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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龙焕明 罗湘武

“真是大快人心！”不久前，益阳市赫山区
龙岭工业集中区光明资产管理委员会干部因
集体涉恶被查处，引发当地群众热烈讨论。

“打着带头拆迁旗号欺骗政府获取拆迁
款， 打着投资项目为集体增收的旗号欺上瞒
下挪用公款， 打着照顾当地群众的旗号强揽
企业工程。”6月24日，赫山区纪委监委有关负
责人介绍，这股恶势力浸淫基层达10年之久，
如今被一举铲除。

敲诈勒索获暴利
光明资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光明资管

委）的前身，是原光明村。这里曾流传一句话：
“到光明村的企业，就算不死也要脱几层皮。”

为什么会这样？原来，这里有一股以陈义
生为首的恶势力犯罪团伙。

陈义生长期担任原光明村村委会主任，
包括后来担任光明资管委党支部书记、 主任
的李中秋在内的干部，都是他一手扶植的。

2011年8月，光明资管委成立，随后近8年时
间里，领导班子从未换届，导致李中秋等人长期
把控这里。他们采取暴力阻工等手段敲诈勒索、
强迫交易，从辖区内企业中获取巨额利益。

2017年，一家公司通过司法程序拍到原光
明村辖区内另一公司的土地和房产所有权。公

司进驻时，陈义生等人以之前公司欠他们工程
款为由，向该公司索要三四百万元，并组织村民
堵门阻工。“为了顺利开工， 该公司被迫向陈义
生等人支付了145万元。”办案人员介绍。

第二年， 另一家公司到光明资管委辖区
内一家鞋厂转运设备， 也受到恶霸们无理阻
挠。直至李中秋案发，才将设备运走。

“高造价低标准”强揽工程
“在我们这里的项目，必须由我们施工，否

则就让项目搞不成！”李中秋多次这样叫嚣。
“他们是按照最高的标准造价，以最低的

标准施工。”一些企业老板向办案人员诉苦。
据了解，入驻该地的企业中，很多企业厂

房的主体工程、附属工程，被陈义生、李中秋
等人强行承揽，并且价格远高于市场价。

2013年， 某企业在光明资管委境内兴建厂
房，将主体工程交给一家建筑公司施工，谁知刚
进场就受到频频阻工。企业迫于无奈，提出可将
围墙项目交给资管委干部施工。 资管委干部提
出修建围墙价格为600元/米， 而当时市场价格
是80元/米。企业拒绝后的第二天，陈义生就带
人到施工现场再次阻工。 最终， 该企业被迫以
318元/米的价格将围墙交由陈义生等人施工。

当时主体工程尚未完工， 一些大型设备
没有进场，该公司找陈义生协商，等主体工程
完工后再建围墙。陈义生等人断然拒绝。该企

业不得已又提出， 直接将建围墙的利润付给
他们，围墙由企业自己修建。他们也不同意，
一个月内就完成了围墙施工。

“他们修建的围墙堪称‘豆腐渣工程’，施
工还没结束， 最开始修建的部分就已经倒塌
了。”该企业反馈。

把控权力肆意妄为
据介绍，陈义生、李中秋等人牢牢把控党

支部和资管委的权力，将光明村、光明资管委
当成是自家私人领地肆意妄为。

据李中秋交代，在2009年至2016年的7年
内，仅他个人承揽和参与的工程就有28项，总
金额达1亿余元，获利1700多万元。

甚至在一些场合， 他们还将个人意愿凌
驾于组织之上。

2016年8月，在龙岭工业集中区商议赫山
区第五届人大代表候选人时， 李中秋不满组
织提名的人选，当场将发给他的资料撕毁，直
接离开了会场。

多行不义必自毙。2019年1月， 李中秋被
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陈义生等人被移
送审查起诉。

如今，走在光明资管委辖区内，工厂里机
器轰鸣， 项目有条不紊运转。“以前每天就是
想着怎么应付他们，现在好了，可以安安心心
搞生产了。”一位企业负责人说。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
员 祝林书） 记者今天从省民政厅了解到，该
厅近日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省文明
办等6部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村规民
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部署全面制订村规民约和居
民公约工作，到2020年全省所有村（社区）
要普遍形成价值引领、 合法合规、 群众认
可、管用有效的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

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是根据法律授权，分
别由农村村民和城市社区居民共同制定和遵
守， 维护公序良俗、 受到法律支持保障的村

（社区）规矩，是基层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
的重要体现，是现行法规政策的有效补充。

《实施意见》明确了村规民约、居民公
约制订和实施工作的原则， 指出其内容不
得与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相抵
触，不得侵犯村民或社区居民人身权利、民
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等； 要体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传统美德，充分考虑本
地风俗习惯、历史文化等因素，通俗易懂，
简便易行；聚焦树新风、治陋习，抵制滥办
酒席、天价彩礼、薄养厚葬、家庭暴力和涉
黑涉恶等突出问题。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 （通讯员 付云
刘红梅） 临澧中医院近日召开奖惩兑现大
会，表彰“不收挂号费、不收受红包、不接受
吃请”的优秀医务工作者，会上还为10名
先进典型、2名举报属实的患者颁发奖金，
处罚通报了3名违规医务人员。这是临澧县
加大执业纪律制度建设的
又一举措。

临澧县在纠正行业不
正之风、防止过度医疗方面
采取多形式、多渠道，对医
护人员进行公开监督。县级
各医院全部实施一日清单
等形式方便群众查阅，并且
实行奖励制度。凡病人对账
不符合公开收费标准，经查
实者一律给予多收金额10
倍的奖励，对医院当事人进

行多收金额10倍的罚款， 并通报全县。为
进一步改进医疗管理监督，通过民主推荐、
社会选聘等方式从县纪委等部门及部分群
众代表中选聘150名医疗行风社会监督
员，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对医务人员工
作进行审视、评价和监督。

浸淫基层10年的恶势力被铲除

全面制订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
我省出台文件进行部署，到2020年覆盖所有村（社区）

有奖有惩医风清正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 （记者 邹靖方）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总工会获悉， 长沙市总
工会已在全省率先开通微信申报职工医疗
互助补助。

以前15个工作日才能完成的申报流程，
从今年5月5日之后， 被缩短到10个工作日。
职工只需点击长沙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内
的“申请医疗互助补助”栏目，即可进入医疗
互助补助申请受理流程。输入身份证号码和
参加医疗互助时预留的手机号码，登录系统
点击“我要申请补助”， 输入本人的入院时

间、出院时间和自己名下的长沙银行借记卡
卡号，即可完成医疗互助补助的申请。

长沙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工作人员周
翔介绍，为更好地服务职工群众，今年1月1
日开始， 市总工会医疗互助管理系统与市
医保系统实现了数据交互对接， 每名申请
补助的住院职工个人信息和住院的相关数
据， 会在系统后台与市医保中心系统进行
信息自动比对。截至5月底，不到1个月的时
间， 通过微信申请医疗互助补助的共计
166人次，补助金额达92056.03元。

长沙：

微信上可申报职工医疗互助补助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赵越)6月22日，《太空流浪计划》 新媒体艺术
展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多功能小剧场
惊艳开展。该展采用多媒体技术、交互装置、
雕塑装置构建出一个梦幻空间，以“太空流浪
计划”之名，让观展者用想象力接触到目前暂
时无法到达的宇宙星空。

本次艺术展通过联合抛物线文化传媒创

意团队、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OIArt数字艺
术实验室， 运用大量3D巨幅场景和Rfid芯片
技术， 将探险解谜游戏用新媒体的技术力量
呈现。展览突出丰富的沉浸感，以及参观者的
个人能动性和互动趣味性，观众既是玩家，也
是故事的主角， 做出的选择还会影响故事结
局。

为了打破观众对剧场作为表演艺术场馆

的固有印象， 此次新媒体艺术展首次将小剧
场调度至展厅模式， 并首次向观众开放后台
化妆间区域， 化妆间及通道都被纳入到艺术
展的空间范围， 为整体故事创作提供了硬件
支持。

艺术展制片人、 长沙梅溪湖保利大剧院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贺文表示， 大剧院一直
寻求更多艺术表达的可能性， 拉近艺术与公
众的距离。 小剧场890平方米的宽阔场地、整
体灵活的空间结构和多变的设备装置， 给了
他们尝试的多种可能。

据悉，《太空流浪计划》 新媒体艺术展将
持续展出至7月17日，之后将开启全国巡展。

《太空流浪计划》
新媒体艺术展巡展长沙启幕

6月24日，湖南省军
地卫生应急联合演练在
长沙举行，来自武警湖南
总队医院、 省人民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全
省10支卫生应急队伍和
武警部队卫勤官兵500
余人参加，通过现场协同
指挥、危化品中毒洗消及
救援、危重伤员直升机转
运等多个环节的应急演
练，深化军地协作，全面
提升我省卫生应急能力。
图为救治伤员演练。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段涵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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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4日讯 （记者 沙兆华）
“毒难戒，但毒能戒。”今天，省司法厅举行
司法行政戒毒工作新闻发布会， 就工作进
展及成果进行发布。近年来，全省司法行政
戒毒系统通过不断扩大收治容量、 加大收
治力度，收治床位由原来的1.3万张上升到
现在的1.7万张，仅去年就收治强制隔离戒
毒人员1.1万余人，为全省禁毒集打斗争和
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贡献。

近3年来， 针对吸毒人员中病残人员多、
收戒难的实际， 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共投
入资金3000余万元，配齐场所基本医疗设施，
提高病残人员收治能力。 省麓山强制隔离戒
毒所成为特殊病戒毒人员收治专管所，常德、
衡阳、 白马垅等所建立了特殊病戒毒人员收

治中心，累计收治特殊病戒毒人员1200余人。
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积极开展戒毒

康复工作，打通强制戒毒到社区戒毒的“最
后一公里”。在全省建立35个省级社区戒毒
康复工作指导站， 协助照管社区戒毒康复
人员4780名。白泥湖戒毒康复所坚持公益
性，对戒毒康复人员实行免急性脱毒费、住
宿费、伙食费，截至今年5月，累计收治自愿
戒毒人员8200余人。

为坚定戒毒人员信心，巩固戒毒效果，
2017年以来， 省戒毒管理局率先在全国实
施戒毒人员“百千万”戒毒操守工程。活动实
施以来，全系统已培养并树立460余名操守
保持在2年以上的戒治典型，帮助近4500名
戒毒人员出所后保持操守1年以上。

去年收治强制隔离戒毒人员1.1万余人

我省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取得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