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陈卓韬 谢档）今天，永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办公室，通报7起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典型案例。

这7起案例是， 祁阳县九曲河村评选贫困
户程序不规范，给予该村支书周志勇党内警告

处分，4名责任人诫勉谈话；祁阳县龙山街道办
事处规避招标程序，将交通小区改造项目分割
成29个工程施工，给予该办事处工作人员肖群
英、刘强党内警告处分；宁远县残联工作人员
欧景华、 民政局工作人员姜定顺工作不实不
细，导致部分新增残疾人员少领1个月补贴，受

到诫勉谈话处理；道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建
设廉洁机关公示栏，照搬照抄，应付了事，该局
副局长唐书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今年6月4日，
金洞管理区农业委副主任雷乾军带领3名无关
人员，共计5人下乡检查工作，事后，他们与该
乡工作人员邓秋生等8人擅自外出学习调研，
违反为基层减负等规定，对雷乾军、邓秋生进
行诫勉谈话， 其他6名工作人员写出深刻检讨
等。

永州通报7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案例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孟杰 陈荣)7月17日，记者来到津市市三洲驿街
道护市社区， 发现原来大门口密密麻麻挂着的
各种标识牌大部分已摘除，仅剩下“总支部委员
会”“居民委员会”“居务监督委员会”3块牌子，
“挂牌热”问题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效果。

今年来，津市聚焦形式主义问题，对“挂
牌热”开展专项整治，为基层减压，把服务群
众工作做得更扎实。按照“并同类”“摘虚牌”
原则，对“盲目挂牌”“只挂牌不服务”“牌子轮
流挂”“跑点挂牌”等形式主义进行集中整治，
对已过适用时限的牌子予以撤销， 对工作内

容相同或相近的予以整合， 对工作需要且符
合当前职责范围及要求的才予以保留。 乡镇
（街道） 办公区域大门只悬挂党委、 政府、人
大、政协、武装、纪检6块牌子，村级办公场所
门口只挂党组织、村民（居民）委员会、村务监
督委员会3块牌子。

经专项整治，目前津市9个乡镇（街道）已清
理撤牌1100多块，76个村(社区)清理撤牌4800
多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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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万传文

“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7月
12日，一场慎用“微权力”的警示教育会在澧县
澧浦街道办召开。 县纪委监委干部现场向160
多名街道和村居干部通报了村民“被贷款”的相
关案情。

在这前一天，该街道党工委研究决定，给予
原任家巷村村主任任建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至此，在当地闹得沸沸扬扬的“被贷款”事件尘
埃落定。

扑朔迷离
“听说《监察法》能管社区干部了？”
“社区干部是我们监委监督的对象！您慢慢

说。”
2018年8月3日中午，澧县纪委监委办公室

内，信访室主任毕冬梅、工作人员郭威与几位来
举报的居民聊了起来。毕冬梅很快了解到：这是
一笔“陈年老账”。

2015年初，澧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拟改制
为农村商业银行， 对久拖未还的贷款加大清欠
力度。 正在新疆做泥瓦工的任家巷社区居民杜
某喜突然接到亲戚电话：“喜哥， 你贷了款咋不
还啊，黑名单都上电视了。”

“我又不缺钱，哪里来的贷款？”杜某喜丈二
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从亲戚发来的照片看，自己
和多位村民确实“榜上有名”。

郁闷的杜某喜立马赶回老家， 发现这笔贷
款是2009年3月在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九垸乡
网点办理的，金额为8万元。由于多年未还，杜某
喜已被纳入“黑名单”。

是谁捣的鬼？ 迷茫之中， 有人悄悄地告诉
他，这事可能与时任村主任任建新有关。杜某喜
找到已离职的任建新，但对方没有过多解释，只
承诺会把钱还上。

就这样，3年多的时间一晃而过。2018年5月
上旬， 胞弟想要杜某喜前往刚果协助管理公司。
杜某喜想到了“黑名单”的事，便赶紧邀约“榜上
有名”的几个居民，来到县农村商业银行咨询。不
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那笔贷款仍没有归还！

“太不讲诚信了，等了快4年，一分钱也没
偿还！他过去是村干部，还是党员，找纪委监委
去。”于是，有人把这事“捅”到了县纪委监委。

抽丝剥茧
“必须严查严办！”澧县纪委监委对该案高

度重视，与县公安局成立联合调查组介入调查。
事情过去10年，澧澹乡任家巷村早已成了

澧浦街道任家巷社区。 调查组从浩瀚的档案资

料中查找细节、甄别笔迹……到2018年11月上
旬，事情终于水落石出。

“任主任，我生意周转不开，但我有‘关系’，能
用别人的身份证贷款，你能想点办法不？”2009年
3月，任家巷村村民任爱国向任建新“求救”。

几天后，任建新利用村民申请办理建房审批
手续的便利， 将杜某喜等3人的身份证复印后,与
任爱国来到当时的九垸乡信用社。负责贷款审核
的信贷员宋宜山和任爱国曾是同事。在没有核对
身份证原件且明知贷款人非本人的情况下，宋宜
山直接拿出信贷档案，任由他们冒名签字盖章。

就这样，他们冒用杜某喜等村民名义，以每
人8万元的额度，累计贷款24万元。后来，这笔贷
款一直没有还，3位村民被纳入银行“黑名单”。

案发后，澧浦街道纪工委对任建新进行了纪
律审查。由于涉嫌骗取贷款但金额未达到立案标
准， 县公安局对任爱国给予批评教育和警告处
理，并要求其限期清偿相关贷款。县农村商业银
行申请修改了杜某喜等人的征信记录，对宋宜山
作出停岗收贷的处理决定，停岗期满仍未清收处
置到位，将由农商行纪检监察室立案查处，并在
全系统开展“以案促改”警示教育。目前，有2笔贷
款已全部清偿，另外1笔正在清偿中。

过去“被贷款”，如今一身轻。这不，杜某喜
正盘算着国庆节后去刚果打工赚钱哩。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将铁阳）“仁者无敌， 慈心铸就
长青基业；智者不惑，善举洒播大爱情
怀”， 省慈善总会今天向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分行颁发爱心奖牌，表彰
该行助力脱贫攻坚，向革命老区平江县
桂桥中学捐款20万元改善教学条件的
善举。

成立于2009年教师节的北京银行
长沙分行，目前总资产达800余亿元，在
长沙、株洲、湘潭三地设有30余家网点。

它从成立起就与湖南教育事业发展结下
不解之缘，10年中累计向我省11所边远
贫困山区的中小学捐赠100多万元，建
设“北京银行希望之星教学基地”“北京
银行长沙分行爱心书屋”等。当天，北京
银行在长沙携手芒果TV推出“芒果TV
联名信用卡”，以“互联网+金融”跨界合
作的创新之举倡导青春正能量。仪式上，
长沙分行通过爱心捐赠和文艺节目等形
式，展现了该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成果。

村民身份证信息，竟“送”给朋友贷款———

蹊跷的“贷款黑名单”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善举洒播大爱情怀

省慈善总会向北京银行长沙分行颁发爱心奖牌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黄首记 曾伟业）“感谢县委、 县纪
委，帮我们讨回了欠账！”今天，新化县古台
山国有林场集中供水工程项目承包人曾
维新高兴地告诉记者，自己收到了该林场
拖欠了两年之久的工程尾款20.97万元。

今年初，新化县委、县政府集中开展
“两聚焦两提升”专项治理行动，聚焦事关
企业和群众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聚焦历
史遗留问题， 提升基层干部群众获得感，
提升工矿企业、 学校等市场主体获得感。
由县纪委监委牵头， 会同县委督查室、县
政府督查室，派出3个组，对10大类67个历
史遗留问题，开展了3轮监督检查。

“工作推进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

到哪里，一盯到底，一抓到底！”监督检查
中，该县重点围绕清理政府部门相关单位
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信访问题、
办证难等问题展开工作，做到纵向责任到
底、横向部门联动、细化责任清单。2019年
1月底前， 已清偿5所学校拖欠工程款
207.59万元；6月底，相关学校和乡镇又筹
措资金538.24万元用于还欠。目前，清偿
民营企业欠款已到位745.83万元。

该县鼎英合格学校建设项目，2012
年9月动工，2013年3月竣工， 新增工程
的9万元一直被拖欠。 督查组发现后，积
极协调，于6月6日结清余款。承包人陈军
一个劲儿地点赞：“要不是纪检监察机关
的督促，真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新官”理“旧事”“老大难”不难
新化县半年清偿资金745万多元

津市为“挂牌热”“消暑”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员 陈硕）近日，由中国侨联主办的
2019年“寻根之旅”夏令营湖南张家界
营开营，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
的近120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在张家界进
行为期10天的“寻根之旅”。

活动期间， 营员们实地参观了
张家界国聪非遗博物馆、 土家风情
园、天子山森林公园、黄石寨
景区、 红二方面军纪念馆等
地， 浏览张家界独特神秘的
自然风光， 了解土家文化之
精髓。 营员们还学习了中华
礼仪、绘画、摄影、书法、武术
等课程， 充分体会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 进一步增
进对中国历史的了解， 增强

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
据悉，“中国寻根之旅” 品牌系列

夏(冬)令营活动起始于1999年，至今已
举办19届， 旨在帮助广大海外华裔青
少年学习中文、 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华
文化、促进海内外华裔青少年交流。

百余名华裔青少年“寻根”张家界

集中整治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