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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护航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见习记者 梁可庭 通讯员 廖远哲

【芷江速览】
今年来，针对惠民资金发放、管理、

使用过程中的突出问题，芷江侗族自治
县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开展惠民资金“微
体检”行动，对发放对象信息进行逐条排
查，严查侵害群众利益的“微腐败”，以及
信息审批复核中存在的工作不实、作风
漂浮等问题，确保惠民资金不流失。

【现场目击】
7 月上旬，芷江侗族自治县芷江镇

小溪村年过九旬的蒲正锡老人，正拄着
拐杖在屋门前散步。看到县纪委干部再
次上门，老人口齿清晰地说：“感谢你们，
之前漏发的 1890 元补贴款，已经到账
了。”

蒲正锡是该县修建梨溪口水库时的

外迁移民，根据政策，从2006年起，他能
享受 20 年移民直补资金，每年 600 元，
按季度发放。然而从 2015 年起，蒲老就
再也没有领到过这笔钱。

今年 4 月，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
局纪检监察组在入村督查时，蒲老反映
了这一情况。经查，原来是2015年，蒲正
锡的老伴去世，县库区移民事务中心工
作人员在核实移民人口时，误将蒲正锡
和老伴两人的名字一起清除了。这些年，
由于蒲老行动不便很少外出，没能找县、
镇有关部门问清楚；向村干部反映了几
次，也一直无结果。

纪检监察组立即针对该中心工作不
实问题约谈了相关责任人，要求把所欠
发资金及时发放到位，并举一反三，查找
是否还有漏发、错发、多发，通过建章立
制堵塞漏洞。“我们逐一核查所有发放人
员名单，要求村、乡两级签字确认，如有
异动及时上报，将责任明确到人。”县库

区移民事务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以来，芷江侗族自治县纪委监

委深入开展惠民资金“微体检”行动，明
确县民政局为专项治理牵头单位，重点
围绕低保、五保、高龄、优抚对象等名单
是否及时退出系统，低保对象是否按期
复审，残疾人护理补贴是否重复领取等
方面查找问题线索，通过“互联网+监
督”信息比对、数据核实、实地走访等形
式，严查信息审批复核中存在的问题。截
至目前，共取消城市低保 65 户 117 人、
农村低保 178 户 324 人；发现并整改问
题226个，立案3起，党纪政务处分3人，
退还群众资金35.38万元。

“对资金审核把关不严、动态管理不
到位等问题，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
型表现，必须严肃整治。”县纪委副书记、
监委副主任邱小平表示，将持续开展社
会兜底保障资金“微体检”，通过常态化
监督，管好群众的“救命钱”。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见习记者 梁可庭 通讯员 廖远哲

【祁东速览】
今年以来，祁东县纪委监委将易地

扶贫搬迁作为扶贫领域监督执纪工作的
重点，把监督力量下沉到部门行业、企业
车间，压紧压实相关职能部门责任，让搬
迁群众的衣食住行、就业就医等民生事
项落地落实。

【现场目击】
7月12日，连续几天的降雨后，天空

终于放晴。晌午，祁东县灵官镇 57 岁的
贫困户黄带娣挎着菜篮子，来到 100 多
米外的自家菜园采摘蔬菜，为孙子准备
午饭。

园子里，辣椒、茄子、丝瓜等时令蔬
菜应有尽有，不一会儿篮子就装满了。黄
带娣告诉记者，“搬离老屋后，我们在安
置点附近也有了自家的二分菜地，解决

了家里吃菜的问题。”
黄带娣一家住在灵官镇竹木市场易

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这里是祁东县
建成的43个集中安置点之一，共安置了
像她这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200 户 689
人。

2017年底，原本住在大同市村的黄
带娣一家搬迁至此，一家六口住进了
150 平方米的新家，丈夫、儿子、儿媳都
在外务工，她在家照顾孙子上学。

搬入新居后，小孩上学的问题解决
了，老年人看病就医方便了，唯独没了自
留地种菜，每天都要花钱上街买蔬菜，平
添了一笔新的开支。黄带娣心想：要是能
在安置点附近给我们分点地，种些新鲜
蔬菜吃就好了。

去年 5 月，灵官镇纪委书记刘雄入
村走访，黄带娣向他道出了大多数搬迁
群众的心声。刘雄将这一情况进行反馈
后，镇党委政府决定在安置点附近租些
土地，给大家建设“安心菜园子”。去年

11 月，镇里在安置点附近租了 20 多亩
地，租期10年，解决了搬迁贫困户的“菜
篮子”问题。

今年 5 月，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在
“进村访民情、进组查作风、进户督帮扶”
行动中来到该安置点走访，充分肯定了

“安心菜园子”的成功经验，并将其作为
助力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的
重要举措之一，迅速协调相关部门推广。
如今，全县 43 个安置点的 3298 家搬迁
户都有了自己的二分地菜园子，幸福生
活更有滋味了。

此外，该县还依托“归阳工业园”和
在安置点建设扶贫车间，让4876名搬迁
对象实现了就业，确保了每个有劳动力
的贫困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要搬得出，还要
稳得住、能脱贫，实现可持续发展。”祁东
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杨宏发表示，下一
步将继续聚焦民生领域强化监督，全力
护航脱贫攻坚，全面提升群众获得感。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徐亚
平 见习记者 周磊 马如兰）80 多年
前，红十六军一位徐班长在牺牲前，将
自己的戒指送给救护他的江西省万载
县老乡。围绕这一线索，江西日报组织
采访组赶到平江寻亲。今天下午，平江
县委宣传部和湖南日报岳阳分社举行
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平江
县电视台原台长徐谢师说：“这是一段
佳话，不管难度多大，我们千方百计来
寻找。”

7月上旬，江西日报总编辑张天清
在万载县采访时，得知一名红军烈士
和当地村民蓝真才之间的一枚戒指的
故事。1933 年 4 月，红十六军、红十八
军和独立师取得“株木桥大捷”。一位
徐班长不幸负伤，被送至红三医院救

治，而这里正是村民蓝真才的家。徐班
长告诉蓝真才，他来自湖南。因伤势严
重，徐班长不幸离世。临终前，他将随

身携带的银戒指赠给蓝真才。现在，这
枚戒指已传至其曾孙女蓝长招手上。

戒指正面刻着“徐垂铨章”、内侧
刻着“正美”的字样。据蓝真才后人所
言，烈士极有可能是平江县人。张天清
决定，组成融媒体采访组，赴平江寻找
烈士亲人，以告慰英烈。

座谈会上，听江西日报记者李芳
讲完这个故事，与会人员莫不深受感
动。平江起义纪念馆副主任李醒狮介
绍：“红十六军将士大多是平江、浏阳
人。”县史志办副主任李双龙说：“这
位烈士十有八九是平江人或浏阳人。
但是，寻找难度极大。”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优抚股股长王和表示：“我们会
把烈士名录中在万载作战牺牲的徐
姓战士名单全部调出来，再详细比
对。”徐谢师认为，必须发动媒体力量
和徐氏宗族的民间力量，通过微信、
自媒体等途径转发，扩大知晓面。

“寻亲团”还来到平江县童市镇排
形村徐氏大宗祠，翻看徐氏家族族谱，
寻找相关线索。

红军烈士戒指遗落万载
湘赣两省党报寻亲平江

湖南日报 7月 27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员 甘艳）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是

“围猎”与“被围猎”的高发地带，是腐败
重灾区。近年来，长沙市纪委监委按照省
纪委监委和市委部署要求，始终保持高
压态势，严肃查处一批工程建设招投标
领域腐败问题。今天，长沙市纪委监委通
报 4 起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招投标典
型案例。

4起典型案例分别为：宁乡市政协原
党组书记、主席邓杰平案；长沙市第四医

院原党委委员、院长段晓明案；长沙市城
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李垚案；湖南湘江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蒋奕案。邓杰平、
段晓明、李垚、蒋奕4人，或利用地方领导
干部职务影响力插手干预招投标，或利
用“一把手”身份在单位建设项目中搞腐
败，或利用国有企业平台公司带来的便
利直接操纵招投标，最终受到纪法严惩，
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长沙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当

前，长沙市深入开展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负责专项整治的各成
员单位要按照责任分工，认真履职尽责，
不给违规插手工程者留机会空间。全市各
级党组织要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坚持严管严教，筑牢制度防线，让招投标

“潜规则”失去通道。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
保持惩治高压态势，对违规插手干预项目
招投标的行为绝不放过，努力营造工程建
设招投标领域清清爽爽的风气，为推动长
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长沙通报4起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招投标典型案例

芷江：

惠民资金“微体检”
管好群众“救命钱”

祁东：

聚焦搬迁强监督
村民“搬”出好生活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曾佰
龙 通讯员 冉春雷 李丹）7 月 24 日，
湖南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谢成鹏说：“优化营商环境专项
巡查开展后，巡察组将我公司的困难
反映给相关部门，湘潭市住建局和自
规局主动作为，出台相关扶持政策，
缓解了我们的压力，希望这种巡察能
常态化。”

4月中旬至 6月上旬，湘潭市委开
展为期两个月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专

项巡察，重点巡察该市高新区、经开
区、雨湖区、岳塘区、昭山示范区及市
发改委等 27 个市直单位。专项巡察期
间，湘潭市委巡察组共走访市场主体
235 家，其中企业 163 家，个体工商户
72家，谈话560余人次，受理来信来访
70余件，发现具体问题140余个，下发
交办函 16 份，交办问题 45 个，为企业
解决实际问题50多个。

“巡察中，有一个年纳税数千万元
的企业，因办公楼顶居民乱搭乱建问

题，求爷爷、告奶奶六七年，一直没人
管，结果巡察进场3天就拆除到位。”湘
潭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察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卫兵在市优化营
商环境专项巡察反馈会上讲的这个故
事，引起很多人思考。问题向巡察组反
映后得到高度重视，巡察组立即交办
给当地党委政府。仅仅 3 天，楼顶搭建
的违章建筑全部依法拆除。

湘潭市委书记曹炯芳表示，该市
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升级版”，使党
委政府和市场主体结成命运共同体、
利益共同体、环境共同体、发展共同
体、荣誉共同体。

湘潭专项巡察优化营商环境

挑战答题
点燃学习热情

湖南日报 7月 27 日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黄江杉)7月24日，安乡县纪委监
委发布通报，该县大湖口镇双湖村村民潘
文海向镇纪委举报，双湖村党总支书记李
文清违反廉洁纪律。经查，双湖村存在违
反财务管理制度问题。县纪委监委决定，
对李文清和村会计朱兰辉立案审查。

据了解，今年来，安乡县纪委监委启
用“1155”信访举报新模式，做到信访举

报 线 索“ 件 件 有 着 落 、事 事 有 回 音 ”。
“1155”即一个专栏公示引导、一套流程
动态管控、5个直办防范风险、5项制度压
实责任。今年初，该县纪委监委在政府网
站等平台设置“信访举报公示栏”，公开
来信来访地址、网上举报路径，引导群众
合理有序举报；公开信访举报办理流程
图，确保信访举报受理“零遗漏”。同时提
出“5 个直办”，即上级纪委交办件、县领

导批示件、科级干部件、村支书件、反映
重大问题件由县纪委监委直接办理。此
外，制定首办责任制和领导包案制、限时
办结制、双向承诺制、集体议办制、预警
提醒督办制，压实责任。

“1155”运行后，推动安乡县信访举
报工作实现整体联动、强化源头治理、明
晰职责定位。安乡县委常委、县纪委书
记、县监委主任吉海波介绍，今年上半
年，该县收到扶贫领域信访举报件13件，
已立案 8 件，处分处理 22 人，收缴、退还
扶贫资金47.12万元。

安乡“1155”畅通信访举报渠道

7 月 27 日，道县玉谭
学校操场上，来自全县社
会各界、各单位的“学习达
人”排成“学习强国”字样
队列。当天，以“道州之道·
学习有道”为主题的道县

“学习强国”全民挑战答题
王大赛正式启动。此次全
民挑战答题王赛事，分线
上初赛、周赛、半决赛、总
决赛等阶段，赛事的举办
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干、
以赛鼓劲，增强全县广大
干部群众学习意识，激发
主动干事创业激情。

蒋克青 摄

湖南日报 7月 27日讯（记者 何金
燕 上官智慧 通讯员 陶琛 张婷）今天
上午，桑植县人民法院依法对曾卫华等
40名被告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一案进行公开宣判，被告人曾卫华
犯九宗罪，获刑 22 年。该案共涉及 14 项
罪名、33笔犯罪事实，为全国扫黑办挂牌
督办的重大涉黑案件。

经审理查明，2003年，被告人曾卫华
从慈利县工商银行下岗后，便开始在慈
利县各地下赌场赌博及向赌徒发放高利
贷。2010 年，曾卫华开始经营“田甜寄卖
行”，逐步向社会上不特定人发放高利
贷。为了逼取高利贷本息，曾卫华纠集、
网罗了被告人代某、朱某文等一批手下，
先后实施了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逐步

形成恶名。此后，曾卫华又先后结识了被
告人王某、侯某和被告人朱某、向某龙等
人，此时王某、侯某和朱某、向某龙手下
已各有一批马仔，并各自通过实施违法
犯罪活动形成恶名。2014年4月16日，曾
卫华首次将三伙恶势力的主要成员组织
起来，共同到慈利县城余某某店内寻衅
滋事，自此三伙恶势力汇集，开始有组织
地实施暴力讨债、敲诈勒索、强迫交易、
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建立起
一个以被告人曾卫华为首的组织关系较
为稳固、成员众多、具备一定经济实力、
严重破坏慈利县区域经济、社会生活秩
序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法院审理认为，以被告人曾卫华为
首的该犯罪组织有明确的组织领导者、

积极参加者，人数众多、层级分明；通过
高利放贷攫取非法利益；在逼取高利贷
本息过程中，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
非法拘禁等多起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影
响他人生产生活，社会危害性极大，应认
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依法应予严惩。综
合 40 名被告人各自的犯罪事实、性质、
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桑植县人民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曾卫华犯组织、领
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等九
宗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22 年，剥夺政
治权利 5 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
余 39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 6 个月至 15
年不等有期徒刑等刑罚。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及
社会各界人士近50人参与了旁听。

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

曾卫华等人涉黑案一审宣判
头目犯九宗罪，获刑22年

红军烈士的戒指。 龙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