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周双 2019年9月11日 星期三
政治 11

1"#$%&'()*+,-./01234567
89:;<=>?@ABCDEFGH3IJKLM2@
NOPQ,RSTUVWX@YZ[*7\]

PQ^_`?+TUVWX@abc-defgh] -
ijk^_lmno@ pqrstuvw^_xyz{
f|}~����|}��8|}���T���@��
4xTU] ��@^_��`?ab���7 !!"#$%]

�Q��l�STUVWX@����7�f�h] �
�S���, ¡1@NOPQ��./S¢£TU1WX
z¤�l�¥¦S§¨./1WX] �k©ª©«©¬S,
©1®¯�°F@±�.²��³��/�³/]

�Q´µ¶·STU1WX@¸¹º»nof¼h] ½
�¾¿zÀW+ÁÂÃÄÅÆÇÄÈÄV�ÉÊ@Ë*Ì
Í�ÎÂ�ÏÐ Ñ0@Ò*n tÓ+ÔÕ¼VCj@bÖ
×ØÙÚÛÜÝ�Þpn ¢£] ßO�"àá4{&â
ã' º»äåæaç}èQéêëìí�{îï'ðñ
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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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203!
!"" 456789:; <=>?@AB1CDEFGH
IJDEKLMNOPQRSTUVWXY Z[M$%&
\1CDE]^IJDE_L`abcdMNef #" g
DE1CY

hi $% gj5klmnop$%&qrstu0v
wxyMz{1CDEe|}LG~IJDE��ABp
�&j����&�I�������M ���&! #&
�456��l1C�G~IJDE_L��pAB�2
�����E���� 1CDE�¡¢KL#£1CD
E¤6;�¤¥¦§¨;©ª'«¬®¯°1C±²³
´�µFQRST¶·u¸¹>^�¡¢KL`abº
»¼ ½x#hKLy¾M�¿aÀFÁÂj5}ÃOPÄ
Åg2OÆuÇ!IJABQRSTÈÉ# Ê�206
ËlÌÍ`ÁLÎÏMÐËÁLÂÑj�`ÒÓM^ÔÕ
�Ö1C�Ö×C]ØÙÚÛÜÝ

ÞßàMá& !! g*âã! !&& ä�201åæj
0çèOPéKLM��IJDEF1CDE_L`56
�êëì #! �í�î#DµQR�ïð#ñòQRST
ÈÉó $ �ïô#�õQRSTÈÉUö $&& í÷Møù
QRSTú %&&& ígMûü1C±² $&& ïXMDµ³
´ %& íðM!&&& íg¿ýABéQRST¶·WXÝ 1
C�G~IJ��þÿ�ø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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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0123456789:
;0<=>? &'@)*ABCD
EFGHIJKL%ABMCDNO
PQRSTURV123W?

XY/012-.Z[\']
^_`abcdefghN ijk
lmnop89efghN ijq
rstu89vwefghx yz
{|a}Ntu9~Nop����
�x-.��� "#$% ��x���
� &'!% ���

E�G5KL0��x �Y1

23W�&'@)*)���p-
.�c�������=�����
 ¡¢�)£¤¥N�p¦¥�§¨
©ª«��¬®�

EFG¯°�&'¥±²³´
µ�¶·¸¹Q�º»¼��±5
)���p-.�½�¾���¿^
�½�À;)£;EÁNÂÃ�^
;&'¾� &'@)*ÄÅ´¥�
p-.�½RÆÇ�È�ÉÊËÌ

��ÍÎ0<ÏÐÁ¾�ÑÒÓ�Ô
12ÕÖ-. () ×� �����
*+, ��� �Y12� " ×-.�

Ø@)*Ù�mn�pÑÚ��
ÛÜÝÞx�Ø@)*ß¦àáâ
pãxä¶åæâp/çàá��
Û¶è�

EFG¦éx ÛÉ�Y12Å
;�êÞx Ö�ëìíîïðñp
�òóôÄx õö÷�ôÄ��ø
åæx5ùEúYû¢müýþÿN
þ!"��#$%^_`Nqrs&
u89N klmnop89'("
)9~N*+N¥Ç�,µ�àáx
-./Ö-.¡Áx ^01"�â
23�*456789:;<,N=
,N>,�?@xA��BCD*N
C<*NCE*xF^G}H��B
=<��N£<ÀpNI<"��à
JG,KL� !!"#" !$%&'!

!"#$% !&'()*+,
-./01 !"#$23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刘燕娟 通讯员 鲁岳云

一个是带着赚钱目的进单位的临聘人员，
一个是主政10年、做着发财梦的单位“一把手”，
两人一拍即合，演绎出一段“危险关系”。

9月4日， 益阳市大通湖区纪委区监察工委
负责人介绍，这两名“主人公”分别是该区原人
社局（机构改革前单位）党组书记、局长周明德
和就业训练中心副主任姚明亮， 他们目前已将
二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并对案件背后的
问题进行了清查。

获聘副主任，对外谎称“公务员”
故事得从10年前说起。
2009年1月，大通湖区原人社局接到再就业

人员培训任务， 想找一位办学经验丰富的人合
作， 南县名人电脑培训学校法人代表姚明亮成
为最佳人选。

很快，双方签订了合同，原人社局以联合办
学的名义，聘用姚明亮为就业训练中心副主任。

不仅有自己的企业， 还有了一份体面的工
作，姚明亮觉得自己“风光无限”，对外开始谎称
自己是国家公务员。

为什么要撒谎？ 因为他内心深处藏着一个
小秘密。

“姚明亮曾因诈骗罪被判过刑，出狱后，他
努力打拼，成了一名企业家，但内心的自卑感怎
么也抹不去。”办案人员介绍。

送钱谋认可，局长“投桃报李”
“我一个有前科的临聘人员，时刻担心被开

除、赚不到钱。而要想保住工作，除了会办事，更
重要的是得到领导认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近
40年的姚明亮，有一套自己的“生存法则”。

他瞄准了2010年春节这个机会， 以拜年的
名义送钱给周明德。周明德没有拒绝。

之后9年时间里， 姚明亮以拜年拜节名义，
送给周明德及其妻子共计19.8万元。

2013年上半年，周明德过50岁生日，自己不
便出面大操大办，姚明亮便前后张罗，给他办了
一个热闹的生日宴。

对于这份“体贴”，周明德是看在眼里、记在
心上。

2016年，根据省里印发的《关于促进创新创
业带动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符合资质的企业
可获得补贴，但大通湖区仅有1个名额。周明德
及相关负责人拍板， 把这个名额给了以姚明亮
妻子名义办的企业。

荒谬的是， 申报资料原本需要原人社局七
八个股室审核盖章， 但姚明亮拿着一张空白表
格，一路绿灯都盖到了章。就这样，一个根本不
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 用一套虚假资料套走了
15万元国家补贴和配套奖励资金。

贪腐“盖子”被揭，两人双双被查
“姚明亮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送给周明德

的19.8万元，肯定不会自己出。”办案人员回忆办
案经过时说。

果然，经查实，自2009年到案发，姚明亮在
领导授意或自行起意的情况下，共骗取、侵占财
政下拨的各类培训等补贴资金65万多元， 其中
个人拿了40.8万元。

“就业训练中心仅一间办公室和一间档案
室，2009年至2018年，共购买了51台台式电脑、
4台笔记本电脑、13台空调、6台打印机， 这太离
谱了！”姚明亮的套钱手段，让办案人员咋舌。

随着调查深入， 周明德的违纪违法问题也
浮出水面。从2010年春节开始，他除了收受姚明
亮的年节红包外，还收受下属、乡镇站办所、多
个项目单位送来的红包， 其中单人单次就收了
10万元。

“2013年，原劳动局（原人社局前身）办公大
楼承建商结算到了工程款后， 到周明德家里去
拜访， 临走时从旅行袋中拿出10万元放在茶几
上。承建商走后，周明德就一张一张地数钱。这
个情节，让人印象深刻。”办案人员透露。

今年5月，59岁的姚明亮因涉嫌行贿罪、贪
污罪，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7月5日，周明
德因涉嫌受贿罪、 贪污罪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
职，并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随后，大通湖区纪委区监察工委对周、姚案
件背后存在的贪腐和失职渎职问题进行清查。
今年7月，原人社局分管副局长、二级机构负责
人等8名相关人员被立案调查。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见习记者 王梅
通讯员 谭懿

【名片】
韩佩倩，女，1988年出生，现任衡阳

高新区税务局减税降费政策咨询组副
组长。入职以来，她一直从事税收业务
相关工作，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攻坚克
难的韧性、恪守平淡的作风，赢得上级
和同事的肯定，3次受嘉奖， 一次记三
等功。

【故事】
9月6日上午，韩佩倩冒着炎热，来

到衡阳市镭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财务
部走访。“今天来，主要是看看企业在享
受减税降费政策过程中，有没有遇到难
题。”韩佩倩说。

“小韩，这些客运票据哪些可以享
受抵扣？你看过我才放心。”该公司财务
部负责人将手里一沓票据递给韩佩倩。
韩佩倩接过票据细细查看，并耐心解答
各种疑问。

走访结束，已近11时，韩佩倩匆匆
回到办公室， 进入金税三期核心征管
系统查看相关数据， 为下一次走访做
准备。

知情人说， 韩佩倩每天都这么忙，
不是在走访企业， 就是在查阅相关资
料；不是在作培训，就是在接受相关人
员咨询。大家对韩佩倩的印象是：性格
开朗，为人低调，做事认真。

如今， 各单位办公都在实行数字
化、电子化，韩佩倩过去工作的原衡阳
高新区地方税务局从2015年起使用金
三系统。用新系统，须将老系统里的数
据进行迁移，工作量相当大，而这主要
是由韩佩倩完成的。

“数据浩如烟海，要对每一笔数据
进行人工核查、验证、完善，工作量大、
要求高。”衡阳高新区税务局负责人说，
当时， 在征管科工作的韩佩倩夜以继
日，从筹备到上线试运行，只用5个月不
到， 就完成了测试演练与数据采集录
入、 清理修改， 共计7081项、5.3万多
条。过去需要“多头跑、跑半天”的纳税
事项， 如今在一个窗口花几分钟即可
办完。

去年地税、国税合并，韩佩倩由征

管岗位调整到税政岗位。这个岗位主要
是开展政策宣传、辅导和咨询。此时恰
逢个人所得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要想
政策落地，必须对政策进行宣传、解读
和辅导， 而这首先要求自己学懂弄通。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 ,韩佩倩虽是两个
孩子的妈妈, 但她为了尽快掌握政策、
吃透税改精神， 每天把孩子安抚好后，
再加班加点学习。

“老王正在攻读MBA，同时又考取
了CPA和税务师，请问老王该如何享受
继续教育扣除？”

“MBA属于继续教育中的学历教
育，一年可享受4800元学历教育扣除。
考取CPA证书和税务师， 一年可享受
3600元职业资格教育扣除。”

“恭喜你，答对啦！当然，考取CPA
证书和税务师均属于继续教育职业资
格教育，无论你考再多证，只能享受一
个3600元，不可叠加。但学历教育和职
业资格教育扣除可同时享受。”

培训课堂上，韩佩倩一番话，让学
员们对新的政策熟记于心。 学员们说，
上韩佩倩的课很轻松， 知识学得透、记
得住。

“我的合同在3月15日签订时是16%
的税率， 但货是4月10日出库的。请
问， 我可以按16%增值税税率开票
吗？”平时，类似这样的纳税人的咨询
电话，韩佩倩每天会接到不少，她总是
有问必答。

“把国家的政策‘红包’，送到每个
纳税人手中，这是税务人义不容辞的职
责。”韩佩倩说。

韩佩倩的敬业和奉献精神，赢得各
方好评。今年“七一”，她被衡阳市税务
局、省税务局评为优秀党员。

� � � �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记者 唐亚
新 通讯员 吴多拉）今天，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发布中秋假期（9月13日至15
日）交通预判。交警部门借助内外部大
数据平台， 通过系统分析近3年中秋假
期全省道路交通规律特点研判，今年中
秋假期全省道路车流量较日常小幅上
升，交通安全压力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城
市近郊。

预计中秋假期， 全省高速公路出
入口总车流量为644万台次， 较去年
同期上升3.5%。车流量高峰日出现在
第1天， 达240万
台次。

预 计 每 天
9-11时和 14-18
时为全省高速公
路车流“双高峰”
时段。总车流量排
全省前列的高速
路段为： 长益高

速、长永高速、京港澳高速长沙段、沪昆
高速湘潭段、沪昆高速邵阳段、京港澳
高速岳阳段、长潭西高速、京港澳高速
郴州段。此外，据初步统计，中秋假期
全省共有18处省道、25处国道计划施
工，其中国道536、国道241、国道107
各有3处。

交警部门通过分析提醒， 中秋假
期每天 18-20时为交通事故高发时
段，凌晨3-5时交通事故致死率最高；
县乡道路为事故多发路段， 驾驶人员
要小心驾驶。

� � � �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莫成 彭业忠 刘海
花）9月7日下午，武陵山区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
对接活动专场———2019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特色农产品扶贫专场推介会， 在湘西经开区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代表、客商、嘉宾300多
人参加，与湘西州特色农业企业、合作社、种养
大户共话合作愿景，共绘美好蓝图。

推介会向客人们推介油茶、百合、柑橘、猕

猴桃等特色优质农产品。会场外，摆满了琳琅满
目的特色农产品，引来很多人驻足观看、拍照合
影。身着苗族特色服装的姑娘小伙们载歌载舞，
将一只只猕猴桃、一杯杯黄金茶、一片片晶莹剔
透的百合送到客人手上， 让大家感受当地的美
味和热情。 湘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
龙秀林还声情并茂地讲述了十八洞村克服“人
多地少”困难，发展猕猴桃、旅游等产业，实现脱

贫致富的故事，赢得热烈掌声。
推介会现场， 举行了湘西州特色农产品签

约仪式，12家外地客商与湘西州特色农业企业
现场签约，订单总额3亿元。

近年来，该州加快发展茶叶、油茶、柑橘、猕
猴桃、中药材、烟叶、蔬菜、特色养殖等8大特色
农业产业，形成了“一县一业”“一乡一特”“一村
一品”产业发展新格局。

韩佩倩：

“税花”绽放别样红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发布中秋假期交通预判

� � � �韩佩倩 通讯员 摄

临聘人员与贪腐局长的“危险关系”

湘西州特色农产品
扶贫专场推介会举行
12家客商现场签约，订单总额3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杨学文

9月6日中午，益阳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食
堂一楼扶贫超市里， 市委干部周永德在选购葡
萄：“我常来这里买水果和蔬菜， 因为既新鲜又
安全，还能帮助贫困户，一举两得。”

扶贫超市是怎么开进机关大院的？ 益阳市
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刘芳介绍，去年3月4日，
由益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时贵挂帅， 益阳
市选派帮扶工作队进驻省级贫困村———资阳区
张家塞乡富民村。该村贫困率达36%、村级集体
经济收入少、基础设施薄弱。摆在工作队面前的难
题不少，但很快，他们找到了精准帮扶的良策，成

立永仁胜产业扶贫专业合作社便是其中之一。
今年4月， 永仁胜产业扶贫专业合作社成

立，吸纳村里95%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加入，主要
从事种养业， 生产优质绿色农产品。“合作社的
干豆角、大米、甜酒、年糕、红薯粉，都是绿色食
品，大有发展前景。”在一次走访中，刘时贵与帮
扶工作队员商议将这些农特产品推销出去。

一开始， 他们尝试着将合作社一些真空包
装的农特产品，放在机关大院食堂二楼一侧，供
干部职工扫码自购。“试了几天， 我们发现这些

农特产品很受欢迎。”益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
赵凯波见农特产品有市场，决定“大干一场”。

经过多方准备，今年7月18日，扶贫超市在
益阳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正式开业，主要面向
机关干部职工， 销售永仁胜合作社及其他扶贫
基地的100余种农特产品。

刘芳说， 益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打算在市
扶贫办支持下，增加扶贫超市货品，展销全市50
个精准扶贫点提供的200多种优质农产品，并将
与电商平台合作，让特色农产品网上“飘香”。

扶贫超市诞生记

祝福祖国
9月9日，衡阳市南华

大学雨母校区运动场，同
学们排出“祝福祖国 祖
国万岁”的字样与国旗合
影。 当天， 该校举行
2019级本科新生开学典
礼暨军训汇报表彰大会，
通过升旗仪式、齐唱“我
和我的祖国” 等形式，表
达了莘莘学子的爱国热
情，用嘹亮的歌声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

曹正平 徐秋实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