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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Ŗ dC¹SE "&$( �X<�- º»"¼ ))%!
½%¾H¿À " �MHIÀ "" �E

01ÁÂÃÄÅÆÇ�-È-+FFG01V+F
ÉÊ%"&&% �ËÌ%&'(*,1ÍÎ3 $& � * Ï¯Ð
G&'¿�-AÈ-+FRBÇÑ+ÒSsW<MÓÔ
W<%R�-ÕM Õ�-S ÍÖG0 ×ØX<VÙÚÛ
ÜE !!"#" #$%&'#

!"#$%&
'()*+,-./012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黄卫红 刘姣丽）今天，永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湖南省人民政
府驻上海办事处原党组书记、 主任王华
平受贿一案， 对被告人王华平以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
人民币500万元； 对王华平受贿所得财
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至2017

年， 被告人王华平利用担任甘肃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处长、党组成员、副
主任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党组成
员、 副主任，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副主
任， 湖南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党组
书记、 主任等职务所具有的职权或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
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
公司筹建、企业经营、购销产品、贷款审

批、项目承揽、项目审批、项目容积率调
整、工程款拨付、人事调整等事项上谋取
不正当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
折合人民币4735.8944万元、 港币20万
元、美金2万元。

法院认为， 被告人王华平身为国
家工作人员， 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
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请托人谋取不
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
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鉴于被
告人王华平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主
动交代自己的罪行，认罪悔罪，积极配
合追缴赃款赃物，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法庭遂作出前述判决。

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
原主任王华平受贿近5000万元

一审获刑14年半

� � �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和律师制度恢复40周年

我省律师行业
举行系列主题活动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沙兆华 ）
2019湖南省律师运动会暨《我是律师》首播
仪式近日在长沙举行， 拉开了我省律师行
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律师
制度恢复4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的序幕。

系列活动由省司法厅主办， 省律师行
业党委、省律师协会承办，通过《我是律师》
优秀律师人物志、湖南律师40年专题片、全
省律师运动会和大型律师文化论坛等，展
现湖南律师的爱国情怀以及与党同心同向
同行、 共担新时代法治建设历史使命的坚
定决心，引导全省律师树牢“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凝聚
湖湘律师正能量。

“儿媳也是
亲闺女”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王冬媛

6月24日一大早，桂东县青山乡罗家村
73岁老人钟县昌， 像往常一样早早起来做
早饭， 把儿子朱柏纯和上学的孙子分别送
出家门， 然后回到卧室细心地为儿媳妇罗
新兰穿好衣服，扶着她一跛一跳地“走”到
客厅， 然后为她按摩萎缩的双腿。 钟县昌
说：“儿媳妇进了我家门，就是我亲闺女。”

钟县昌已照顾残疾儿媳12年， 在当地
传为佳话。

钟县昌生育过4个儿女，3个小的均已
成家立业， 唯有大儿子朱柏纯语言三级残
疾，与人交流有障碍，文化程度低，最令她
放心不下。

2007年，朱柏纯经人介绍，认识了患小
儿麻痹症的罗新兰，两位残疾人同病相怜，
萌生了互相依靠一起生活的想法。起初，这
段感情并不被人看好。 感动于两个残疾人
的真情， 钟县昌与丈夫朱昌华最终同意了
婚事， 老两口决定共同照顾儿媳罗新兰起
居，让儿子安心打工挣钱。

天有不测风云。 罗新兰进门后不久，
2008年，钟县昌丈夫便因车祸不幸去世，日
常照顾儿媳妇的重担全落在钟县昌一人肩
上。

“我心里把新兰当成了没长大的女儿
一样疼爱。” 钟县昌边说边给儿媳做按摩。
按完双腿后， 钟县昌搀扶着儿媳在沙发和
餐桌之间“走动”，鼓励她练习走路，舒活筋
骨。来回几趟后，婆媳俩都累得满头大汗。

“晨练”完后，钟县昌给儿媳妇盛满一
碗鸡汤泡饭并夹上一只鸡腿。“我们家伙食
还不错吧？”钟县昌一边为儿媳夹菜一边打
趣，“我们家集中了‘老弱病残’，少穿几件
新衣服没关系， 不保证营养是不行的。”钟
县昌把每餐都安排得荤素合理， 蔬菜鸡鸭
全是自己种养。

由于婆婆护理精细、 夫妻感情和睦，
2009年， 罗新兰怀孕并顺利生下了儿子朱
魁。 朱魁现已是青山中心小学四年级的学
生，健康聪明。

“有了孙子后，我常教他要有爱心、尊
老爱幼。”钟县昌说，她对孙子家教严厉，要
求吃饭前先请父母就座，主动帮父母盛饭、
夹菜。孙子放学回家后，主动为妈妈按摩、
擦身，与妈妈分享学校的趣事，一家子其乐
融融。

“看着孙子健康成长，懂得孝敬父母，
我很欣慰。”钟县昌说。照顾儿媳的空隙，钟
县昌也没闲着，或去菜地浇菜除草，或给鸡
鸭喂上一把玉米粒，忙个不停。

我省慈善组织备战
腾讯99公益日活动
网络筹款助力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宋显达）今
天，省慈善总会在长沙与湖南大学教育基金会、爱眼公益
基金会等慈善组织签署《腾讯99公益日网络筹款合作协
议》，深化“10000家社会组织进1000村帮10000户”助力
脱贫攻坚活动。

“99公益日”目前成为了全国瞩目的公益活动，去年湖
南区域在活动中筹款逾亿元， 位列全国区域筹款量的第
三。为了更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省民
政厅、省慈善总会今年聚集起省内50多家有代表性的慈善
组织再度起航，参与2019年腾讯“99公益日”活动。协议规
定，合作方共享省慈善总会的公募资格，在“99公益日”发
起网络项目筹款，省慈善总会认领合作方提交的网络筹款
项目，按照《慈善法》的要求及时完成项目在“慈善中国”备
案，同时积极联络省内企业为合作方提供企业配捐。

签约以后，“助力脱贫攻坚 相约99公益日”培训随即
展开，湖南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湘潭大学教育基金会等
50多家慈善组织和机构代表参加了培训。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唐兰荣 王建军) 衡阳市珠晖区
苗圃街道杜某、某社区主任刘某、社区专
干李某， 因对低保户陈某投资办企业情
况掌握不清，未及时取消其低保待遇，日
前被问责。这是珠晖区纪委监委核查“互
联网+监督” 平台疑似违规领取补贴问
题时， 查出的又一起基层干部履职不力
问题。

据介绍，今年来，为严防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向民生领域扩张， 珠晖区纪委监委
依托“互联网+监督”平台，定期对财政、民
生等单位数据进行碰撞比对，对“碰撞”出
的疑似违规问题线索逐条进行核查。 截至
目前， 全区已完成对平台非残疾人疑似违
规领取补贴线索核查816条， 企业法人疑
似违规领取补贴线索核查393条。

该区还加大对买房人员和去世人员

疑似违规领取补贴的查核力度， 对甄别
出的真正贫困人员延续其政策补贴，对
违规领取和虚报冒领者， 一律取消领取
资格，追回违规领取资金，并追究相关公
职人员责任。同时，该区进一步加强惠民
补贴和各项扶贫资金监管， 督促相关部
门加快资金拨付使用进程， 及时发放惠
民补贴和各项扶贫资金，并在“互联网+
监督”平台进行公示公开。

�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通讯员 杨琦
记者 张斌）“去年村里杨梅、柑橘、红桃
种植三个扶贫项目5.74万元的收益是
怎么分配的，分配到了哪些人，每个人
应分得多少钱，现在一目了然，再也不
用大老远跑到村部去看公示栏了。”7
月3日，津市市药山镇和平村群众胡祝
清拿着手机告诉记者，他通过查看5月
份村干部在微信监督群里公示的入股
分红信息， 确认自己应分得的1340元
钱与实际领取的钱数一致， 不仅公开
透明， 还可以对项目运行和收益分配

情况进行监督。
今年来，津市市充分运用“互联网+

监督”思维，在全市76个村（社区）全面构
建“清风连心桥”微信监督群，主动在群
内“晒”各类扶贫信息。 重点选择危房改
造、教育扶贫、产业扶贫项目资金分配使
用等群众最关切的内容在群内张榜，阳
光“晒账”，随时看、随时查、随时问、随时
答。将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民主理财小
组、村（社区）小组长特别是普通群众等
吸纳入群，实现“一村一群一员”监督全
覆盖，真正把监督送到群众的掌心。明晰

镇（街道）党（工）委、纪（工）委、村（社区）
和“群主”四级管理责任，对反映的问题
诉求和问题线索严格实行逐条登记、逐
条研判、逐条办结。

一个个微信监督群， 架起了扶贫监
督的“连心桥”。 截至目前，该市76个“清风
连心桥” 微信监督群已稳定投入运行，
3964名干部群众入群开展“点对点”掌上
监督，发布产业扶贫项目收益分配、村级
财务等各类信息848条， 收到群众反映的
各类问题诉求616条， 诉求处理了结率达
100%，群众满意率达100%。

微信群“架桥”“掌上”来监督

大数据“碰撞” 问题线索“浮出”

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
7月1日，湖南文理学院举行“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教职工歌咏比赛，通过咏唱《我和我的祖国》《唱支山歌给党听》《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曲目，热情讴歌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8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覃佐媛 摄影报道

永州中院集中宣判
两起毒品案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姣丽）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集中宣判两起毒品案， 涉案的
18名被告人中，7人因贩毒数量巨大、 情节特别恶劣等被
判处死刑。

永州中院审理查明，2017年8月至12月期间，被告人
濮佳远、邱建春、王胜德共同出资贩卖毒品，他们先后通
过被告人李剑从被告人王登林及“阿斌”处购买甲基苯丙
胺（俗称冰毒），运至蓝山、长沙等地贩卖给他人，涉案毒
品达10000余克。 被告人黄良俊明知濮佳远等人贩卖毒
品而提供运输，被告人黄福康、肖绍顺、黄战华、肖岗、虞
先平、黄松阳、郭示强、罗富进、郭教群，或购买毒品转手
贩卖，或居间介绍，为贩卖毒品提供帮助。

永州中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濮佳远、邱建春犯贩卖、运
输毒品罪，被告人王登林犯贩卖毒品罪，判处以上3人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
王胜德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李剑犯
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十万元； 其他被告人分别以贩卖
毒品罪、 运输毒品罪被判处七到十五年不等有期徒刑及
罚金。

在另一起毒品案件中， 被告人欧阳文军系吸、 贩毒人
员，曾多次涉毒犯罪，长期在宁远县范围内以贩毒为业。被
告人李胜平、卢小军从2017年下半年以来四次从广东省惠
来县购得毒品甲基苯丙胺共计6000克， 贩卖给欧阳文军，
欧阳文军再贩卖给其他吸毒人员。

永州中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欧阳文军犯贩卖毒品罪，
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李胜平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卢小军犯贩
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老百姓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