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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黄陟改 卜莹 李煦阳

“你看，我们单位职工现有近100人，
购买工会慰问品累计金额2万多元， 商场
一共返了400元现金。我已凭收据发票，将
返现全部存入工会账户当中去了。”

8月2日，说起自己处理的这件事，衡
阳市蒸湘区一学校工会的工作人员老张
有些“小骄傲”。

这是该区纪委监委驻区教育文化体
育局纪检监察组要求派驻单位对采购积
分兑换返利处置情况开展自查自纠的一
个缩影。 据统计， 从去年6月到今年7月
底，该区8所中小学校已主动存入采购积
分兑换返利款共11870元。

事情要从一通电话说起。
“请问是纪委监委吗？我不是来反映

问题的， 我是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的！”今年1月初，正在办公室忙碌的蒸湘
区纪委监委驻区教文体局纪检监察组干
部小黄，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原来，2018年6月，省总工会出台《湖南
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明确
元旦、春节、端午、中秋等7大节日可发放一
定的节日慰问品。 这本是为了保证干部职
工按规定享有正常的福利待遇， 但在采购
过程中，一些商家为拉拢生意，纷纷举行积
分兑换活动，比如某商场购物金额累计满2
万，采购人员便可兑换400元现金。

“这不，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在采购

福利的过程中，某商场竟有400元返现。我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笔钱！” 电话那头介
绍，自己名叫老张，是某学校工会的一名工
作人员。由于今年学校扩招了老师，采购金
额也随之多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400元，
让老张“不知所措”。

“现在各种廉洁教育活动入校园，让我
的‘高压线’时刻紧绷。虽然数目不是很大，
但我深知，这一分一毫，‘手’都不能‘伸’！”
老张说。

“对对对！不要小看这点钱！积分兑换返
利是工会收入的一部分， 返利的400元应当
存入到工会的账户中去，适用范围与工会本
金的适用范围相同，不得挪作他用。”通过一
通对话，小黄意识到这绝对不是个例，在给
出建议的同时，迅速将情况上报。

今年3月4日，蒸湘区纪委监委驻区教文
体局纪检监察组根据采购积分兑换返利处
置情况要求所驻单位进行全面自查自纠。其
中，仅一家学校就存入工会账户800元。

为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该纪检监
察组还要求所驻单位坚持以健全制度为基
础， 以规范流程为重点， 以监督管理为保
障，形成采购项目事前约束、事中监督、事
后审计、全程监管的良性工作机制，确保物
资采购工作的规范运行。

“用工会经费‘积分兑换返利’，披着商
场活动的外衣，金额不大，隐秘性强，是一
笔容易被人忽视的‘公款’。党员干部遇到
这种事情，一定要记得从小处着眼、从细节
入手。”小黄告诉记者。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吴嘉玲 苏芷妍）4日上午，第十八届“汉语桥”
决赛第二场在湖南长沙举行，战况更加激烈，
30强选手各显所长，展现出高超的汉语知识
水平。

在“汉字九宫格”环节，节目组更巧设三
道诗词题，带领30强选手走近中国古代人民
的“夜生活”。在没有电视、没有电灯的晚上，
古人都会做些什么呢？ 本场决赛考评官赵冬
梅教授谈到，古人的“夜生活”是非常浪漫雅
致的，可以“天阶月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
星”“有约不来过夜半， 闲敲棋子落灯花”。而
面对“众里寻他千百度，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这道题，杨金玉选手不愧“学霸”名号的称
呼， 迅速得出了正确答案， 率先取得12分高
分， 其深厚的汉语知识储备令现场众选手惊
叹连连。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而中华美食又何尝
不是呢？本场的“学长带你看中国”环节中，
2011年第十届“汉语桥”选手“大米”作为出
题官，带领30强选手穿梭到了中国的美食之
都顺德， 通过一段精彩的VLOG视频感受顺
德的饮食文化。 本场零失误的泰国选手杨金
玉表示，她非常喜欢中国菜，尤其是湖南的剁
椒鱼头。 中国菜的菜名通常都包含吉祥的寓
意，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

“古语说，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就是不
管山多高海多远， 都会因为共同的志向而走
到一起。在汉语桥的这个考场，除了考出一个
好成绩，我们还有一个更宏大的志向，就是以
汉语为桥，沟通世界”。赵冬梅如此阐释《汉语
桥》节目的立意。本场比赛中选手们穿着各自
的民族服装来到节目现场， 也在无形中把世
界各地之美带到中国，与中华文化交相辉映。

湖南日报8月5日讯 （记者 张斌 ）近日，
在湖南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
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 湖南省公安机关成功
打掉一个企图为外逃红通人员跨境洗钱的地
下钱庄团伙， 主要犯罪嫌疑人钟某被依法刑
事拘留。

该起案件线索是湖南省纪委监委在追逃
彭旭峰的过程中发现， 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的。彭旭峰，男，现年53岁，原长沙市轨道交
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因涉嫌受贿等犯罪
于2017年3月24日潜逃境外，同年5月10日被

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经查，彭旭峰、
贾斯语夫妇潜逃美国后， 企图通过钟某等人
经营的地下洗钱渠道非法转移资金， 被省追
逃办及时发现并依法打击。目前，该案仍在进
一步办理中。

湖南省追逃办负责人表示， 将进一步深
入贯彻落实中央追逃办工作要求， 继续加大
追逃追赃工作力度，有逃必追，一追到底，正
告境外在逃腐败分子，彻底放弃幻想，尽快投
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对于企图包庇、帮助
境外逃犯的人员，将坚决严厉打击。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甘艳）今天，长沙市纪委通报6起为担当
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典型案例。

这6起案例包括：关于澄清对长沙市公
安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欧益科在办理湖南
天誉诈骗案中与犯罪嫌疑人存在利益输送
并充当“保护伞”问题的不实举报；关于澄
清对浏阳市荷花街道党工委书记刘守德敲
诈勒索企业问题的不实举报； 关于澄清对
宁乡市金洲镇纪委书记谈超包庇村霸问题

的不实举报； 关于澄清对宁乡市白马桥街道
党工委书记欧正坤滥用职权， 违法拆除举报
人养殖场问题的不实举报； 关于澄清对长沙
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廖建
新、 麓谷派出所刑侦副所长杨凯存在执法消
极、态度不端正问题的不实举报；关于澄清对
长沙县湘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刘登带队违法
强拆的不实举报。

其中，2019年5月，欧益科被举报在办理
湖南天誉诈骗案中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利益输

送，为其充当“保护伞”，不但不查案还刻意阻
挠查案等问题。经调查，2017年至今，该诈骗
案自侦办工作开展以来， 专案组进行了受立
案、冻结账户、资金查控等一系列工作，已抓
获并刑事拘留涉案人员31人，扣押汽车5辆、
现金23万元，冻结房产两处，冻结股票账户资
金市值25万元，冻结相关银行账户共计34亿
余元， 目前追逃追赃工作仍在继续进行。经
查， 欧益科不存在举报反映不查案还刻意阻
挠等问题，长沙市纪委对不实举报予以澄清。

“这些不实举报， 背离了群众监督的本
质， 挫伤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使干事创业干部心里凉透透。”通报表
示，要大力支持实干者，严厉打击诬告者，不
能让实干家、创业者流汗流血还流泪。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采购积分兑换的400元钱，能不能私拿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吴嘉玲 苏芷妍）8月4日下午，第十八届“汉语
桥”决赛第三场在长沙火热开考，北京大学教
授赵冬梅作为考评官出席节目现场。

本场决赛依然分为“听力热身赛”“汉字
九宫格”“学长带你看中国”3轮。在“汉字九
宫格” 环节， 选手们遇上了有趣的甲骨文
“囧”字，来自乌克兰的选手林知秋凭借象形
巧妙地推算出了正确答案，并用生动的表情
演绎“囧”字。随后的一道“地狱级”绕口令改
句型题———“刘奶奶找牛奶奶买榴莲牛奶，
谁知，牛奶奶把榴莲牛奶留给了柳奶奶”，更
是让在场的选手抓破头皮。诗词题中，“故人
入我梦，三夜频梦君”这首杜甫写给李白的
诗， 让在场选手对杜李之间的友谊感慨不
已；“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这

份李白对孟浩然的深厚情谊也让选手十分
感动。

在“学长带你看中国”环节中，选手们跟
随着镜头进入中国北方的内蒙古自治区，共
同见证阿拉善的治沙成就。看着一片片曾经
荒芜的沙漠，被生机勃勃的绿树填满，选手
们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在环保命题下的大国
担当。面对“环保”这个重大课题，30名选手
也纷纷谈起了自己的环保小心得。来自日本
的吉沼优多介绍了日本垃圾分类做法：“我
们把垃圾分为20多个种类， 比如可燃垃圾、
不可燃垃圾、可以再利用的……”

据了解，8月6日， 选手们将迎来更为紧
张和激烈的第四场决赛，争夺本届“汉语桥”
的全球15强晋级名额。比赛内容将于9月2日
起每周一至周四19时30分在湖南卫视播出。

见证“绿色家园”阿拉善

趣味古诗词引发中外交流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见习记者 黄晗 通
讯员 彭团）8月5日，湖南省文明办发布2019
年第二季度“新时代湖南好少年”名单，全省
共14名优秀学子光荣入选。

11岁的张荣景善于观察，敢于创新，小
小年纪已是个小发明家， 获得了三项国家
实用型专利；10岁的张芷荣兴趣广泛，在音
乐、美术、文学、体育等方面多次夺得省市
比赛的头筹；12岁的鲁缘是一名留守儿童，
父母常年不在家且母亲患上直肠癌， 但她
面对生活的困难毫不退缩， 照顾身体不好
的奶奶，照顾幼小的弟弟，帮助爷爷下地干

活，她用行动践行着孝心，用稚嫩的肩膀担
起了照顾家庭的责任……

本次入选的14名“新时代湖南好少年”
经湖南省各级各地广泛发动，层层推荐，通
过学生评议、老师推荐、集中评选产生。这
些好少年从小事做起， 积极培育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的好学上进、 自立自
强，有的助人为乐、孝老爱亲，有的热爱钻
研、醉心传统文化，体现了对家庭、对他人、
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 凸显了新时代少年
朝气蓬勃、 奋发向上、 乐于奉献的精神风
貌。

14名青少年入选二季度新时代湖南好少年

湖南成功打掉为外逃人员跨境洗钱犯罪团伙为担当者担当 为负责者负责
长沙市纪委通报6起典型案例

山货出山
村民增收
8月3日，桑植县湘蓝农产

品有限责任公司，工人在分拣
打包野生粽叶。2014年以来，
该公司利用桑植县丰富的林
业资源优势，收购、加工当地
及附近县区的野生粽叶，年销
售达2400吨， 实现了山货出
山，村民增收。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记者手记

这样的“小题”就该“大做”
张斌 李煦阳

现在，一些商业机构为吸引消费者，都设有积
分激励机制。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笔不以为然的
“小钱”，想都不想就揣进兜里。但如果涉及到公款
采购，就不一样了。

在采购福利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通过积分
返利得到几百元“好处”，看起来好像是个“小数目”，
却在原则上犯了“大错误”。殊不知，这些商场的积分，
正是用工会经费采购才得到的， 即使积分兑换而来
的钱数目再小，也是姓“公”的。私拿这笔小钱，就是把
公款揣进了自己的口袋，恐怕得不偿失。

把这种私吞积分返利现象与腐败挂钩，看似有
些“小题大做”，实则不然。正所谓，千里之堤，溃于
蚁穴。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利用职权或者职务
上的影响， 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私财物情节较轻
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
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情节严重的，更
是会被开除党籍。这种“小钱”不小，积少也可成多，
最终损害的还是大家的利益。对于这样的“小题”，
我们就该“大做”。

蒸湘区纪委监委针对积分返利情况专门建立
的自查自纠制度，是对反腐败积极、具体的反应。而
老张主动上缴返利所得的行为，也为广大基层干部
树立了榜样。只有从一笔笔“小钱”管起，抓早抓小，
防微杜渐， 才能将滋生腐败的行为扼杀在摇篮里，
进一步助推社会形成反腐倡廉的良好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