
过“排忧解难”功能提交基层党建、企业
经营发展、人才服务、政策咨询等方面
的问题。

问题“接单”到平台后，区县（市）委
“两新”工委、园区企业党委将根据职能
范围进行“派单”，交至区县（市）、园区
相关职能部门予以解决，解决不了的则
通过平台上报至市委“两新”工委，由市

委两新工委再“派单”至市直相关职能
部门协调解决。

为确保问题及时解决，平台设置了
完善的评价考核机制。 在市级层面，市
发改委、市经信委、市教育局、市科技
局、市住建委、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
人社局等35家市直部门“为‘两新’组织
排忧解难工作”纳入了该单位的绩效考
核。“两新” 组织对提交问题的解决情
况，可给出一至五星评价，评价结果作
为考核主要依据之一。

“房屋租赁违约” 问题得到圆满
解决， 远航集团党支部通过平台给出
“五星” 好评；“协调解决205路公交车
正常运行” 问题两周内就处理好了，
长沙市思沁中学党支部也给出了“五
星” 好评……

据了解，长沙市“两新”组织党组织
综合服务平台不仅能为“两新”组织排
忧解难，还搭载了网上党校、党建交流、
办公平台等功能。 目前，该平台正逐渐
成为全市“两新”党组织服务两新组织
发展、推进党支部“五化”建设、加强党
员教育管理等工作的重要载体。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帮人创业”竟被利用

■采访手记

这种“好心”不可取
张斌 陈斯哲

拥有一颗 “热心肠 ”本是桩好事 ，
但张某作为一名关键岗位的国家工作
人员，明知纪律要求却“耳根子软”，将
纪律规矩抛诸脑后， 终因被人利用落
个被处分的结果。

张某案告诉我们， 这种以违纪违

法为前提的“好心”不可取。 要知道，任
何“好心”，都应该以纪律法律为准绳，
“好心”也不能办违规事。 张某“好心”
违了纪， 说白了还是平时对自己要求
不严，心里缺少了对纪律法律的敬畏，
行动上出现放任 ，是 “好人主义 ”在作
祟。 作为党和国家公职人员，我们出于
好心答应帮助别人办事之前， 要静下
心来仔细想一想， 自己的行为是否违
规违纪违法，是否符合社会公共价值，
会带来什么后果，只有时刻紧绷“纪法
之弦 ”，以纪律规矩和国家法律作 “导
航”，才不至于误入歧途、得不偿失。

长沙市“两新”组织党组织综合服务平台上线一年来，平均两天解决一个问题———

4300余个“两新”党组织尽享“娘家温暖”

决胜执行难

执行攻坚暖人心
———永州市两级人民法院执行路上的故事

长沙市蔡锷路一门面突发大火
11月7日下午，消防队员在扑救大火。 当天14时40分，长沙市

开福区蔡锷路一幢二层楼的门面突发大火， 长沙消防接警后赶到
现场，用20分钟将大火扑灭，无人员伤亡。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李健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