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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鲁岳云 易家祺

“现在好了，管理人员不找我借钱了”“办
证也规矩了”“过年过节再也不用费尽心思去
送钱送礼了”……近日，益阳市大通湖区纪
委区监察工委工作人员对全区食品药品行
业经营户开展营商环境整治回访时，收获一
众点赞。

而在1年多前，这些经营者们还憋着一
肚子苦水。是谁在他们之中“吃拿卡要”？9月
底，大通湖区纪委披露了这起“中梗阻”典型
案例。

食药股长职位不大，权限不小
陈辉，就是这些个体经营户之前的一块

“心病”。
2010年7月至2018年1月， 陈辉先后担

任大通湖区社会发展局卫生监督所所长、区
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股
股长。

一个股长的权力有多大， 你可能想不
到。 他先后负责5家医院、68家诊所和村卫
生室、27家药店以及67家化妆品店的经营
许可和监督管理， 还有66家食品企业以及
1218家食品个体的市场准入和日常监督。
虽说只是一个股长，但关乎全区食品药品行
业营商环境的好坏。

刚上任时，陈辉兢兢业业，但生活开销
较大，工资收入不能满足，渐渐萌生了想弄

点钱的念头。
2013年， 陈辉心底的“闸门” 被一个

3000元的红包彻底敲开。“对方要续一个食
品证， 在街上遇到我就偷偷塞了一个红包，
请我关照。我看是熟人，四周也没人看见，就
赶紧收下了。 ”虽然陈辉第一次收红包心情
忐忑，但尝到甜头后，他开始频频和企业老
板交往，甚至主动出击。

“最开始他主动要求参加店铺开业的典
礼、剪彩等活动，一个药房开业就收了一笔
800元的红包，他认为这样比较顺理成章。 ”
办案人员说。

几百元、 上千元的红包还是不够花，陈
辉开始另寻生财门道。

“现在食品安全管得很严，陈辉的自
由裁量权比较大， 本来可以罚10万元，如
果给他送点钱，就可以少罚点。 老板们知
道他这个套路后，自然而然会去送红包。 ”
办案人员介绍，从2013年到2017年，陈辉
收受的红包礼金经查实的就有30笔，金额
达5万多元。

以借钱名义索贿，搞违规代办
陈辉收受的红包礼金仍不能维持自己的

开销，于是他索性以借钱的名义向被监管对象
索取好处。 据其交代，被他借钱的企业和商贩
多达14家，借款金额达36万元，直到案发仍有
13万元没有还。

对此，被陈辉借钱的监管对象却是噤若
寒蝉。 调查人员询问时，有部分企业和商贩

一开始直接推脱，“你不要来找我，我不能说
这个事情”。

借钱之后，陈辉并不满足，还利用手中
职权搞起了“副业”。

2016年10月，河坝镇沙堡洲村某农庄
叶老板想办理腌腊鱼和水产品的食品生
产加工小作坊证。 根据相关规定，生产腊
鱼腊肉不能办这个证。 于是，他找到陈辉
希望能辛苦“代办”一下。

“陈辉明知道代办是违规的，而且这个
证不允许办， 他还跟叶老板提出办证需要3
万元，拿了钱后给对方办了一个非法的证。”
办案人员介绍，陈辉先后给多个企业“帮忙”
办证，从中捞取好处费15万余元。

打通破坏民生红利的“中梗阻”
去年2月，大通湖区纪委在接到举报线

索后， 对陈辉的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查处。
在接受组织审查的3天中，陈辉主动上缴违
纪所得款23.89万元。

钻营6年的权力变现， 最终作茧自缚。
陈辉受到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收缴全
部违纪所得，从副科级降为办事员，并责令
其归还管理服务对象的所有欠款。

“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人员，理
应成为守护群众利益的忠诚卫士，当好企业
发展的‘服务员’，但陈辉‘吃拿卡要’、利用
职务便利借钱不还， 这种破坏民生红利的

‘中梗阻’，我们坚决要打通。”大通湖区委委
员、区纪委书记李益说。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见习记者 肖畅

10月10日9时，阳光透过湘潭市中心医院
9号楼6楼产科一区的玻璃窗， 落在了41号病
床上吴玉萍的脸上。 吴玉萍抬起头，冲着准备
给她喂稀饭的丈夫郭时清笑了。

这时， 妇产科副主任左建中笑盈盈地走
了进来：“玉萍，这一道道‘鬼门关’都闯过来
了，只要你好好调养，等出院了，咱们一起去
看宝宝！ ”吴玉萍一把拉住左建中的手，激动
得说不出话来。

原来，10月1日晚6时，湘潭市中心医院值
班人员接到紧急电话， 韶山医院一名24岁的
产妇在娩出胎儿及胎盘后突发羊水栓塞，呼
吸困难，心率下降至每分钟20-30次，血压及
血氧测量不出。 经一系列救治，血压仍需大剂
量升压药物维持，发生凝血功能障碍，出血严
重，需紧急救治。

“羊水栓塞是一种产科极少见的并发症，
难以预测，死亡率高。 ”左建中说。

救治刻不容缓！ 左建中和几名医生迅速
随120救护车，赶到韶山医院抢救。 根据病情
并征得患者家属同意， 医务人员决定以切除
子宫止血的方式保住产妇生命。 术后，产妇各
项生命体征明显好转。

但是，在韶山医院重症监护室治疗期间，
产妇病情再次发生变化：血压下降，腹腔内出
血增多，腹腔引流血液增多，病情加重。

湘潭市中心医院再次增派妇产科、 外科
医师。 经专家会诊评估，决定将患者带呼吸机
紧急转入设备更齐全的湘潭市中心医院抢

救。
此时，已是10月2日凌晨3时。湘潭市中心

医院医务科、输血科、放射科、介入科、手术
室、麻醉科、妇产科、检验科等科室灯火通明，
各科室负责人早已做好多学科联合救治准
备。 手术室里，一场与死神的博弈迅速展开。

“救治过程中，血袋不是一包包，而是一
筐筐送进去。 家人们都揪着一颗心，希望她能
顺利闯过难关。 ”回忆抢救时的情景，郭时清
心有余悸。

“因盆腹腔无出血病灶，腹腔积血达5000
毫升。 抢救后虽无出血，血压正常，血色素上
升，但情况仍不乐观。 ”妇产科主任韩驰说。

还来不及喘口气，产妇病情又发生变化，
腹腔再次出血增多。 经一系列抢救，止血效果
仍不明显。

院长曾建平当即做出下一步救治方案：
邀请省人民医院专家前来介入手术。 经专家
血管造影细致排查， 将多根相关血管交通支
栓塞后，终于成功止血。 当时已是10月3日凌
晨2时多，医师们的衣服湿透了，紧紧贴在后
背上。“有的医生已连续坚持30多个小时没有
休息，我们家属非常感动。 ”郭时清说。

纠正凝血功能，补充电解质，利尿、强心、
限制液体和钠，调整呼吸参数，拔管……经3
天4夜抢救，10月5日， 病人终于闯过一道道
“鬼门关”，病情平稳。

10月8日上午， 吴玉萍从外科重症监护室
转到普通病房。记者去探望她时，她露出了甜美
的微笑，“感谢为我推开生门的所有人， 他们圆
了我一个幸福的家。 ”

通讯员 李辉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这是我们母女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
情， 感谢公安干警和乡亲们的及时营救！ ”
10月6日，回想起刚刚经历的一切，广西游

客覃姓女子仍然心有余悸。
10月4日下午5时46分， 安化县公安局

江南镇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一个报警电话。
一名广西籍覃姓女子带着11岁女儿到江南
镇茶马古道旅游区川岩江溯溪游玩时，在八

仙瀑布3公里左右的森林中
迷路，报警求助。

游客走失的地方为原
始次生林，与新化县大熊山
林区八担米山界接壤，经常
有野兽出没。迷路母女长时
间跋涉，已经断水，体力消
耗巨大， 随时会出现危险。
江南镇党委、政府负责人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迅速
向上级汇报有关情况，民警
和辅警组织了12人搜救队
伍紧急上山搜救。

搜救人员与迷路女子
取得联系，试图通过手机定
位锁定她们的位置，但由于
山上没有网络信号发送不

了位置定位，且无人机因树林茂密无法发挥
作用，搜救工作陷入困境。

在搜救现场调度指挥的副县长伍亮果
断决策，增派人手，组织公安干警、辅警和村
支两委干部、熟悉地形的群众，沿着母女失
联路线进行地毯式搜查。 根据地形位置，搜
救队员分为4组展开搜救。 在陡峭的山上搜
寻了2小时后， 终于有一组队员听到走失游
客的声音，循声找到了迷路的母女俩。

在原路返回时，11岁女孩出现严重的脱水
症状，已经无法行走。 加上山路过于陡峭，大家
根本无法背着女孩按原路返回， 搜救队员只能
寻找新的出路。由于森林里人迹罕至且已天黑，
他们也迷失了方向。

就在大家重新梳理思路寻找出路时，5日
凌晨3时， 迷路游客在有网络信号的一瞬间发
出来的微信位置信息，为在外面的搜救队员提
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在他们停留的地方有一座
坟。 几经周折，搜救队员终于找到一个当年葬
坟的老人。凌晨4时，老人带领搜救人员进山搜
寻。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寻，10月5日6时30
分，他们成功找到了被困人员。

检修人防设备
10月10日，蓝山县城区防空警报器安装点，工作人员在检修设备。 连日来，该县人防办组织

人员对城区防空警报器进行维护、检修，确保设备保持正常状态。 杨雄春 廖俊森 摄影报道

一场3天4夜的生死营救
———湘潭成功救治一名羊水栓塞产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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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打通“中梗阻”，不用再送礼

母女俩走失在原始次生林……� � � � 手机定位盲区，无人机
无效，搜救队员迷失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