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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贺文英 王章倩

“你好， 我来交单位6月份的水
费。”7月23日， 在安化县自来水公司
交费处， 县疾控中心出纳按要求支付
了6月份的水费，并预存了下个月用水
费用。

此前， 安化县疾控中心在过去长
达10余年的时间里，办公用房、家属
楼用水不用缴纳费用。现在，他们按规
定进行改造， 启用了新管网与智能水
表，大院里的工作、生活用水都得按表
缴费。

记者了解到， 该县疾控中心的这
一变化， 源于安化县纪委监委的一次
明察暗访。

今年2月21日， 安化县纪委监委
工作人员到县疾控中心检查时， 发现
偌大的办公楼没有一个水表， 而且院
内家属楼住户也没有安装水表。 带着
疑问， 细心的工作人员开始进行走访
调查。

“你们一个月用水量有多少？有没
有缴纳水费的票据。”

“没有这方面的票据。”
“那平时水费都缴在哪里？”
“不知道， 我们都是按惯例在操

作。”
什么是“惯例”？一连串对话后，工

作人员纳闷了。
为了弄清楚情况， 工作人员又前

往县自来水公司查看水费缴纳凭证。
一番询问后得知：在2005年至2018年
长达13年的时间里，县疾控中心办公
楼与家属楼从未向自来水公司缴纳过
水费。

水是公共资源， 白白用了10多
年，为何一直没有人收费？

带着疑问， 安化县纪委监委继续
深挖彻查：原来，这是安化县疾控中心
与县自来水公司达成的一种“默契”。

因双方存在业务往来， 安化县
疾控中心对县自来水公司行使水质
检测权， 按月进行自来水水质采样
检测，并出具水质检测报告，向其收
取水质检测费。 在2005年机构改革
之前， 安化县原防疫站与县自来水
公司达成口头协议， 双方互相“照
顾”，县防疫站不收取自来水公司的
水质检测费用， 县自来水公司不收
取县防疫站的水费。

2005年机构改革后，县疾控中心
与县自来水公司继续沿用双方口头协
议， 均未向对方收取相关费用。2017
年4月， 县疾控中心根据相关文件要
求， 取消了对县自来水公司的自来水
水质检测收费项目。

“我是2016年到县疾控中心任职
的，听说是‘惯例’，就一直按之前的

模式操作了。 县自来水公司为了得
到我们单位水质检测的支持和关
照， 一直没有主动跟我们单位对接
要求缴纳水费， 我们也没有主动去
跟他们对接商量缴纳水费的相关事
宜。毕竟，水费开支也是一笔不小的
支出。”时任该县疾控中心党总支书
记、主任龙拥军说。

“我2012年上任的时候，也想过
要整顿这个水费问题。 但由于牵扯面
比较广，涉及人员多，难度大，所以还
是默认了这种状态。”时任该县自来水
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刘立平说。

在特定关系里滋生的利益往来，
就在这样的“惯例”中保留了下来。据
统计，13年间，安化县疾控中心应缴却
未缴的水费共计26万余元。

经查， 在这起乱作为问题中，县
疾控中心原主任胡红安和时任党总支
书记、主任龙拥军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时任县自来水公
司负责人刘立平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因其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 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不久，安化县纪委监委
向全县通报了此案， 并要求涉案单位
对存在的问题立行立改。

“我们痛定思痛，对中心的工作进
行了梳理， 彻底解决自来水缴费问
题。” 该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戴兵兵介
绍，被全县通报以后，县疾控中心下大
力气对办公楼与家属楼自来水管网进
行改造， 让用掉的公共资源能够按量
买单，同时与自来水公司对接，完善补
缴事宜。

■记者手记

铲除“惯例”滋生的土壤
张斌 王章倩

一个管供水，一个管检测，双方在
业务往来中“互惠互利”，久而久之，形
成了这种所谓的“惯例”行为。

表面上看， 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
“默契”。而实际上，“惯例”的背后，占
用的是公共资源，漏掉的是应尽义务，
寒的是老百姓的心。我们不禁要问，一
旦出现这种事，谁来为“惯例”买单？

当 地 纪 委 监 委 负 责 人 告 诉 我
们 ，严肃查处这个问题并通报全县 ，
就是要让各级各部门能从中汲取深
刻教训 ，主动整改问题 。要真正实现
社会的公平公正 ， 就要从整治以权
谋私 、乱作为等问题着手 ，绷紧纪律
之弦 ，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集中
火力进行纠正 。 要向全社会释放动
真碰硬的强烈信号 ， 狠抓各级作风
问题 ，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将整
改真正落到实处 ，让这种所谓的 “惯
例 ”彻底失去滋生的土壤 。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记者 刘银艳 何
金燕）7月26日，全国“人社服务标兵”先进
事迹巡回宣讲团来我省宣讲。

本次宣讲活动，结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积极宣传“人社服务标兵”
先进事迹和感人情怀， 切实发挥先进典型
的示范引领作用， 把学标兵争先进意识转
化为推进我省人社系统行风建设的强大力
量，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人社服务。

宣讲会上， 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金果
坪乡人社服务中心主任易盛荣、 新疆建设
兵团石河子市人社局仲裁院干部常昕、益

阳市南县劳动局监察局副局长何正伟3位
全国“人社服务标兵”作了现场宣讲，倾情
分享自己扎根基层、为民服务的心路历程。

省就业服务中心、 省社保服务中心优
秀窗口工作人员钟涛、谭傈，对标全国“人
社服务标兵”，作了“守初心、担使命，人民
在我心中”的主题演讲。

省人社厅和长沙市人社局约200名干
部职工现场聆听宣讲， 大家纷纷表示要以
这些“人社服务标兵”为榜样，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 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
绩，推动新时代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通讯员 李
云 刘玲 记者 龚柏威)“老乡，您有多
少亩地呀？ 一年能领到多少种粮补
贴？”7月30日， 沅江市委第一巡察组
到南嘴镇目南村村民陈少德家，调查
惠民政策落实情况。

最近，沅江市委第一巡察组对南
嘴镇党委开展巡察，并对2个村(社区)
进行了延伸巡察。这是该市巡察工作
开展以来，首次通过向村(社区 )延伸
巡察，对村干部进行“政治体检”，打通
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

为开展好村 (社区 )巡察 ，巡察
前， 沅江市委组织巡察干部到外地
学习经验， 并参加益阳市委巡察办
举办的专题培训， 熟练掌握村级巡
察的要求、 程序以及需要遵循的农
村工作规律等知识。 在实际巡察走
访中，巡察组来到田间地头、群众家
中，了解情况，对发现的侵害群众利
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及时移交
市纪委监委处理。这次巡察，共谈话
55人次，收到信访举报4件，立案查
处1人。

全国“人社服务标兵”先进事迹宣讲团
来湘宣讲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如此“惯例” 不能惯着

沅江探索开展村级巡察

对村干部进行“政治体检”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刘扬

“你为祖国尽忠，我们替你尽孝。”在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纪念日临近之际， 退伍老
兵、长沙市望城区安华山庄老年公寓董事长刘泰
安向社会发出倡议，希望寻找长沙地区革命烈士
的父母，以安华山庄老年公寓为活动基地，着重
改善解决其养老现状。

记者近日采访刘泰安时，他表示此举在于让
烈士父母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让年轻一代铭记
历史，传承精神。

投笔从戎，退伍经商，创办养老
机构

刘泰安今年63岁，长沙市望城区人。1973年，
他高中毕业，教了3年书，因为崇尚英雄，于是投
笔从戎，1976年12月来到广州军区， 从事工程兵
工作，在部队入了党，1982年元旦退伍回乡，担任
村干部，一干就是8年。

1990年， 刘泰安前往广州经商，5年里积累
了一定资金，1995年回到长沙， 创办了一家汽车
修理厂和一家建筑监理企业。 富起来的刘泰安，
没有忘记一名老兵的身份， 思索着怎样为家乡、
为社会更多地发光发热。

“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原先是我的老
屋。”他告诉记者，2007年，他拆老屋，腾空地，
建新楼，为的是办一家老年公寓，缓解不少城
乡老人老来无依、 老来孤苦的问题。2010年，
集养老、助老、医疗、休闲、娱乐、文化为一体
的安华山庄老年公寓正式建成开放。 每月15
日，这里会举行集体生日，全体入住老人被组
织到活动大厅，唱歌、跳舞，派发生日礼物，品
尝生日蛋糕。 村里五保老人夏以宁是一名退
伍军人，中风偏瘫，一时无人照顾，刘泰安将
他接来，派专人护理，免费进行康复治疗。刘

泰安对身边人说：“如果连本村的老人我们都
照顾不好，还能照顾好谁呢？”

言简意赅，刘泰安用一件件小事启发引导
员工们，把安华山庄老年公寓的为老人服务推
向高处。

把23位抗战老兵请进照护中心

安华山庄老年公寓开业不久， 因为环境
好、 服务贴心， 吸引了一对抗战老兵夫妻入
住。刘泰安于是产生一个想法：在老年公寓创
办抗战老兵之家，让那些健在的、处在困难中
的老兵， 在共同关爱之中有尊严地走完最后
的人生道路， 让年轻人永远传承他们热爱祖
国、坚韧不拔的精神。

2015年6月27日，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
会、华夏保险公司、省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民革
湖南省委员会等单位在安华山庄举行“抗战老兵
照护中心”揭牌仪式，全国首家抗战老兵照护中
心落户在这里。

从这之后，张谷初、王琦霞、王光亚、谭曦、
周敏文、黄刚等23位抗战老兵先后入住安华山
庄，这里成为全省社会化养老场所集中居住抗
战老兵最多的地方。刘泰安要求从企业负责人
到员工，待抗战老兵如至亲。百岁以上抗战老
兵费用全免，百岁以下免床位费，每人每月只
收取400元伙食费，全程保健，跟踪服务，24小
时有人照看。

长沙夏天格外热、冬天分外冷，刘泰安带
着公寓护理员夏天每天换洗老兵的衣服，每
天擦洗一次凉席，保证房间没有异味；冬天保
暖保温。厨房多煮稀饭，照顾老人的牙口，对
活动能力不好的老人，派人送饭到房间。住在
这里的其他老人， 每天上午主动来到抗战老
兵住处，带着他们一起做保健操，锻炼身体。
2015年9月3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

年纪念日， 安华山庄举行了“百名老兵看阅
兵”活动，昔日疆场杀敌的老兵们激动得热泪
盈眶。

1914年出生的抗战老兵王光亚， 曾在安
华山庄住了三四年，102岁时去世。 生前，他
经常告诉朋友：“在安华山庄住的几年里，没
有生过病。”黄刚等抗战老兵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称赞 ：“这里的环境好空气好水好 ， 人更
好。”

愿天下老年人晚年幸福

除了关爱抗战老兵， 刘泰安还对戍边湘女、
烈士遗孀、百岁老人、失独老人等特殊对象进行
公益优待。有人算过一笔账，安华山庄老年公寓
因此每年光减免床位费一项就要少100多万元收
入。

刘泰安说，十年饮冰，难凉热血。为老去的英
雄和作出过特殊贡献的人提供一个安享晚年的

“家”，始终是心中最动情的追求。
201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 刘泰安得知作为

“八千湘女”之一的汤碧芳老人归湘意愿强烈，便
想方设法与其取得了联系，请她到安华山庄安享
晚年。随后，安华山庄老年公寓陆续接纳了17名
返湘养老的“湘女”。刘泰安对记者说，湘女们为
边疆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现在到了社会回报她
们的时候，我是退伍老兵，应当承担这样的社会
责任，传承弘扬湘女精神。安华山庄给入住这里
的湘女提供了优厚的关爱条件， 让她们相互陪
伴，颐养天年。

对于刘泰安的爱心之举，也有人发出诸如
“营销策略而已”的议论，对此，这位老兵从不
辩解，更没有停下关爱老人的脚步。他说：人人
都会老，“愿天下老年人晚年幸福” 是我的初
心，做这件事一个人能力有限，但我会坚持下
去，能做多少做多少，尽心尽力做下去。

7月30日， “第一军规” 中的“上门板” 故事发生
地桂东县沙田镇贝溪村冲里组， 村民郭国齐向党员、
群众讲述当年“上门板” 的故事。 当天， 桂东县消防
救援大队、 桂东县星火志愿者协会党员和入党积极分
子联合开展“聆听军规故事， 传承军规精神， 牢记初
心使命” 活动。 1928年， 毛泽东率领红军途经桂东县
沙田镇贝溪村时， 有一队红军战士借宿在村民郭大洪
（郭国齐的爷爷） 家里。 当时， 郭大洪取下门板铺上稻
草让红军战士过夜。 红军离开时没有捆好稻草， 上好
门板， 毛泽东知道后， 严肃批评了当事红军。 为严肃
军纪， 随后在沙田墟 （“第一军规” 广场）， 颁布了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邓仁湘 摄

聆听军规故事
传承军规精神

一位退伍老兵的养老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