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通讯员
刘娜）“桥头乡长岭村干部在扶贫项
目中‘捞油水’。”近日，张家界市永
定区纪委监委接到举报， 当即决定
直查直办。案情很快水落石出，长岭
村原支部书记杨某国、主任宋某兵、
秘书秦某远虚报冒领骗取危房改造
金2万元，3人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近年来， 永定区紧盯群众身边的
腐败和作风问题，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充分利用手机、 网络等广泛收集问题
线索， 通过走村入户、 明察暗访等方
式，进一步畅通基层监督举报渠道。同
时，提高问题线索处置效率，优先处置
巡察、专项审计、扶贫联点督查等工作
中发现的， 以及通过单位自查、“互联

网+监督”后台比对、群众反映强烈的
各类扶贫领域问题线索， 对不收敛不
收手的突出问题，一律公开通报曝光，
形成强有力震慑。

据统计，今年以来，永定区共发现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73件，同比
下降52.3%； 受理乡村问题举报线索
197件，同比下降38.8%；扶贫领域侵
占、截留、套取资金案件大为减少。追
缴资金 582.2万元， 退还群众资金
129.06万元。

铁面执纪，当好群众利益的守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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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冉春雷 何兴安

湘乡市翻江镇是长韶娄高速公
路建设的必经之地， 如今高速通畅，
给人们出行带来便利。当地12名镇村
干部却在项目拆迁中被腐败击倒。

11月18日，刘淑英系列案警示
教育大会在翻江镇召开。64岁的翻
江镇中山村原村主任刘淑英声泪俱
下的忏悔画面，令与会者唏嘘不已。

这起贪腐窝案中， 监管防线何
以层层失守？引人深思。

互为掩护，征拆款成了
“提款机”

去年5月，根据中央巡视组和湘
乡市委巡察组的移交线索， 湘乡市
纪委监委立即对刘淑英贪腐案展开
调查， 一批镇村干部违纪违法事实
相继浮出水面。

2010年5月， 刘淑英被任命为
翻江镇高速公路建设协调分指挥部
办公室成员， 与其他镇村干部一道
负责中山村的征拆工作。2011年，
在登记村民坟山补偿过程中，有2座
无主坟的补偿款无人认领， 刘淑英
便将1000多元揣进了自己的腰包。

“当时心里七上八下，很长一段
时间都提心吊胆，生怕别人问起。”正
当刘淑英的内心摇摆不定时，副指挥
长胡某某（时任翻江镇副镇长）帮她
把心中的天平拨向了贪婪的一边。

2011年12月，胡某某授意其分
管的国土所虚造领据在中山村征地
款中套取近6万元，用于发放干部补

助和个人私用。刘淑英见样学样，向指
挥部借款近6万元用于发放征地设施
补偿款，将其中属于中山村村集体的3
万余元占为己有。

这样的现象并非个案。2012年下
半年，分片镇领导王强（时任翻江镇副
镇长）以争取资金为由，要求刘淑英虚
开20万元的征拆款领据，之后将这笔
钱占为己有。刘淑英又“学为己用”，随
后虚开10万元的领据，要求王强审批
签字。

“刘淑英伪造领据骗取征地款，就
像填支票一样简单， 征拆款成了她的
‘提款机’。”办案人员介绍，2011年以
来， 刘淑英单独或伙同他人以伪造领
据等方式， 贪污征地拆迁补偿款等共
计79.8万元， 收受或索取贿赂5万元。
刘淑英犯贪污罪、 受贿罪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迫于压力 ， 涉案人员
主动投案

“刘淑英系列案涉案人数多，他们
上下勾结，横向串通，互为掩护，形成
了侵占国家征地拆迁补偿的贪腐网。”
办案人员介绍， 特别是身负监管责任
的分片领导、副指挥长带头违纪违法，
乘机大捞好处。

2012年4月， 刘淑英不慎丢失了
代领村民的6万元征地补偿款。她找到
副指挥长张某某（时任翻江镇人大主
席），谎称丢失了10万元。张某某在知
道事情原委的情形下， 竟授意刘淑英
虚开10.5万元的征地款领据。 钱到手
后，刘淑英给张某某送去了1万元的感
谢费。

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 一些涉案
人员迫于压力和震慑主动投案。2018
年10月，王强主动投案交代了涉嫌的
违纪违法问题， 他是湘乡市监委成立
以来，第一个主动投案的党员干部。紧
接着，李耀龙（时任翻江镇政协联工委
副主任）于2018年11月也主动投案交
代了涉嫌的违纪违法问题。

截至目前， 该系列案涉及的12人
已全部处理。其中刘淑英、王强和李耀
龙被判刑，张某某等5人受到撤职以上
纪律重处分，2人受到纪律轻处分，2人
被诫勉谈话。

制度虚设，监督责任缺失

据办案人员介绍， 翻江镇征拆工
作原本制定了严格的制度， 由驻村干
部、村干部、国土所工作人员对土地和
设施进行丈量、登记、造表、核算补偿
金额， 分片领导和副指挥长核实签字
后， 再由翻江镇财政所干部将补偿款
直接发放到村民手中。

可惜制度执行没多久，工作人员便
以“太麻烦”为由，从直接发放变为村干
部或驻村干部代领转发。从两条线并行
到“一条龙”服务，漏洞显而易见。

“制度面前选择变通，是刘淑英系
列贪腐案的主要诱因之一。”在警示教
育大会上， 湘乡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征地拆迁制度成了空文，村账
代理中心监督责任缺失， 村上的监督
制度形同虚设， 给刘淑英等人的违纪
违法行为提供了便利。

湘乡市监委对翻江镇人民政府提
出监察建议， 要求整章建制， 加强监
督，堵塞财务管理等方面的漏洞。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名片】
成立于2011年5月的岳塘新闻

网是湘潭市岳塘区委、 区政府唯一
官方新闻门户网站。8年来， 网站始
终坚持“新闻立网，内容为王”，3次
斩获湖南新闻奖， 多项工作走在全
省区县网站前列。更为难得的是，这
支采编队伍仅有6人，年龄最大的31
岁，最小的23岁，全部为女性。

� � � � 【故事】
11月25日一早， 刚到上班时

间， 岳塘新闻网微信群就已十分热
闹：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区
领导到街道调研； 采访乡村扶贫能
手……各种报题层出不穷， 时政新
闻与民生新闻“比翼齐飞”。

虽然是一个只有6名采编人员
的“娘子军”团队，平均年龄仅27.6
岁， 但这群姑娘却承担着全区新闻
报道、手机报制作、微博微信编辑等
繁重的工作任务，加班是常态。

岳塘新闻网微信群群名叫“不
忘初心岳塘新闻人”。 初心是什么？
网站站长陶妞说：“作为一个区级网

站， 我们把区里的中心工作报道
好了， 把岳塘的好故事传播出去
了，就是践行了初心。”

8年来，她们从未忘记这个初
心。

90后的何蔚，因擅长写民生
新闻，被读者亲切地称为“民生小
天使”。2011年，她率先报道岳塘
区“象面少女”圆圆因患神经纤维
瘤导致脸部严重变形遭歧视，并
连续采写了12篇报道，不仅引起
社会各界关注， 还帮助圆圆减轻
了病情， 重拾了自信， 找到了工
作。当年底，圆圆将一面“妙笔生
花纾民困、网聚爱心解民忧”的锦
旗送到岳塘新闻网表示感谢。

“这组报道不仅让网站收获
了第一个湖南新闻奖， 也收获了
第一面锦旗。” 何蔚告诉记者，比
起荣誉， 她更看重的是通过新闻
的力量， 改变了一个花季女孩的
命运，让“象面少女”从自卑走向
自信。

“女汉子”胡飞云剪着短发，
戴着黑框眼镜， 外出采访左手提
摄像机，右肩扛三脚架，是网站的
“视频小能手”。2014年， 由她制

作的MV《最美的人》在首届“最美岳
塘人”颁奖典礼上播出，广受好评。这
段4分43秒的视频，是用近100G的视
频资料剪辑而成，每一个镜头、每一
帧画面都经过精挑细选。“不分白天
黑夜，反复打磨，整整修改了10次。”
胡飞云笑称，第一次导出时，视频命
名为“初稿”，后面几次，名字就变成
了“最后一次定稿”“再不定稿就崩
溃”。

“人们说的‘最美好的岁月’，其
实有许多在当时都是最痛苦的，只是
事后回忆起来才感到幸福。” 胡飞云
说，有一次，她偶然看到市区里一个
大型广告屏播放这个MV， 她驻足看
了很久。那一刻，才真正感觉受到所
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陶妞和朱维是“元老”，已在岳
塘新闻网度过了8个春秋。陶妞初来
时是在一线奔跑的采编人员， 如今
已成为“全年无休”的站长。陶妞说，
角色在转变，初心不会变，以前想采
写很多好稿子， 现在想带领团队采
写更多好稿子。朱维初来时是美编，
如今已成为既会写又会PS还会编辑
微博微信的“多面手”，朱维说，感谢
岳塘新闻网让她发现了一个更优秀
的自己。

20多岁的张阳婷和郭璇是近两
年加入网站的“新鲜血液”。张阳婷常
背着相机奔走在田间地头，郭璇更多
的时候在办公室编辑稿件。虽然分工
不同，两个小姑娘都认为，自己所做
的工作是在践行初心。

岳塘新闻网是该区最年轻的“三
八红旗集体”。她们采写的2个新闻专
题，曾斩获湖南新闻奖二等奖；策划
的“寻找最美岳塘人”系列报道，已成
为全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闪亮名片。

正青春，再出发。如今，岳塘区正
与湖南日报社合作共建县级融媒体
中心，岳塘新闻网采编人员即将变成
岳塘区融媒体中心采编人员。“名称
变了，初心不变。”陶妞说，她们要继
续传递岳塘好声音、正能量，让初心
在新闻一线美丽绽放。

12人贪腐窝案，监管何以层层失守 绽放在新闻一线的
“六朵金花”
———记岳塘新闻网采编团队

青春洋溢的岳塘新闻网采编团队。 通讯员 摄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