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通讯员 胡纯亮 谭鑫
见习记者 蒋茜)近日，零陵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一起重大涉黑案件，被告人刘某、肖某、胡某
等35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开
设赌场等罪， 被告人胡某某等11人涉嫌开设赌
场、敲诈勒索等罪。该案是中央下达“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通知后，零陵区开庭审理的首起黑社会
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共涉及18项罪名。

据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某、肖某、胡某自
2009年以来跟随其他社会闲杂人员，在冷水滩、东
安等地为非作恶，成为当地颇具声名的恶势力。

2012年后，该组织盘踞凤凰园、永州火车站、
汽车西站等地，长期通过开设赌场、强迫交易、高
利放贷等违法犯罪活动非法敛财，豢养组织成员、
支持组织活动，并多次插手民间纠纷，破坏基层换
届选举，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庭审中， 法庭围绕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
展开法庭调查， 公诉人就其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
了举证，被告人及辩护人进行质证，控辩双方对案
件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方面充分发表辩护意
见,46名被告人依法分别作最后陈述，表示悔罪。

鉴于案情复杂，该案将择期进行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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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卓韬 倪敏

“我走上这条路，完全是咎由自取，对不起
组织的培养和同事、朋友、亲人的信任。”说起过
往的一切， 永州市冷水滩区物资行业事务管理
办原主任罗党生悔恨不已。

近日，记者从永州市纪委监委了解到，罗党
生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已于今年11
月7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非法筹资，信任下埋着隐患
罗党生曾经当过兵，因努力肯干，从普通科

员一步步成长为冷水滩区物资行业事务管理办
主任。而他的妻子何某，则长期在外经商。

在旁人眼中， 罗党生夫妇既是成功的从政
者，又是有实力的商人，过得很风光。

“她很豪爽，家里又有实力，是做事的。”有
一次， 彭某向邻居高某这样推荐何某。 信任之
下，2014年2月6日至5月30日，高某以月利率2分
5，累计借款给何某35万元。

“陈总，我最近购买滨江一号的门面开了家
网吧，你看能不能帮我筹点资金？”面对何某的
请求， 冷水滩个体商人陈某将朋友任某介绍给
了何某。2014年3月至2017年2月，任某按照月利
率3分，累计借给何某777.2万元。何某每月支付
部分利息，本金却没有归还。

就这样，通过亲朋好友的介绍，何某非法筹

资近千万元，先后在冷水滩城区4处黄金地段购
置门面、住房等固定资产，并经营了一家网吧。

挣扎中，他们借新债还旧债
然而，随着索要本金和利息的人蜂拥而至，

何某也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在高额利息借款
中挣扎。

“我在外借了很多钱，现在找我还利息和本
金的人特别多，你看能不能帮我想点办法，借点
钱先把利息还了……”何某向丈夫罗党生求助。

为了缓解困难， 罗党生利用自己的身份地
位，以有高额利息为由，向他人借款。

据查，2012年2月至2017年5月，罗党生和妻
子何某以利率1分5至5分的高额利息为诱饵，借
新债还旧债，向社会100余人非法吸收资金4275
万余元。

“空手套白狼”，终究是场空
2017年5月，罗党生夫妇走投无路，将名下

资产陆续变卖用以偿还债务。
变卖资产后， 夫妇俩已无力偿还剩下的巨

额债务。为了暂时平息追债人的纠缠，他们产生
了骗取他人财物的念头。

“黄总，我在滨江一号买了两个门面，现在
资金紧张，能不能借10万元钱给我，利息按照月
利率2分计算。”2017年6月， 个体老板黄某将10
万元转给何某后，收到了罗党生的借条。

2017年7月，黄某因需要资金购货，罗党生
归还了2万元，另外8万元无力偿还。黄某这才知
道，罗党生夫妇已无偿还能力。

然而，罗党生和何某继续隐瞒真相，以买门
面办手续等为名， 又陆续骗取20余人财物共计
296万余元。

2017年7月18日，被追债的罗党生走进区纪
委投案自首。因该案属于民间借贷，区纪委将其
移送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我真是糊涂，不应该‘空手套白狼’，对不
起党生，是我害了他，害了整个家庭。”何某深感
自责。只是，这一切都晚了。

2018年8月6日，经冷水滩区法院一审判决，
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罗党生
获刑11年，何某获刑12年6个月。目前，二人正提
出上诉。

【执纪者说】

当官发财两条道
冷水滩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彭锋

罗党生明知非法集资的危害性， 却为贪欲
所惑，利用职务影响，最终身陷囹圄。当官发财
两条道，作为党员干部必须引以为戒，强化自律
意识。 冷水滩区纪委监委将进一步加强对公职
人员从事、参与非法金融活动的监督管理，对明
知故犯者，一律严惩。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以高额利息为饵，非法吸收资金4275万余元

“空手套白狼”终被利息“吞噬”

零陵法院开庭审理
重大涉黑案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张
斌 通讯员 李付红)“在扶贫干部的帮
助下，我种上了3亩紫薯，他们不仅经
常来看长势， 还帮我在网上销售，今
年我家一下子增收了2000多元哩。”
12月初，永兴县扶贫专项督查组干部
来到该县太和镇洋下村贫困户谢满
香家，看现场、唠家常、问冷暖，了解
扶贫干部开展帮扶情况。谢满香开心
地介绍扶贫干部帮助自家增收的故
事，并伸出大拇指点赞。

开展扶贫督查，就怕“走过场”。
永兴县今年着力减少扶贫督查中的
形式主义， 将督查重点放在作风建
设、帮扶措施、脱贫成效上，精准查纠
扶贫项目背后的作风不实、履责不力
等问题， 在减少检查频率的同时，抓
住重点提高检查效率。

“不仅是频率的减少，更是内容

的聚焦。比起只查资料、听汇报，我们
扶贫督查更加注重督查‘干货’，只有
真正走进贫困户家，才能掌握真实情
况。”永兴县纪委监委负责人介绍，该
县在扶贫督查中，除了基本的产业扶
贫户资料以及个别必须以纸质上交
的材料整理归档，其他以职能部门掌
握的数据为准，减少基层重复填表等
“无用功”。

“扶贫督查资料从原来厚厚的好
多本， 到如今薄薄的一本资料汇编，
资料虽然少了，但在督查中发现的问
题反而多了起来。” 督查组干部陈保
文告诉记者，督查方式的转变，让大
家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聚焦在发
现问题上。今年1至10月，该县已开展
4轮扶贫专项督查，立案26人，22人受
到党纪政纪处分，190名干部被问责
处理。

重复填表等“无用功”少了，发现问题反而多了

永兴扶贫督查力戒形式主义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张
颐佳 ）近日，全省中小学德育工作现
场观摩会在长沙市开福区举行，来自
全省60余所中小学校长或德育工作
负责人对“厚德开福进校园”的做法
和成绩进行了观摩和学习。

德育是中小学校园文化的重要课
程。近年来，开福区把“厚德”文化深植
于校园，以“一区一德育品牌、一校一
德育项目”为抓手，编撰了《厚德开福》
系列中小学生读本， 获评长沙市中小

学德育工作项目化首批示范区。
开福区教育局局长谭树铭介绍，

开福区以制度保障、队伍保障、经费
保障构建了学校是主体、 家庭是基
础、政府是主导、社会是平台的德育
平台，通过课程、文化、活动、实践、管
理5种不同的途径，让民主、责任、爱
心、尊重、规则、权利为关键词的德文
化深入孩子心田，构建了小学、初中、
高中3个不同阶段完整的公民教育框
架体系。

让崇德向善进入孩子心田
全省中小学德育工作现场观摩会举行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何
金燕 通讯员 李倩云）12日， 益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南华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原党委委员、名誉院长全
智华受贿案。 被告人全智华犯受贿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300万元；被告人王萍（全智华
之妻）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对被告人
全智华、王萍受贿所得赃款2015万余
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1999年至2016年，

被告人全智华利用担任衡阳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南华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院长、党委书记、党委委员
的职务之便， 为一些单位和个人在
承揽、开发建设工程项目，销售设备
等事项上谋取利益， 单独或者伙同
被告人王萍非法收受有关单位、个
人给予的财物 , 共计人民币1615万
余元、美金15万元、澳元46万余元 ,
共计折合人民币2015万余元。其中，
二人共同非法收受人民币共计715
万余元。

单独或伙同妻子受贿2015万元
南华大学附一医院原名誉院长

全智华获刑12年

干部群众收看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实况
12月18日上午，嘉禾县纪委监委干部在电脑上收看大会盛况。当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该县机关单位、农村、社区、企业、学校……随处是收听收看大会
现场直播的场景。 黄春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