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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刘凯 田晨

曾经无数次，昌小勇押着被执行人
走向法庭或监所。 这一次，司法警察押
着他走向监所。

5月20日， 岳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原局长昌小勇被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 近日，当地纪委监委公
开通报了这一典型案例。

红包撬开心中的“潘多拉
魔盒”

最初，昌小勇也有一颗正直善良的
心。

1988年，昌小勇通过公务员考试进
入司法队伍，被分配到岳阳县最艰苦最
边远的渭洞法庭工作。

1999年的一天，一家竹木加工厂老
板刘某走进法庭诉说无奈： 几年前，湖
北武汉一名不良商人从他的加工厂拉
走一车货物，3年时间分文未付，加工厂
面临资金困难。

接到起诉书后，昌小勇和同事先后

3次赴武汉协调，在当地执行局协助下，
于1999年底将该案执行完毕，不但收回
欠款1万多元，还拉回100多件用来抵债
的羊毛衫。

刘某留下一些羊毛衫，送给昌小勇
作为答谢。 昌小勇果断拒绝，认为这样
才对得起自己的人生信仰———“举正义
之剑，创公平世界”。

历经多年磨砺后，昌小勇走上新墙
镇法庭庭长岗位，成为当时岳阳县最年
轻的法庭庭长。

然而，昌小勇初为人父，妻子没有
工作，生活的种种艰辛，外界的种种诱
惑， 让他逐渐对金钱产生了强烈欲望。
从2008年开始，逢年过节，有人送来的
小红包、烟和酒，他慢慢地不再推辞，心
中的“潘多拉魔盒”被撬开了。

2014年初，昌小勇从岳阳县人民法
院行政庭庭长岗位交流到执行局当局
长。 担任执行局长期间，他违规收受执
行案件当事人所送礼品礼金59万余
元。

“生意经”念到执行工作中
担任执行局长后，昌小勇给自己定

了一个规矩：“送了钱来执行局办事的，
进度可以加快，办法可以多想，未送钱
的排队处理！ ”

经监察机关查明，昌小勇利用执行
局长的职务之便， 为他人谋取利益，涉
嫌收受他人所送巨额现金。

2018年5月6日， 在办理某银行支
行与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执行案
件时， 昌小勇伙同另外一名执行人员
侵吞10万元执行款， 自己分得5万元现
金。

办案人员介绍，昌小勇把执行当成
无本万利的生意，先后侵吞执行款11万
元。 他还长期与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
人勾肩搭背、吃吃喝喝，充当违法犯罪
人员的“保护伞”。

王麻子（化名）便是被“保护”的人
之一。

2012年，王麻子虚构某公司欠其70
余万元的债务，提起恶意诉讼。 案件进
入执行阶段后， 昌小勇为其提供“帮
助”， 强行将被起诉方的法人代表司法
拘留，为王麻子诉讼欺诈行为得逞起到
了关键性作用。 事后，王麻子拿出部分
钱款，对昌小勇表示感谢。

2018年，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王麻子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10个月。

投资股本从执行款中挪用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昌小勇一边担

任执行局长，一边热衷于投资经营。
然而，几次投资均告失败，于是他

把手伸向了执行款。 他让当事人把执行
款汇到自己的个人账户上， 想挪就挪，
想用就用。2017年昌小勇与他人共同出
资300万元购买外地一处砂场， 他出资
的25万元中， 有20万元是挪用的执行
款。

昌小勇还涉足民间借贷。 2011年，
昌小勇借30万元给他人，短短一年时间
获利息13万元。 2012年借50万元给他
人，3年时间获利息54万元。 2017年，他
又伙同他人共同出资300万元借给易
某，至2018年端午节后，昌小勇实际获
取利息60万元。

“这么高的利息、这么大的利润背
后， 是昌小勇职务影响力产生的‘效
果’。 ”办案人员说。

然而， 昌小勇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等待他的，是党纪国法的严惩。

省消防救援队伍24小时值守抗洪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汪丹）记者今天

从省消防救援总队获悉，针对连日来我省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引发
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省消防救援队伍24小时值守抗洪抢险，6月1
日至12日共接报抗洪抢险救援警情28起，出动消防指战员283人
次、消防车辆44辆次，营救被困群众185人，疏散群众250人。

自今年入汛以来，省消防救援总队提前成立了抗洪抢险指挥
部，省、市、县三级消防救援队伍与防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等
部门建立了常态化信息情报互通、会商机制。一旦发布汛情预警，
各级消防救援队伍立即精准调派前置力量快速有效处置。

据了解， 目前省消防救援总队和长沙支队分别成立了100
人的抗洪抢险应急分队，其他13个市州支队分别组建了不少于
50人的抗洪抢险突击队，全省127个沿湖（河）防汛重点县市区
中队分别组建了不少于6人的水域救援小组， 形成了快速专业
响应力量。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谭智莉 郭素防 ）“一般性会议，
讲话材料字数不超过1800字， 不单设主
持人， 由相关负责人直奔主题。 严控会
议数量、 规模和时间……” 近日， 桂东
县纪委监委印发 《桂东县纪委县监委机
关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
十条措施》，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
题说“不”。

为让基层减负见到实效，该县纪委监
委立足自身实际，主动查“病灶”、找“穴
位”，共梳理出包括“文山会海”、监督检查
考核过多过频、工作动态过度留痕等方面
的问题，推行了一系列“微改革”。

针对过去简报报表繁多， 内容过细，
“文山文海”等问题，该县纪委通过“靶向
治疗”， 严格压缩合并报表数量， 除去中
央、省、市要求统计上报的各类报表外，原
则上不对基层提出其他报表统计要求，杜
绝多头报、重复报、频繁报、“零填报”和突
击催报，原则上报送电子版的不再要求报
送纸质版。 同时，发扬“短实新”文风、会

风，根据会议时间、紧急程度、参会对象，
进行分类整合，实现“多会合一”，开“节约
会”，让基层干部少跑路，切实减少文山会
海，提升会议质量，让干部把更多的精力
释放到抓具体工作当中。

“原来零报表也要报送纸质版，现在
只需报送电子版即可。 这一小小的改变，
为我们基层干部减少了不少的工作量，来
回送报表的时间少了，跑村入户的时间也
就多了！ ”桂东县四都镇纪委书记王晓阳
说，过去，各种大会、专题会连着开，“干部
不是在开会， 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 ”现
在，会议大多都是合开、套开，既紧凑又精
炼，直入主题，没有空话、套话，节省了更
多时间来抓贯彻落实。

“形式主义的消除，带来的是工作质
效的提升。 今年1-5月，各乡镇纪委信访
案件办理率就提高了23%。 ”桂东县纪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
细化工作举措，着力构建基层减负长效机
制，实实在在为基层松绑减负，激励广大
干部崇尚实干、担当作为。 ”

资兴化解党支部
“大班额”带来新气象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谢古 黄小仑）

近日，资兴市三都镇流华湾村旅游产业支部开展5月份“主题党
日”活动，党员们积极建言，集体向村党总支提出发展大棚草莓供
游客自主采摘的新项目。 这是流华湾村党总支将合村后的2个党
支部调整为4个党支部带来的新变化。

近年来，由于建制村合并、机构改革等因素，基层党总支下
面的支部党员人数普遍达到40多人。 这些“大班额”党支部党员
多、分布散，常常开会集中难、活动开展难、议事统一难。 对此，
资兴市大力实施化解党支部“大班额”举措，在合并村全面推行
两村合并的设置3个支部、3村合并的设置4个支部；对于机关企
事业单位党支部“大班额”问题，该市要求每个党支部人数原则
上不超过20人。

党支部化小化精后，党员组织生活活动到位率高、党员参
与意识强，有效提升了党员教育管理成效。 今年2月，资兴市被
评为全省组织工作先进集体。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一名执行局长的“生财之道”

桂东：
“靶向治疗”让基层减负落到实处

负重集训
6月13日上午， 凤凰县沱江镇， 县消防大队队员背负着30余公斤重的设备

进行训练。 当天， 该大队开展夏季实战操法训练， 提高灭火救援能力。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朱永华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