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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吴多拉）今天，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联合各市州公安局交警支队曝光了10家
交通安全“高风险企业”， 以此加强客运
车、货车、危化品运输车、校车等重点车辆
的交通安全监管，督促重点车辆所属的运
输企业单位切实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

被曝光的企业是：长沙锦云旅游汽车
运输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环境卫生管理
所、耒阳市天汇公共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
司、平江县诚宇物流有限公司、湖南常德
欣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安福客运有
限公司、益阳市顺涛运输有限公司、郴州
市公共汽车公司、 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

娄底市新强物流有限公司。 据介绍，这些
企业分别存在所属车辆逾期未年检、有较
多交通违法未处理、达到报废标准而未作
公告牌证作废处理、发生了较为严重的交
通事故并造成人员伤亡、 连续3个机动车
检验周期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应
当强制报废、公路客运车辆超载超员等安
全隐患。

目前，当地交警均已对这些存在较大
安全隐患的企业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其
立即整改问题、消除隐患。 同时抄（函）告
行业主管部门，进行联合约谈、跟踪督办、
暂停运营，定期复查后，对逾期未落实整
改的企业，将依法追责。

�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郑旋 通讯员
章迎春）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志愿者，累计调解
纠纷2000多起，成功调解95%以上；组织党政方
针、禁毒、环保等宣讲进社区、企业、学校268场
次，惠及听众超过2万人……12月22日，在长沙
市岳麓区举办的基层社会治理优秀成果评选展
示活动现场，钟子华等12名最美志愿者、家长里

短帮帮团等7个最佳社会组织、 湖南日报长沙分
社等10家区域共建优秀单位受到表彰。

近年来，岳麓区创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把全区所有社区（村）划分为网格，建设“智慧
岳麓”网格化管理大数据平台，形成“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全面覆盖”的网格管理体系。 在
此基础上，按照区委提出的做好党建引领、教

育引导、服务下沉、依法治理、深度融合“5篇
文章”，银盆岭街道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以“立
足党建引领+立足社会需求+立足工作实际”
做活延伸拓展文章，以“社区+党员带头人+社
区志愿者”做强队伍壮大文章，以“分类指导+
评价定等+扶持奖励”做实工作推进文章， 大
大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

据悉，仅银盆岭街道就已设立42个党支部，
推进“放管服”改革，推行网格化管理，实现帮代
办业务34项。 目前，区域党建引领力、基层服务
力、群众自治力“三力”得到有效提升。

�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欧阳倩 周晓辉）
今天下午，长沙市雨花区通报“5·5”专案进展
情况。 该案系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长沙市首起进入审判阶段的涉黑案件。

去年5月5日凌晨，雨花区天际岭隧道
发生一起斗殴案件， 经公安机关侦察发
现，该案系两个“发卡招嫖”团伙因争夺地
盘引发的一起恶性案件。 2015年以来，被
告人梁某某等先后纠集被告人彭某某等
人实施组织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 2017年
5月， 该团伙联合被告人苏某团伙多次拘
禁、殴打其他组织卖淫团伙人员，逐渐形
成了以被告人梁某某、苏某为组织者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 2017年9月，该犯罪组织又
联合被告人王某某团伙多次实施寻衅滋

事等违法犯罪活动。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以
暴力、威胁等手段，组织实施了寻衅滋事、
非法拘禁、故意伤害、非法持有枪支等违
法犯罪活动10余起。

2018年11月12日，雨花区人民检察院
以被告人梁某某等55人分别犯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协助组织卖淫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
罪、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持有枪
支罪等罪名向雨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2月20日至22日， 雨花区人民法院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首次采
用3名员额法官4名人民陪审员组成7人大
合议庭审理此案。 该案进展情况将陆续及
时向社会发布。

� �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通讯员 郭佳
丽 邓日恒 记者 张斌）“被告人曹春赋犯
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贪污
罪， 以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 ”12月18日，经永
兴县纪委监委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永
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
曹春赋案在该县法院一审宣判。

今年3月2日，永兴县纪委监委对曹春
赋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查明曹春赋
涉嫌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贪污等严
重违法犯罪问题。 5月30日，曹春赋被开除
党籍，取消退休费待遇。 案件移送至县检
察机关提出公诉。

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至2012年， 被告
人曹春赋在担任永兴县经济局副局长兼金银
办主任，永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期间，为企业及个人在股份转让、担保贷款

及继续留任等方面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62.56万元。 2010年至2012年，曹春赋挪
用公款900万元， 用于归还个人借款及借给
他人从事营利活动；2010年， 鑫达公司向郴
州市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借款600万元， 由于
鑫达公司到期无力偿还， 造成永兴信用担保
公司直接损失866万元；2012年底，曹春赋为
了安抚员工情绪， 以虚开发票套现的方式发
放2012年和2013年度绩效奖和业务提成，通
过虚开发票套现186.1万元，其中曹春赋分得
27.65万元；2013年10月， 曹春赋私自决定从
担保公司借款230万元给华致公司用于归还
国开行的贷款， 由于华致公司在借款到期后
无力偿还，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30万元。

鉴于曹春赋在监委调查期间，主动交
代了组织尚未掌握的受贿罪的犯罪事实，
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法院依法对其予
以从轻处罚。

� �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彭勇）12月22日晚7时许，随着昆明开来
的高铁缓缓驶进长沙南站，14年前在湖南、广
东两地犯下两起命案的逃犯黄某被长沙市公
安局天心分局民警押解回长。

2004年9月10日，长沙市天心区路边井某
居民楼发现一具高度腐败的女性尸体。 天心
分局警方经过缜密侦查， 发现当时和死者有
过来往的黄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但黄某在案

发后不知去向。 天心分局随即将其列为逃犯
进行追缉。 同年9月6日，在广东郁南县某地，
当地一名女子被杀害， 黄某也被列为重大嫌
疑人被广东警方通缉。

14年来， 天心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多次奔
赴广西、广东进行调查摸排，搜集线索，但黄
某仿佛人间消失了一般杳无音信， 也从不与
家人联系。

2018年初，办案民警通过分析发现，黄某

可能藏身于云南昆明某地。 经过精心研判和
摸排调查，民警基本掌握了黄某的活动轨迹。
12月20日，天心分局民警奔赴昆明实施抓捕。
12月21日上午9时许，当黄某出现在昆明北站
地铁站时， 跟踪至此的天心分局民警在昆明
警方协助下将其抓获。

在办案民警审讯下， 黄某承认了14年前
在湖南长沙、 广东郁南两地因为私人恩怨将
两名女性残忍杀害的事实。 黄某交代，14年
来，自己辗转逃窜多地后在昆明定居下来，以
当厨师、当保安、打零工等方式生存，自以为
天衣无缝，终究没逃过法律的制裁。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艾杰

今年以来， 岳阳市纪委监委着眼政治生
态的修复，深入挖掘执纪审查的教育素材，使
警示教育活起来、动起来、严起来，消除其中
的形式主义。

运用执纪审查成果：
警示教材活起来

今年2月，在岳阳市七届纪委三次全会会
场，编印成册、“点对点”发放的剖析材料《忏
悔与剖析》，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为避免纪律审查与警示教育变成“两张
皮”，岳阳市纪委监委从2017年查处的1888起
案件中甄选出20起极具代表性、 典型性的案
件， 原汁原味把违纪人员的血泪忏悔整理成
册。 同时，选取10个典型案例，组织人员拍摄
了长达30分钟、 取镜3000多个的警示教育片
《任性的代价》，在全市进行巡回播放。

“82岁老娘为我担心，我却不能好好尽孝，
我悔恨啊……” 华容县原副县长蔡智的忏悔书
长达万余字，许多人情不自禁落泪。一位县级班
子成员主动写下了读后体会：“身边同事一不小
心就成了狱中人，我深深地被震撼了。 ”

阅读《忏悔与剖析》后的4月11日，市直某
单位副职赵某认识到错误后， 主动到纪委投
案，交代了其收受贿赂及红包的违纪事实。

做好结合文章：教育基地动起来
今年9月21日，湖南中烟常德卷烟厂组织

重点岗位中层以上骨干， 来到岳阳市反腐倡
廉警示教育基地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据了解，这个基地依托岳阳监狱，集展示
大厅、警示长廊、报告讲堂、参观体验于一体，
将形势教育、以案释纪、现身说法、现场体验
紧密结合。目前，已有9500余名副科级以上干
部到基地接受教育， 年底将会实现全市党员
干部“全覆盖”。

厚重的铁门，触目惊心的真实案例，声泪俱
下的现场说法，直击了许多党员干部的灵魂。

湖南理工学院公共英语系主任王宇说：
“昔日的同事和同学的罪照被挂在墙上，容颜
真是今非昔比啊。 ”

参观过基地的岳阳市纪委监委第五纪检
监察室副主任翁浩告诉记者， 在今年的一次
作风督查工作中，有人提着两条“和天下”香
烟硬来替别人求情， 他严词拒绝了对方的无
理要求。

把自己摆进去：党内生活严起来
该市还立足修复政治生态， 坚持每查一

起典型案件就“解剖麻雀”。
“我们重点做好‘两会两书三报告’，实现

‘查处一个、教育一片’的目标。 ”岳阳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挚介绍。

汨罗市委原书记白维国违规选拔任用干
部、 到境外参与赌博活动， 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 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
受财物，给当地政治生态带来恶劣影响。

“当初白维国提出三线工程的目标后，我
当即指出不能搞，白维国没有听意见，我也没
有坚持。 ”为了修复政治生态，今年7月，在岳
阳市纪委的派员监督下， 汨罗市委常委召开

“以案为鉴”专题民主生活会，一位与会领导
如此剖析了自己的责任。

通过案情通报会， 岳阳市纪委监委还引
导党员干部放下包袱，主动交代问题。

华容县原副县长蔡智被查处后， 岳阳市
纪委组织到华容县召开警示教育大会。 不到
一个月时间， 该县就有21人主动向县纪委监
委交代问题，195人主动上缴违纪违法款，涉
及资金389.5万元。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消除警示教育中的形式主义
———岳阳充分利用“身边案”警示教育干部

党建引领力、基层服务力、群众自治力提升
岳麓区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见成效

长沙警方千里追凶

交警曝光10家交通安全“高风险企业”

长沙通报首起进入审判阶段的涉黑案件

贪污受贿 挪用公款 滥用职权
永兴信用担保原董事长曹春赋一审获刑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