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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姜鸿丽

中等个子，头发披肩，鼻架眼镜，笑容
可掬……10月17日， 记者见到51岁的詹卫
红时，她刚完成3个项目的审计，正麻利地
整理着一尺多高的审计资料。“‘詹陀螺’搞
起项目来穷追不舍，一竿子插到底，是一个
‘铁面卫士’。”同事江志杰快人快语。

詹卫红是常德市审计局社会保障审计
科科长。从事审计30年来，她不忘初心、查
错纠弊，先后主审140多个项目，重点关注
民生领域项目审计，一心一意守住民生“钱
袋子”。常德市审计局局长张克武说：“詹卫
红始终对事业负责、为群众担当，是常德审
计部门的一个品牌、一个标杆。”

捕捉细节，练就“火眼金睛”
1990年，詹卫红从湖南商专毕业后，回

到家乡石门县，走上审计岗位，2003年调到
常德市审计局工作。上世纪90年代，审计还
是新生事物，主要与财务报表、报销凭证打
交道。“刚开始看不出门道， 拿着账本就想
打瞌睡。”回忆当年情景，詹卫红笑了。

詹卫红特别执着， 总结每个审计项目
的特点，寻找蛛丝马迹，很快成长为审计领
域的行家里手。别人没在意的细节，却逃不
过她的眼睛，成为案件突破的重要线索。

去年1月，詹卫红审计柳叶湖旅游度假
区2017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 她带领
审计组多方搜集资料，深入走访调查，初步

掌握一些线索。 但审计组在柳叶湖旅游度
假区征地拆迁所，查了10多天一无所获。

迷惑之际， 火眼金睛的詹卫红发现了
一张假发票，为审计打开了突破口。这个棚
改项目鼓励货币化安置，对购买存量商品
房的拆迁户给予奖励。詹卫红查阅奖励资
金花名册和档案资料发现，一张发票号码
和发票代码左右两边不一致，是一张假发
票。

短短一个月， 詹卫红带领审计组翻阅
了600多本拆迁档案，把有疑点的发票逐一
核对，最终发现部分拆迁户利用虚假发票、
虚假不动产登记证骗取财政补贴资金，移
送纪检监察与公安部门线索36件， 为国家
节约财政资金190多万元。

一心一意，守住民生资金
从2012年开始，詹卫红的科室连续7年

负责国家审计署项目———常德市保障性
安居工程跟踪审计。 为确保审计质量，詹
卫红走访调查、现场审计、制作模型、总结
经验……像一只旋转不止的陀螺， 被同事
们称为“詹陀螺”。

保障性安居工程关系常德10多万住房
困难家庭，又是国家审计署安排的项目，要
求高、涉及资金额大。每次走访中看到群众
期盼的眼神， 詹卫红觉得肩上责任沉甸甸
的。她凭借独到的判断和审计技巧，斩断了
一双双伸向民生项目的“黑手”。

2015年， 詹卫红带领审计组调查常德

经开区安置房回购问题时， 发现一笔反常
的回购款。回购协议签订前，该区征收办支
付开发商回购款600万元。“为什么这么做？
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一连串问题在詹卫红
脑中萦绕。 经过讨论， 审计组决定突击盘
库。

农历正月初八一上班， 詹卫红就带领
审计人员，对该区征收办突击盘点，当场查
出一本私存私放的现金日记账和若干自制
收条。接着马不停蹄，通过银行协查等，锁
定了区征收办违纪违法的事实。 案件很快
被移送纪检、检察部门处理，后来区征收办
主任李某因受贿175万元被一审判处有期
徒刑4年， 其他2名班子成员被调离原工作
岗位。

“审计必须从详实的调查中来，从群众
的走访中来。”詹卫红从不把审计局限于账
本和数据中。

2016年1月下旬，临近春节，为了核查
垦区危改资金，詹卫红带队前往西湖、西洞
庭、安乡、澧县、石门等地走访调查，一个个
农场走，一户户调查，一笔笔记下群众反映
的问题，一去10多天。最后一站是石门东山
峰农场，当时遇上大雪，山路结冰。当地干
部说：“路太滑，太危险，就别去村民家吧？”

“只有走进村民家里，才能听到真实情
况。”詹卫红说着拎起文件袋，走进风雪中。

情与法的抉择，她选择对党忠诚
“每次案件线索移送，都是对党性原则

和职业操守的一种考验。如果存有私心，就
没有资格审计别人。”平时工作中，面对一
些亲友说情，詹卫红坚守初心不偏航。

2016年，詹卫红在审计某单位时，发现
部分干部存在兼职取酬问题， 自己的一个
朋友也在其中。这个朋友刚动了大手术，一
出院就找到她：“请你看在多年的情谊上，
不要追究此事。”

“于情，我于心不忍。但从事审计工作，
法大于情，我没有选择，否则就是渎职！”詹
卫红给朋友讲道理。最终，这个朋友退回了
兼职赚取的报酬。

为了守住底线，詹卫红不在非工作场
合接待当事人， 不接受当事人的宴请或
礼品。 有一次， 有人在送礼被拒后对她
说：“你要是端掉了我的饭碗， 我也不会
让你有好日子过！”面对威胁，詹卫红没
有退缩。

7年来，詹卫红牵头常德市保障性安居
工程审计，追回财政资金2.12亿元，移送案
件线索132件， 有200多人受到党纪政务处
分，确保了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规范有序。
她主审的一个跟踪审计项目， 还被国家审
计署评为全国优秀审计项目。

连接世界 心动未来

绿色动力装备
国际高峰论坛在株洲举行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曹书为）今天，绿色动力装备国际高峰论坛在株洲
举行。来自国内外的200余名专家学者聚在一起，
以“连接世界、心动未来”为主题，探讨绿色动力装
备未来发展趋势和方向。

这次论坛由中国中车和省科协主办，旨在聚焦
绿色动力装备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积极为当地政
府与企业、高校搭建“开放共享、合作共赢”交流平
台，推动国内绿色动力装备制造业领域加快形成集
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化于一体的创新体系。

论坛上，刘友梅、顾国彪、黄小卫等3位中国工
程院院士分别以《绿色能源轨道车辆发展》《企研
融合 同创共盈———蒸发冷却技术发展应用之路》
《先进稀土功能材料的研发与应用》为题，发表了
前瞻性主旨演讲。 西班牙Zeleros� Hyperloop公
司、NTN（中国）投资公司、依索沃尔塔合成材料
公司、浙江大学、中国中车等单位的代表和专家，
围绕超级高铁发展、交通领域电机、电机轴承及绝
缘材料技术发展方向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拿出2500余个岗位

永州大力引进
急需紧缺专业人才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唐一平）10月23日， 记者获悉， 永州市日前拿出
2500余个人才岗位， 面向海内外大规模引进、招
聘各类急需紧缺专业人才。

据了解，为引进人才，永州市制定了一系列政
策措施， 市县两级将分别设立5000万元、1000万
元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并将举办上海、北京、深圳
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同步推进会，设立人才发展服
务中心和永州市人才协会等。 对市本级引进的全
日制博士研究生或在本行业有重大贡献的正高级
职称人才，将给予每人每月生活补贴4000元（发放
期限为3年），购房补贴10万元；对引进的全日制硕
士研究生及“双一流”大学、世界排名前100名高校
全日制本科学历人才， 每人每月给予生活补贴
2000元（发放期限为3年），购房补贴5万元；引进人
才没有购房前，5年免费安排人才公寓居住。

目前，永州市正全面承接产业转移，奋力跨越
崛起。围绕这一中心工作，该市大力引才聚才，院
士工作站、 博士后协作研发中心等一批科研中心
相继建成，院士专家永州行、招才大使家乡行、人
才沙龙等活动先后开展。

办事进一窗 最快两小时

岳麓区企业
开办大提速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郑旋 通讯员
张盼）今天上午9时30分左右，长沙施维环保服务
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谢元来到岳麓区政务服务大
厅，通过“市场准入”综合窗，一次性提交了公司注
册材料。约2小时后，营业执照、税务登记、银行开
户手续全部办好， 一套新的企业公章也到了他的
手中。

“真没想到，效率这么高。”谢元说，以前他申
请开办过企业，需等待近一周时间。现在，最快2个
小时就能办妥，还不用花一分钱。

据悉，在5月初实行“两印一照一递”（资料打
印、复印与照相、行政审批决定专递）免费基础上，
岳麓区于9月26日全面推行公章刻制免费， 赠送
新办企业一套经公安部门备案的企业行政公章、
财务章、发票专用章、私章，实现企业开办手续零
成本。

按照“一件事一次办”改革要求，岳麓区在政
务服务大厅开设“综合窗”，为企业订制“服务包”，
将商事登记、公章刻制、税务登记、银行开户、快递
等5个环节整合起来，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同时，
新增营业执照自助打印机， 最大限度压缩企业开
办时间。

目前，在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情况
下，长沙市新开办企业所有手续最长办理时限为3个
工作日，而岳麓区将其提速至最快2小时内。同时，
岳麓区积极推广“全程电子化”登记，即“鼠标点、网
上批、邮递送、不见面”，企业登记一次不用跑。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郁 龙晓燕

10月17日，崭新的半位收割机刚
到安仁，李敦贵就迫不及待把它“接”
回家。李敦贵要抢抓天气，把1700多
亩晚稻收割完，并且，用这台“宝贝”
把秸秆充分利用———一边收割，一边
把稻草打捆好。

李敦贵是安仁县承坪乡岩岭村
一位普通农民。1972年出生的他，19
岁高中毕业后就跟着村里的人去广
东搞基建。 当听说进厂当工人工资
高，他就进了一家鞋厂。

由于业绩出众，颇受老板器重。
5年时间， 李敦贵从普通工人做到总
经理助理， 年薪10多万元。2012年，
李敦贵的孩子上高三，他辞职回家陪
读。回家后，他接受一个朋友的建议，

流转100多亩田种植水稻。
好钻研的李敦贵，在种植过程中

经常到农业部门学习水稻种植知识，
还经常到外面参加培训。2016年，李
敦贵成立犇犇农业农机联合社，同
时流转1000多亩田， 扩大生产规
模。同时，他带动36户贫困户，用直
接入股或免费提供技术、 提供设备
等方式，结对帮扶。当年这些贫困户
就全部脱贫。

为让参与的农户收益更多，敦
贵一直在琢磨如何进一步提高种植
效益。在参加一次培训时，李敦贵听
说别人的生态米1公斤可卖到20多
块钱， 他决定也来尝试生态水稻种
植。

为选择优良种子，李敦贵特意到
省农科院找专家取经。在一位教授的
推荐下，使用提纯复壮、耐寒性比较

强的常规稻———玉针香来种植，此品
种虽然产量低， 但米粒外观晶莹如
玉，米饭清香扑鼻、松软可口，非常受
消费者欢迎。

“玉针香如果在良好的生态环境
中生长， 其品质会更好。” 李敦贵介
绍， 山区的田属于污染很少的田，是
种生态米的好地方。于是，他除了在
自己家乡找山区的田来种，还到金紫
仙傎、永乐江镇一些土质好的偏远山
区种水稻，并使用农家肥、有机肥。大
米一上市，果然很受欢迎，价格比原
来高一两倍还供不应求。近两年销售
收入均超过300万元。

尝到甜头的李敦贵， 踌躇满志。
“很多山区的田地抛荒了， 却是种植
生态米的良田， 我要每年以500亩到
1000亩的目标， 继续扩大山区荒田
种植面积，让更多农民受益。”

崀山将举办第五届
脐橙文化旅游节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见习记者
肖霄 通讯员 杨坚 周忠安 ） 今天上
午， 新宁县在长沙举行新闻发布会宣
布，2019中国·崀山第五届脐橙文化旅
游节将于11月20日在崀山开幕。

这届节会为期3天， 以“百里脐
橙连崀山·产业扶贫耀三湘 ” 为主
题，将举办崀山脐橙全网营销、崀山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旅游推介等8大
特色活动。

近年来，新宁县大力发展“公司+
基地+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贫
困户”等联农带富模式，从种苗繁育
到基地建设、果品销售，产业链条的
每一个环节都不让贫困农户落下。据
统计，产业园参与“千企帮千村”的脐
橙企业有92家， 其中省级龙头企业3
家、市级龙头企业8家，帮助贫困农民
就业4.8万多人，每年增收1.2亿元。依
靠龙头企业带动， 该县2.1万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摘帽。

“铁面卫士”詹卫红

老百姓的故事

李敦贵:荒田种出香米来

� � � � 10月22日，资兴市三都镇流华湾村，白鹭在荷花池中翩翩起舞。近年，该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着力实施乡镇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大力开展植树造林，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优美的生态吸引了成群结队的
白鹭来此栖息，构成一幅优美田园生态画卷。 欧祖生 摄

白鹭翩跹
入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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