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爱廉” 树形象
省委接待办举行“爱廉说”

演讲比赛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田甜 唐婷）省委接

待办承担了领导的公务接待任务， 代表着湖南的形
象。8月27日晚，省委接待办举行“爱廉说”演讲比赛，
希望营造崇廉爱廉浓厚氛围，树立接待办廉洁形象。

“接待工作中，常常会接触到财与物，在思想中种
下廉与洁， 才能避免误入歧途。”“进出仓库的物品不
管价值大小，每一笔我都会认真登记，不让国家财产
受一分损失。”……此次演讲比赛共11名选手参赛，来
自行政、财务、车队司机、客房服务员、仓库管理员、司
炉工等各个岗位，都是一线工作人员。大家的演讲情
真意切，既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又讲述自身实际与身
边真实故事，表达了对“廉洁”的理解与坚持，精彩诠
释了“爱廉”这一主题。

省委接待办主任刘亚中表示， 希望通过此次演
讲比赛，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增强大家廉洁从
政的意识，促进廉政文化交流发展，营造崇廉爱廉的
浓厚氛围，筑牢思想上拒腐防变的“防火墙”。

8月 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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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乔伊蕾

“东躲西藏了这么久， 知道早晚会
有今天。 我对不起父母和妻儿， 这是我
罪有应得。” 8月28日， 涉嫌职务犯罪、
潜逃广东两年的段泽明面对记者泣不成
声， 后悔不已。

“‘蚁贪’再小，终究难逃天网。” 衡阳
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包昌林介绍， 这
是今年5月份衡阳市开展“天网” 行动以
来， 成立专案组后成功抓获的又一外逃
人员。 该市将加紧对其余外逃人员的追
逃工作， 只要有一个不追回， 追逃工作
就不会停止。

侵占35万公款，
80后村民组长“人间蒸发”
段泽明所在的七岭村位于衡阳市下

辖的耒阳市， 因临近耒阳城区， 紧挨107
国道， 地理位置优越， 近年来吸引了不
少公司和私人老板搞征地开发。

2013年， 一福建老板以36.6万的价
格征用了七岭村一块土地搞加油站项目，
征地款由该村村委会第十一村民小组组
长段泽明负责保管。

出生于1986年的段泽明， 一直在家
待业。 农村娱乐活动少， 他喜欢上了捕
鱼机、 老虎机、 六合彩等赌博游戏。 突
如其来的巨款让段泽明一下昏了头， 他
打起了歪主意， 寻思把这笔公款作为赌
资。

公安机关通过调取段泽明的银行账
户资料发现， 段泽明每隔一两天就会到
银行取钱， 不出几个月就把35万的征地
款输完了。

而此时， 村民们纷纷要求把征地款
分发到本人， 进退两难的段泽明终于慌
了神。 他一边以各种理由拖延， 一边准
备潜逃。

2013年6月， 七岭村村民向耒阳市公
安局报警， 耒阳市公安局立即对此案进
行了初查。 但段泽明已逃之夭夭， 不知
所终。

潜逃蜷缩出租屋， 数月不敢外出
2013年10月， 耒阳市公安局对段泽

明涉嫌挪用资金一案立案侦查， 决定对
犯罪嫌疑人段泽明予以刑事拘留。 因段
泽明在逃， 便对其进行网络通缉。 公安
机关采用各种技侦手段， 摸排线索， 寻
找对方下落。 然而段泽明反侦察能力很
强， 几次都躲过了公安机关的视线。

段泽明出逃的日子看似逍遥法外，
其实并不潇洒。 据他事后交代， 征地款
输完后， 他仓皇逃往东莞。 刚到东莞的
前几个月， 段泽明一直待在出租屋不敢
出门， 也不敢和家人联系， 甚至和在东
莞打工的妻子都未谋面。 因怕被认出，
他出门都是戴着帽子， 一路低头行走，
更不敢和陌生人交谈。

躲躲藏藏几个月， 段泽明见没有人
察觉， 以为一切已经平息， 便在一个批
发市场找了份搬运工作。 忙碌的劳动让
段泽明暂时忘却了犯罪的后怕， 他甚至
幻想在这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

扎紧天网， 捕获 “蚁贪”
2015年5月， 按照中央、 省委追逃办

统一部署， 衡阳市启动“天网” 行动，
段泽明被列为全市追逃重点对象。

衡阳市纪委、市检察院、市公安局等单
位密切协作，成立专案组。制定追逃方案后，
专案组开展了布控、技侦等工作，追逃的步
伐越来越近，“天网”越扎越紧。

经过摸排 ， 专案组得到一条线
索———有人在东莞某批发市场见过段泽
明。 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 专案组立即
前往东莞， 经过两周的蹲守， 目标终于
出现。

由于已经过去两年， 段泽明的形象
和相片出入较大， 为确认段泽明身份，
不打草惊蛇， 专案组民警在段泽明工作、
住宿地蹲点， 逐步摸清了段泽明作息规
律。 经过仔细比对， 确认眼前的搬运工
人就是段泽明， 专案组立即实施抓捕。

目前， 段泽明以职务侵占罪被检察
院批捕，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审判。

湖南日报 8月 28日讯
（ 记 者 彭 业 忠 通 讯 员
陈 生真 ） 今天， 全省乡村
学校少年宫建设推进会在
吉首市召开。 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在乡村学校少
年宫开展民族民间文化传
承教育活动的做法， 在会
上受到好评。

上午， 与会代表和有
关项目负责人来到吉首市
矮寨镇民族完小参观， 当
地第二代苗族鼓王石顺民
正在给学生教授苗鼓技艺。
她告诉大家， 矮寨镇民族
完小在2011年底建成少年
宫后， 她与苗族歌王吴庭
翠、 苗族民间舞狮艺人石
元星一起被聘为辅导员，
定期、 不定期来学校少年

宫授艺。 州委宣传部副部
长、 州文明办主任田勇介
绍， 自治州目前已建成乡
村学校少年宫119所。 各少
年宫除了设有音乐、 舞蹈、
书画、棋类、手工、体育等常
规功能室外，还在学生中大
力开展苗歌、唢呐、舞狮、锣
钹、苗绣等民族民间文化传
承教育活动。 自治州的做法
受到与会代表好评。

省文明办副主任熊科
文介绍， 我省乡村学校少
年宫建设始于2011年， 每
个项目校第一年安排资金
20万元， 此后每年安排运
转补助经费5万元。 这次会
上， 还对来自全省的乡村
学校少年宫建设项目负责
人进行了培训。

白晋湘

在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中， 作为
一名高校校长， 我时常反思自己， 及时
校正人生坐标， 切实加强自身修养。

勤勉学习，准确把握“严以
律己”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对“严以律己”提出了
明确要求，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
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严守
政治规矩，做到为政清廉。 ” “禁胜于身则
令行于民”。 严以律己自古以来就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井冈山星星之火萌
动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胚胎，为我党开
拓以延安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保驾护航；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高唱着
厉行节俭政治的凯歌，迎来了西柏坡波澜
壮阔的辉煌转折……严以律己是团结我
党的凝聚剂，是强化我党的战斗机。 “归咎
于身，刻己自责”。严以律己是我党在新时

期永葆党的先进性、 纯洁性的内在保证。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信息多元横溢，当新
鲜空气和苍蝇一起飞进，严以律己是我党
出淤泥而不染的清莲因子， 保障我党在
“糖衣炮弹”前坚定理想信念，恪守共产党
人应有的政治本色。党员干部是否做到严
以律己，能否正确对待个人私欲与党性原
则， 在面对各种诱惑时保持政治定力、守
住法纪底线、把好私德关口，关乎人心向
背，影响政治生态与发展大局。

心存敬畏，筑牢“严以律己”
的思想防线

“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作为高校
领导者、 人民教师要以身作则， 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权力观， 端正思
想作风， 提升思想境界。 因工作忙不能
成为放弃学习的借口， 而要挤出时间自
觉参加政治学习。 在学习中， 要紧密联
系思想和工作实际， 从而用科学理论净
化思想、 陶冶情操、 纯洁灵魂， 提高道

德水平和思想境界， 为筑牢拒腐防变的
思想道德防线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
我时刻提醒自己， 要清正廉洁， 在严以
律己上带好头。 清则心境高雅， 清则正
气充盈， 清则百毒不侵， 清则万众归心。
从一名普通教师走到校长岗位， 我对组
织和师生心存感恩， 时刻紧绷廉洁自律
这根弦， 常修为政之德、 常思贪欲之害、
常怀律己之心， 严防一念之差、 一时糊
涂， 严防不知不觉变质， 不断增强自我
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
的意识和能力。

手持戒尺，恪守“严以律己”
的行为规范

“师者， 传道授业解惑者也。” 作为
“灵魂的工程师”， 必须热爱自己的职业，
尽师责， 用心教学。 现在社会上有一部
分高校教师过于热衷职称晋升， 不知不
觉离开了 “传道授业解惑” 的教学原点。
这就要求我们善用智慧， 顶住诱惑； 秉

公用权， 为生服务； 淡泊名利， 无私奉
献 ； 慎独慎微 ， 自省自重 ； 加强学习 ，
明理立德 。 无欲则刚 。 只有行为端正 ，
我们讲话才有底气， 办事才有勇气。 要
想在各种诱惑面前， 保持头脑清醒， 首
先要学会管理自己、 控制自己、 战胜自
己。

慎独慎微，接受“严以律己”
的全面监督

“慎独”是修身律己的理想境界，是道
德评判的重要标准，也是党员干部道德修
养的基本要求。 “慎微”是要重视和正确处
理细小的事情。 作为手握权柄的领导干
部，作为为人师表的高校教师，更应该时
常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党、校和师生
的利益要求。高校党员干部只有常怀律己
之心，常思师生之苦，常修为政之德，才能
做到君子坦荡荡，从容天地间，才能无愧
于家长社会的殷切期盼，无愧于党和国家
的重托。知足常乐，清白从教。我将时刻保
持清醒的头脑，保持正确的人生追求，“吾
日三省吾身”，养一身浩然正气，成一番勇
者之业。

（作者系吉首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湖南日报 8月 28日讯
（记者 乔伊蕾 ） 今天， 省
纪委通过官方网站三湘风
纪网发布消息， 株洲市政
协副主席王建平因涉嫌严
重违纪， 目前正接受组织
调查。

王建平，男，汉族，1960
年8月出生，醴陵市人，大学
文化。 1983年3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76年8月参加工
作。 曾在醴陵县板杉公社、

县农机局、 县委组织部、共
青团醴陵县委，及醴陵市八
里坳工委、蒲口镇、醴陵市
委市政府等单位工作。2002
年11月至2007年1月， 任株
洲市石峰区委副书记、区
长；2007年1月至2011年5
月， 任株洲县委书记；2011
年5月至2013年10月， 任株
洲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
部部长；2013年10月至今，
任株洲市政协副主席。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史明华 赵智泉

【判决结果】
砍伐树木要有采伐证，

砍伐自家树木也是如此，
否则有可能受到法律制裁。
8月26日， 沅陵县人民法院
以滥伐林木罪判处张某芳
有期徒刑1年， 缓刑1年，
并处罚金3000元。

【案情回放】
2014 年 11 月 26 日 ，

家住沅陵县杜家坪乡的村
民张某芳因建房需要木材，
在未得到林业主管部门明
确同意并办理林木采伐许
可证的前提下， 手持油锯、
斧头等伐木工具将自留山
上的杉木、 松木进行砍伐。
2015年7月22日 ， 张某芳
被村民举报后 ， 主动到沅
陵县森林公安局投案自首。
经鉴定， 张某芳8个月里砍
伐杉木 、 松木共计活立木
蓄 积 25.8立 方 米 。 案 发
后 ， 张某芳所砍伐林木全

部 被 公 安 机 关 依 法 扣
押。

【法官说法】
审理本案的法官赵智

泉说: 《森林法》 和 《森林
法实施细则》 明确规定 ，
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
可证， 按许可证的规定进
行采伐， 不能因对林木拥
有所有权、 使用权而随意
采伐， 否则构成滥伐林木
罪。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滥伐林木罪的刑事立案追
诉标准以采伐10至20立方
米或者幼树500至1000株
为起点。 张某芳违反 《森
林法》 的规定， 擅自砍伐
林木， 数量较大， 其行为
已构成滥伐林木罪。 鉴于
张某芳案发后能主动投案
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自
愿认罪， 遂依法从轻作出
上述判决。

【温馨提示】
自家的树木也不能乱

砍 ， 村民一定要树立牢固
的法律意识。

自治州民族民间
文化传承教育有声有色

全省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推进会在吉首召开

以案说法
主持人：何淼玲
邮箱：1057831086@qq.com

擅砍自家林木建房获刑

涉嫌严重违纪
株洲市政协副主席王建平

接受组织调查

三湘风纪
省纪委、湖南日报联合主办
邮箱：qiaoyilei2013@qq.com

“蚁贪”难逃天网
———衡阳成功抓获一名外逃人员纪实

三严三实笔谈 常怀律己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