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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桂纪轩

梳理落马官员的违纪案例， 有的从红包礼
金打开缺口，有的在“温水煮青蛙”中甘于被围
猎。桂东县交通运输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黄子林
却因情陷“温柔乡”，为了应付巨大的开销，而不
惜一步步走向腐败的深渊。

近日，桂东县纪委监委披露了这起案情，以
警醒党员领导干部，生活上的放纵，必然导致灵
魂上的扭曲、物质上的贪欲、政治上的腐败。只
有严守底线，方能远离“钱色陷阱”。

艳羡灯红酒绿，15万元“金屋藏娇”

案发前， 黄子林任桂东县自然资源局党组
书记。他26岁走上领导岗位，陆续担任桂东县
宋坪林场、 交通运输局、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林业局、自然资源局等单位“一把手”。

“常年游走于工程老板之间，经常看到他们
左拥右抱、 生活奢靡， 慢慢地开始艳羡灯红酒
绿，向往新鲜刺激。”黄子林思想的堤坝开始垮
塌，最终，欲望战胜了底线。

2003年底，黄子林开始婚内出轨。2012年，
他又认识了已婚女子沈某， 将其发展为秘密情
人，每月给其支付生活费，且将自己名下的一张
信用卡交由其使用。

2014年，黄子林首付15万余元为沈某在郴
州市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做其“专职情人”。黄子
林外出郴州、长沙等地学习期间，经常让沈某陪

同。此外，黄子林还和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男女
关系直至案发。

红包照单全收，“黑手”伸向公款

由于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还
要供养专职情人， 开销巨大， 工资根本无法承
受， 黄子林便将目光放在求他办事的工程老板
身上。

2009年中秋节的前一天，承建桂东县某通
乡道路改造工程的老板方某某到黄子林办公室
找其谈工程进度，临走前递给他一个信封，里面
装着5000元现金。

逢年过节， 来拜访黄子林的工程老板络绎
不绝。因为桂东县联网公路工程、公路工程改建
项目验收， 都需要时任县交通运输局局长的黄
子林点头才能通过， 工程款的结算也必须要其
签字后方可拨付，这些老板为了在工程验收、工
程款结算时得到便利， 变着法子给黄子林送现
金，而黄子林则照单全收。

2009至2017年，黄子林先后12次收受多位
工程老板红包礼金、烟酒等物品合计7万多元。

几千上万元的红包也难以满足开销， 黄子
林还将“黑手”伸向了单位财务。

2008至2015年，黄子林以各种理由陆续从
桂东县通乡公路改造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以
下简称“县通乡办”）借出48万元公款。在即将
调任时， 为了处理个人借款及单位一些不好处
理的报账费用，黄子林竟滥用职权，安排工作人

员从县通乡办以通村改造工程为由套取186.75
万元资金，其中157.9万元用于处理单位其他开
支和借款，其余28.8万余元被黄子林个人侵吞，
用于给其情妇购买房产、支付生活费等开支。

博笑红颜，利用职权“提篮子”

为博红颜一笑，黄子林利用职务便利，伙同
情妇沈某及其亲戚谭某某，为湖北籍工程施工队
老板汤某某承揽工程“提篮子”，黄子林为汤某某
在工程单价、工程款结算、施工环境方面提供帮
助。事后，谭某某出面向汤某某索要好处费200万
元，黄子林及沈某就从中分得130多万元。

此外，黄子林还利用职务便利，帮助沈某弟
弟承揽桂东某测绘项目， 并及时安排工程款拨
付到位，为其谋取利益。

为了应付个人周转， 黄子林将自身的公权
力发挥得淋漓尽致。2012年9月，在工程老板李
某某找其签字审批并收到拨付的工程款后，黄
子林向李某某借款50万元。 事后仅在2017年1
月归还了10万元，再没有还过一分钱。

博笑红颜代价深。因为滥情，黄子林最终成
了情欲的奴隶，等待他的也只有一条“不归路”。
7月19日，黄子林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收缴
违纪所得，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

“我愧对组织的培养，愧对领导同事对我的
期望、关心和帮助，愧对亲朋好友和家庭……”
黄子林的醒悟和忏悔已然太迟， 等待他的将是
法律的严惩。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杨华军）11月8日， 中宣部在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研讨班
上， 表彰了一批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
集体、先进个人。怀化市委宣传部被评为
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 成为此次
表彰中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党的十九大以来，怀化市委宣传部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党的创
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要求，坚持
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主题主线，坚持守正创新，突出对象化、
分众化、互动化，广泛深入组织开展面
向基层的“新思想进基层”百姓微宣讲、
“甜甜的怀化听我说” 百灵鸟辩论赛、
“红色故事专题宣讲”等宣传宣讲活动，
及时把党的创新理论传递到基层党员
干部群众中，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
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全市共组织集
中宣讲3000余场次，微宣讲、网上专题
宣讲3万多场次，各类宣讲受众达430余
万人次。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通讯员 刘勋惠 黄
祥湖）“县运管所办公室张某梅未按规定将受
处分人员案件材料送达人事档案，受到批评教
育问责处理； 安平卫生院陈某逵审核把关不
严，对受处分人员预发了综合绩效奖，受到诫
勉谈话问责处理……”日前，安仁县纪委发出
通报，7人因纪律处分决定执行不到位被问责。

今年来， 安仁县纪委监委先后5次对全县
2018年以来处分决定执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发现少数党组织在执行处分决定时存在宣布、
送达不规范； 处分决定未按规定装入本人档
案；受处分人员工资、职务调整不及时；对受处
分人员在年度考核、晋职晋级、评先评优把关
不严等12个方面的问题， 涉及受处分人员18
人。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县纪委立即下发《整
改函》，督促相关单位限期整改到位。

同时，该县还进一步完善制度、规范流程，
对纪律处分执行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建立了工
作台账，实时跟踪，动态管理，确保党纪政务处
分决定执行中不漏、不偏、不走样。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情陷“温柔乡”的贪腐局长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怀化市委宣传部获评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 （通讯员 张
创业 ）10月以来，安乡县三岔河镇镇村
两级干部以抗洪抢险的标准和要求，
走村入户宣传秸秆禁烧工作、 处置火
点险情， 这是该镇纪委运用监督执纪
为打赢“蓝天保卫战”催生的战斗力。

安乡县地处洞庭湖“锅底”，特殊
的地理位置极易造成空气污染， 晚稻
等农作物收割后焚烧的陋习， 导致空
气质量污染严重。 为迅速扭转被动局
面，根据安乡县委的统一部署，三岔河
镇纪委全面助力“蓝天保卫战”，以警

示教育、提醒谈话促进干部作风转变。
截至目前， 镇纪委开展执纪追责4起，
对5名支部书记、5名机关干部进行了
提醒谈话。

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对燃火冒烟
的田间地头，倒查干部履职情况、政策
宣传落实情况、禁烧承诺书签订情况，
用责任追究对秸秆禁烧工作进行全程
监督， 确保禁烧的各个环节能落地落
实。目前，三岔河镇共查处露天焚烧秸
秆行为106起，其中行政拘留1起，罚款
金额1.48万元。

强化监督执纪，助力“蓝天保卫战”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 （通讯员 刘
志军 李靖华）今日，永兴县湘阴渡街道
松柏村“读书吧”里座无虚席，村民李创
因家中农产品销售合同纠纷， 特地到村
里的“读书吧”，从近100册法律维权书
籍里寻求帮助。如今，永兴县“读书吧”形
成了15分钟的读书圈，成为群众家门口
一道普法宣传的风景线。

2016年以来，永兴县创新平台建
设，构建公共法律100米服务圈，实现
了公共法律服务、普法宣传全地域覆
盖。该县建立健全了县、乡镇（街道）、
村（居）组、联户等几级人民调解工作
组织网络， 并成立了县消费者协会、
医患纠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等22个
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全县各级调解
组织每年开展矛盾纠纷排查1.3万余
次，排查调解各类较大矛盾纠纷3000
余件，调解成功率99.5%以上 ,基本实

现“大事不出乡镇、 小事不出村”目
标。

落实“互联网+法治”工作思维，全
县建成3865个“法润三湘”志愿点，搭
建了县乡村组四级联动、 实体与网络
相融合的新平台，将“法润三湘”志愿
点志愿者培养成为线上线下的矛盾纠
纷调解员、法律法规宣传员、社区矫正
志愿者、公共法律服务指引人。探寻网
上普法新途径，县司法局建立“永兴县
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 微信群、“永兴
手机报”普法专栏，让法治宣传内容活
跃在群众的手机端。

普法元素“满视野”、普法对象“全
覆盖”、普法渠道“零距离”，构建起与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普法工作
新格局。3年来， 永兴县先后获得全国
“六五”普法中期先进县、全国法治县
（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等荣誉。

普法元素“满视野” 普法对象“全覆盖”
永兴构建全时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纪律处分执行不力
7人被问责

11月6日，参赛选手对物证进行提取。当天，张家界市举行首届刑事技术职业技能竞赛，来
自全市区县公安机关的4支参赛队伍、11名刑事技术人员， 展开痕迹物证发现提取能力考核、
指纹足迹鉴定能力考核等项目的较量。 邓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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