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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1月5日，辰溪县修溪乡举行2016年第一个乡机关干部职工工作例会，
一周工作安排妥当后，乡财政所出纳在会上一张张“晒”出发票，
2015年第四季度的各项开支一目了然——
—

发票也“怕黑” 张张“晒太阳”
三湘风纪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邹太平 米承实 赵斌

“印刷便民服务指南2200元，经手人钟倩；
车辆维修3000元， 经办人朱勇； 买印泥20元
……”
1月5日上午， 走进辰溪县修溪乡2016年首
个乡机关干部职工工作例会会场， 只见乡财政
所出纳雷八妹正在会上一张张“晒”出乡里去年
第四季度的开支发票， 大到项目建设、 设备维
修，小到职工慰问、购买印泥，张张发票透明公
开，现场热闹非凡。
“乡政府机关2015年第四季度的198笔开
支，总计31.2万元！”约半个小时，雷八妹向与会
的40余名干部职工笔笔公布了发票的金额、用
途和经办人，现场没有人提出异议。
在乡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上“晒”发票，这在
当地已经是第6次。
辰溪县修溪乡地处沅水河畔，投资30亿元、
装机容量19.5万千瓦的大洑潭水电站建在其境
内，征地拆迁多、建设项目多。过去，财务不公开
引发的矛盾纠纷和信访事件， 在这里上演了多
次。
2014年10月， 修溪乡党政一班人严格按照
辰溪县纪委、县财政部门的要求，加强财务报账
监管，严格按照规定公开，从源头减少猜疑和纠
纷。但仍有不少干部和群众觉得，政府一年花了
多少钱、用在哪些地方，不是“写进文件”、“贴在
墙上”就算公开了，还必须得“看得见”、“摸得
着”、“数得清”。
这不，2015年刚刚过去，大家的目光又盯在
了政府的“钱袋子” 上：“2015年第四季度过完
了，政府的钱用到哪里去了？有没有乱花？是不
是花到了‘刀刃’上？”

“给干部群众一个明白，还乡里一个清白！”
修溪乡党委书记谢开喜告诉记者，平日里，大家
最有怨言的就是来报账的发票名目繁多、 各式
各样。公开财务，最先就要从这“看得见”、“摸得
着”、“数得清”的发票入手。所以，才有了“晒”发
票的一幕幕。
为了严把发票审核第一关， 修溪乡从2014
年10月开始建立报账5人小组， 由党委书记、乡
长、分管财务的副乡长、财政所长、出纳每月集
中审核一次发票，5000元以上的大额发票由领
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
“2015年一年，乡里一共审掉不合理的发票
18笔， 金额达3万元。” 实行严格发票审核制度
后，谢开喜惊喜地发现。
村账全部由乡经管站审核，500元以下的发
票由村主任、村秘书、村监督委员会主任签字才
能报账，500元至1000元的则需要全体村干部
和村监督委员会全体成员签字，2000元以上的
需要召开村组干部、代表会议决定，附上会议记
录复印件方可报账。
一年下来， 又一下子杜绝白纸发票和不合
理开支148笔，涉及金额7万多元。
“第一关把严了，还要公开账目清单。”为了
让更多老百姓看到财务支出状况， 乡机关财务
每2个月或一季度在全体干部职工会议上公布，
再张贴在公开栏，做到张张发票“晒太阳”；村级
财务则每季度在人流密集处公开， 乡里定期检
查。
“我在7个乡镇工作过，像这样严格审核发
票，并在干部职工大会上‘晒’发票，只有修溪
乡！” 修溪乡59岁的干部宋明峰感慨地对记者
说，“乡党委、政府这样民主理财，我们干部还有
什么意见！”
“晒”的是发票，换来的是信任。通过“晒”发
票，修溪乡消除了干部群众的猜疑，进一步增进
了团结，调动了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还大幅减少

衡阳出台“禁酒令”
湖南日报 1月 6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刘
云）衡阳市纪委今天透露，衡阳市委办公室、市政

府办公室1月4日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和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饮酒行为的暂行办法》， 针对全市
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饮酒行为出台四条禁令。
《办法》明确提出，除外事接待和招商引资活

了“三公”经费开支。老百姓看到了身边全新的
变化，心里乐开了花。
“2015年，我们乡机关‘三公’经费25.84万
元，为县纪委、县财政局核定额的52.79%，同比
下降31.6%！”看着越来越薄的报账册，谢开喜喜
笑颜开，“这真是‘晒’出了‘真金白银’呀！”

腊梅傲放“小寒”中
■ 短评

1月6日，市民在观赏拍摄腊梅花。当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寒”，长沙市橘子
洲梅园的腊梅花在寒风中竞相绽放，花香扑鼻，吸引许多市民观赏和留影。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晒出清廉好作风
赵成新
一张小小的发票，连着党心民心。修溪乡政
府主动“晒”发票，实现有效监督，不仅是确保老
百姓、普通干部知情权之策，更是确保政府廉洁
高效之举。
前不久，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
自律准则》， 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
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此番修订的《准则》，所
针对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党员领导干部，而是覆盖
了全体党员；从以往的“不准做什么”转变为告诉
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做什么、该做什么”。
一 张 发 票 ，看 似 小 事 ，不 足 挂 齿 ，但 一 些 党
员领导干部走向腐化堕落大多是从小事、 小处
开始的。因此，党员领导干部以及党员就应从一
张发票这样的小处着眼，严格约束自己，加强廉
洁自律。
发票“晒太阳”即公布账目，让这本账不但干
部知道，群众知道，看似晒账，其实是一次晒权、
晒事的过程，能不能经受得住群众火眼金睛的考
验，就能看出账清白不清白，干部正气不正气。
发票“晒太阳”，把一个干部的“公仆”情怀晒
得更清楚。这账一晒，让群众看到了干部是真心
为民的，拉近干群距离；晒出了干部“底气”，晒出
了干部清廉务实为民的好作风。

局领导公车私用
局纪委虚假具结
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有关人员被查处
湖 南 日 报1月6日 讯 （记 者 张 斌
通讯员 刘云 ） 省纪委三湘风纪网今天

通报， 衡阳市纪委监察局对衡阳市公
安局石鼓分局党委和纪委履行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及监督责任不力的问
题进行了严肃查处。
2015年10月4日下午， 衡阳市公
安局石鼓分局正处级干部、 副局长王
德智在没有严格履行公车使用审批手
续前提下， 驾驶单位湘DD1612公务用
车到其老家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曾国
藩故居管理处接洽工作， 之后驾驶公
车看望老家亲属， 10月5日上午返回单
位。
2015年10月12日， 省纪委向衡阳
市纪委下发 《关于对中秋国庆期间纠
正“四风” 专项监督检查活动中发现
的涉嫌违规问题线索进行调查核实的
函》， 其中反映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
湘DD1612公务用车在10月4日有出入
高速路口的通行记录。 衡阳市纪委责
成石鼓区纪委对该情况进行调查核实。
10月16日， 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纪
委向石鼓区纪委出具了“不存在公车
私用” 的调查结论。
经查， 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正
处级干部、 副局长王德智存在公车私
用的违纪行为，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石鼓区副区长、 公安分局党委

除外事接待和招商引资活动外，
公务活动严禁饮酒

动外， 公务活动严禁饮酒， 严禁工作日中餐饮酒
（含酒精类饮料），严禁酒后执行公务，严禁酗酒、
赌酒、斗酒、强行劝酒、酒后滋事以及着工作制服
在公共场所饮酒等有损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
象的行为。
对于违反办法规定的，视情节轻重，对当事人

给予通报批评、诫勉谈话、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
令辞职、免职或降职等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领导
干部因饮酒贻误工作、 酗酒闹事或造成恶劣影响
的，一律从严予以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实行一案
多查，对执行办法不力的地区和单位，除追究当事
人的责任外，还追究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书记、 局长朱建社履行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不到位， 对单位公务用
车疏于管理， 对分局纪委调查结论
不认真进行审查把关， 致使单位出
现公车私用问题并向上级组织出具
虚假事实结论， 社会影响较坏。 鉴
于其主动认清错误事实， 及时采取
措施予以补救， 给予朱建社诫勉谈
话处理。
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纪委不正
确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 对
单位公车监管不力， 且向上级组织
出具虚假调查结论。 分局纪委副书
记、 监察室主任刘伦炫作为公务用
车监管的直接责任人和调查核实公
车私用问题线索的具体负责人， 对
节假日期间使用公车不进行认真审
核把关， 且在未认真调查核实情况
下 作 出 “不 存 在 公 车 私 用 ” 调 查 结
论， 干扰组织对王德智公车私用问
题的调查处理， 违反政治纪律和工
作纪律。 刘伦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并免职， 调离纪检监察岗位。
分局纪委书记王大平因事发时在外
地休假， 对相关情况不知晓， 但作
为单位纪检监察工作的负责人， 对
监督责任落实不力负有领导责任，
市纪委责成石鼓区纪委对其进行诫
勉谈话。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杨滨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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