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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邹太平 黄墨泉

“财政局农业股原股长易飞某、农民素质
教育办主任肖和某伙同财政局农业股干部张
晓某、原工商局干部易云某以‘安江早香柚’农
业技术推广项目的名义骗取中央财政资金50
万元，4人私分26.2万元……”

近日，洪江市纪委通报一起伪造项目申报
资料骗取中央财政资金的典型违纪问题，给予
易飞某、肖和某、易云某开除党籍处分，并将易
飞某、肖和某、易云某、张晓某4人涉嫌犯罪的
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同时，市财政局3位
主要领导被追责，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造假
2014年期间，肖和某想为经营农业专业合

作社的弟弟申报农业方面的项目，多次找易飞
某咨询，一直没有实现。

同年8月，根据省财政厅文件，洪江市可上
报一个农业技术推广项目。易飞某将此信息告
诉肖和某，并指明必须由本市符合条件的专业
合作社才能申报。

但是，弟弟经营的专业合作社不具备申报
条件，肖和某便向易飞某推荐了经营柑橘专业
合作社的施某申报“安江早香柚”项目。易飞某
表示同意。

为了使项目不出意外，肖和某找到老乡易
云某帮忙，要他到市财政局农业股咨询怎样操
作。同时，肖和某告诉施某，以其柑橘专业合作
社的名义申报一个农业技术推广项目，要他提
供合作社的公章和营业执照等相关资料，并承
诺给他一些“好处”。

易云某根据易飞某、张晓某的指导，伪造
了“安江早香柚” 整套申报资料，并经过了易

飞某、张晓某“审定合格”后，由洪江市财政局
向省财政厅上报。 项目上报过后，易飞某告诉
肖和某，要争取到项目需到上级相关部门进行
跟踪，跟踪的费用等项目批下来后在项目资金
里开支，到时还给大家一些“辛苦费”。

私分
洪江市财政局农业股承担着中央、省财政

资金涉农项目的申报，监管着扶贫、救灾、农业
项目资金的拨付。

该局农业项目的申报、验收，项目资金的
拨付都由易飞某审核把关，再由分管领导和主
要领导签字审批；张晓某具体负责指导项目申
报资料的制作及一些程序的业务工作。

2014年10月， 省财政厅审批通过了安江
早香柚项目，并安排了50万元项目资金到了洪
江市财政局。易飞某、肖和某两人盘算，要易云
某找张晓某把50万元项目资金从财政局报出
来。

很快，易云某经过张晓某的指点，以基础
设施、有机肥料、苗木器械等名目开具发票，分
四次从财政局报账骗取中央财政资金50万元。

不久，易飞某、肖和某、张晓某、易云某4人
合伙将50万项目资金进行私分，其中易飞某分
得15.2万元，张晓某分得5万元，易云某分得3
万元，肖和某分得3万元，并分给施某2万元和
30吨肥料。

露馅
2015年11月， 省委巡视第十组到洪江市

巡视时， 发现该市申报的农业技术推广项目
“安江早香柚”存在弄虚作假，便将线索移送给
洪江市纪委。

洪江市纪委高度重视， 抽调精干力量，会
同审计部门立即成立调查组。

初步掌握基本证据后，调查组约谈了柑橘
专业合作社法人施某， 最终撕开了案件的口
子。

随后，调查组收集了大量证据材料，均指
向易飞某、肖和某、张晓某、易云某涉嫌违纪问
题。

交代
调查组决定正面接触案件的“引领者”易

飞某时，张晓某却来到纪委主动交代问题。
“在申报早香柚项目中， 我分得了5万元

‘好处费’，今天带来了上交组织。 ”张晓某老泪
纵横地说，自己在申报材料的制作和报账骗取
资金环节中发挥了作用，“还差3个月就正式退
休了， 想不到安享晚年之时还酿成终身大错，
平时漠视了法律法规的学习，愿为自己的行为
承担责任。 ”

最终，在铁的证据面前，易飞某、肖和某、
易云某把伪造申报资料， 制作虚假验收报告
单，开具虚假发票等过程全盘托出。案发时，易
飞某、易云某均已内退，向纪委坦白后，都对自
己的违纪行为后悔不已。

“案件的发生，不仅暴露了一些基层干部
缺少法纪意识、 追求物质享受等问题， 也暴
露了一些部门对重要岗位监管不到位、 制度
不健全， 监督形同虚设等缺陷。” 洪江市纪委
有关负责人介绍， 按照工作流程， 项目资料
的审核， 项目的验收应该由分管领导和主要
领导审核签批。 但在这个案子中， 却常常由
一个人独自完成， 易飞某既当裁判员， 又当
运动员。 负责审核签批的领导对项目申报资
料及项目实施的真假等情况不进行实地审查
就盲目签字盖章。 如此缺位的监督， 使得涉
案人员能够毫无顾忌地骗取中央财政资金，
这是一个血的教训。

�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记者 田甜 通讯
员 邓高红）78年前， 白求恩医生从加拿大
来到中国投身抗日革命， 而一批加拿大医
务工作者15日至18日来到长沙， 在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进行义诊与学术交流。

这批加拿大医务工作者都是加拿大白
求恩医学发展协会的成员， 他们此行来湘
是参加由加拿大白求恩医学发展协会与白
求恩医学基金会共同组织的“‘当代白求恩
在行动’2016中国行”活动。

加拿大白求恩医学发展协会秘书长戴
飚介绍， 加拿大白求恩医学发展协会由加拿
大著名的医学专家及各界人士组成， 旨在促
进中加两国医学工作者的交流。 以白求恩命
名是为了传承他的专业精神与人道主义奉

献精神。 协会每年5月与10月，都会选派两
批医务人员来中国进行义诊与交流。 同时，
协会也常常协调组织国内的医务人员，去
加拿大进行免费的学习培训。

白求恩医学基金会副会长彭良健是长
沙人， 已经旅居加拿大20年。 他介绍， 此
次来湘雅二医院参加义诊交流的包括加拿
大圣玛丽全科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伊夫
斯·勒克莱尔 （Dr.Yves� LeClerc） 教授、
皇家外科学院胸外科主任医生保罗·恰森
（Paul� Chiasson） 教授等6名医生， 都是
技术精湛、 享有盛誉的专家。 今年10月，
加拿大白求恩医学发展协会还将派出专
家， 在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义诊与学
术交流活动。

�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
讯员 徐静飞 吴荣羲）今天，全省社区矫正
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宁远县举行， 今年
全省将新建73所社区矫正中心， 实现全省
社区矫正中心全覆盖。

2015年和2016年，社区矫正中心建设
连续两年纳入“省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按
照省委、省政府要求，2015年，我省在50个
县(市、区）新建社区矫正中心，今年将完成
剩余73个县（市、区）社区矫正中心建设。 去

年以来，为支持全省社区矫正中心建设，省财
政累计投入4920万元、 地方财政累计投入
6390万元支持中心建设，省发改、住建、国土
等部门在建设规划、立项、用地等提供支持，减
免有关税费，确保了社区矫正中心建设的顺利
进行。 目前，已建成的50所社区矫正中心全部
做到了“统一名称、统一功能、统一设施、统一
标牌、统一色调”，成为展示司法行政工作的一
道靓丽窗口，极大地提高了对社区服刑人员的
监管、教育效率。

�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记者 李传新）为
切实规范全省冷冻肉品市场秩序， 严厉打
击走私冷冻肉品违法行为， 湖南省食药监
系统自今年2月以来在全省组织开展打击
冷冻肉品走私集中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记
者今天从省食药监局获悉， 截至4月底，共
查获问题冷冻肉品19万多公斤， 涉案品种
有牛肉、凤爪、猪肚、猪腰、猪舌等60余个。

据省食药监局负责人介绍， 在此次集
中行动中， 全省食药监系统以冷冻肉品交
易市场为重点， 主动联合海关、 公安等部
门， 对辖区内的冷冻肉品批发企业以及辖
区超市、餐馆、酒店等单位开展全面清查。
全省共检查冷库及冷冻肉品生产经营单位

5100多家，查获无中文标识、无检验检疫证
明、 无出入境货物通关单等问题冷冻肉品
19万多公斤，涉案品种有牛肉、凤爪、猪肚、
猪腰、猪舌等60余个，立案调查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肉类案件3起， 案值金额30万
元，没收不合格肉品1.7万公斤；立案调查无
中文标识、无检验检疫证明、无出入境货物
通关单走私冷冻肉品52起，案值金额150多
万元，没收走私肉品9.9万公斤，罚没金额
744万元，移送司法机关案件2起；销毁来源
不明涉案冻狗肉1.6万公斤，抓捕犯罪嫌疑
人10余人，捣毁窝点5个；省局挂牌督办案
件2件，上报国家总局稽查局请求挂牌督办
2件。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5月13日， 永州监狱里响起热烈的掌
声。 为让父母一方在监狱服刑，另外一方离
世、离婚、失联、走散，形成的“事实孤儿”，
得到社会的关心和帮助，健康成长，促进服
刑人员改造，省司法厅、共青团湖南省委主
办的“情暖高墙， 关爱孩子———湖南省
‘N+１’专项志愿服务行动”启动。

启动仪式上，3４名服刑人员子女收到
爱心人士捐赠的学习用品和慰问金。 父亲
在该监狱服刑， 年仅１０岁的谢某某激动
地说：“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我一定
放下心里的负担，好好学习。 ”这次共收到
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的生活补助和学习用品
等物资共计1５万余元。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0岁
的黄某某躺在父亲怀抱里， 在父亲面前羞
涩地背诵古诗。 当天，永州监狱组织了亲情

会见，让这些“事实孤儿”与亲人“零距离”
见面。 这时，黄某某的父亲早已泣不成声，
他连声说：“我欠社会、欠亲人的太多，我一
定好好改造，早日回归社会。 ”

记者采访得知，到目前，永州监狱干警、
“事实孤儿”所在地志愿者2800余人，与在该
监狱服刑人员的122名子女结成帮扶对子，
解决“事实孤儿”的教育、基本生活、亲情陪
护等问题。 并大力开展心理辅导、励志教育。
衡阳备战青年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唐备战介
绍：“我们将定期拍摄帮扶孩子的学习生活
视频，发给监狱干警，传达给服刑人员。 请监
狱干警拍摄服刑人员的表现视频， 传达给
‘事实孤儿’和他们的亲人，加强孩子与服刑
人员的亲情交流、沟通。 ”

省司法厅副厅长、 省监狱管理局局长方
华堂在发言中说：“希望通过活动， 让全社会
都来关注这些特殊孩子，不抛弃、不放弃，担
道义、献爱心，共同编织全社会的大爱之网。”

通讯员 李定军 金鑫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5月16日上午，邵东县人民医院与国际
SOS救援中心合作， 通过专机将重症患者
周某安全转运至上海华山医院接受后期治
疗。 这种“空中救援”方式转送病人，开辟了
一条抢救急危重病人的空中“绿色通道”。

5月5日晚8时，在外经商的邵东县杨桥
镇的周先生在开车途中，感觉不适，被朋友
急送邵东县人民医院抢救。 入院时，周先生
已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右侧瞳孔散大，呼
吸、心跳等生命体征不平稳，对各种刺激均
无反应，脑干出血约10毫升，患肺部感染、
高血压病，病情危及生命。

该院神经内科申平主任立即组织医护
人员对其进行抢救， 给予脱水降颅压、止
血、 抗感染等对症支持治疗，ICU护理人员
给予周先生特级护理。

经过11天全力抢救和精心护理， 周先
生意识较前好转，生命体征趋于稳定，对痛
温觉有明显反应。 为方便家属照顾周先生，
其亲属要求将周先生转到上海华山医院做
后续治疗。

然而，邵东到上海有1200余公里，周先
生仍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无法通过汽车或
高铁转运。 为确保周先生安全， 经湘雅医

院、 华山医院及国际SOS北京救援中心专
家评估，决定采取“空中救援”方式转运。

16日凌晨0时，国际SOS北京救援中心从
深圳调来专机就近降落在衡阳南岳机场,并
随机携带了呼吸机、除颤仪、微量泵和心电监
护仪等空中医疗急救设备， 以确保能在空中
随时展开救援。 邵东县人民医院邓爱民院长
指示院办、医务科、护理部等相关部门保持与
国际SOS北京救援中心及周先生家属密切沟
通，并制定详细的转运方案，邵阳市中心医院
紧急支援一辆高档救护车协助转运。

16日早晨7时， 医院提前为周先生做好
查房等相关准备。 8时20分，2位分别来自北
京、 香港的国际SOS救援中心成员到该院开
展相关工作，医院派出医疗团队护送。 10时
30分抵达衡阳。 经过安检，专机于11时30分
起飞，14时，周先生安全转抵上海华山医院。

至此，一场生命与时间赛跑的“空中大
救援” 接力行动圆满结束。 这为邵阳市乃
至湘西南地区群众开辟了一条“空中救援”
生命绿色通道， 免除了过去救护车长距离
接驳转运的过程，实现了家、院点对点无缝
对接，成功将急救效率提高近4倍。

据了解， 国际SOS是世界领先的提供
医疗和旅行安全服务的公司， 在89个国家
有700多个医疗现场工作站为全球客户提
供服务，每年有400余例医疗转运。

� � � �洪江市4名干部合谋在中央专项扶持资金上动歪念头，
却被火眼金睛的省委巡视组“打”回原形———

监管缺位，撂倒一片
当代“白求恩”来湘雅二医院义诊

去年建成50所 今年完成73所

我省将实现社区矫正中心全覆盖

我省查获问题冷冻肉品19万多公斤

“情暖高墙，关爱孩子”湖南省“N+1”专项志愿者服务行动启动

“事实孤儿”不孤单

邵东县人民医院与国际SOS救援中心合作转送病人———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空中救援”

� � � � 5月17日，留学生在参观数亿年前的古化石。 当天，南华大学组织国际学院的留
学生参观衡阳市奇石博物馆，切身感受历史文明。 曹正平 陈琛 摄影报道留学生参观奇石博物馆

�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通讯员 黄耀辉 记
者 左丹）5月16日，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毕
业生作品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模特们身着混搭
非遗元素与现代时尚服饰行走T台，大布江拼
布巧妙结合毕加索抽象画、运动休闲套装融入
湘西“傩文化”特征、仿菊花石雕布片拼缀优雅
礼服设计等吸引众多艺术爱好者的目光。

本次发布会为2016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

周的重要活动之一，也是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
院服装艺术设计系毕业设计作品在中国国际
大学生时装周的首次亮相。

古老的非遗文化“遇见”时尚艺术，衍生出风
格各异、丰富多彩的92套服饰作品。 设计材料多
元混搭，讲究空间关系的现代立体主义，整体上
既有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外部廓形， 也有细
腻、精致的肌理细节；既有现代、未来的硬朗、帅

气，也有传统、民族的温婉、柔和。 学生们尝试将
非遗文化时尚化，用丰富的情感与独特的语言大
胆诠释对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是全国4所工艺美
术职业学院之一， 也是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研究基地。 该校毕业生作品发布会以
“源” 为主题， 即指其创作源于湖南本土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 如侗锦、 湘绣、 大布江拼布、
竹编、 扎蜡染、 花瑶挑花、 菊花石雕、 浏阳
花炮等传统技艺。 除非遗传承与创新特色，
设计作品还导入了湖南旭荣制衣有限公司的
校服研发项目，具有侗锦元素的系列校服产品
令人眼前一亮。

非遗文化融入时尚艺术
湖南工艺美院毕业生作品亮相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

�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陶芳芳 王
颖 ） 5月13日， 韩国忠清北道 （省）
国际医疗协议会考察湘江新区国际医
疗健康城， 并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拟
以输出韩国优质医院品牌、 技术、 医
院经营管理、 专家团队等为主要形
式， 在整形美容、 口腔、 综合体检等
领域进行合作。

据了解， 忠清北道是韩国中部的
地方行政单位， 有着发达的国际医疗
美容产业。 韩国忠清北道 （省） 国际
医疗协议会是由韩国忠清北道政府福
祉保健局主管， 由清州韩国医院、 韩

国美丽身姿皮肤整形医院、 韩国真好
口腔医院、 韩国IS口腔医院等九家具
有海外医疗资质的医院组成的协议
会。

湘江新区国际医疗健康城位于梅
溪湖国际新城（二期），定位以国际一
流水准的高端专科医院集群为核心，
打造“医、养、研、商、游”全生命健康服
务链条。 梅溪湖投资（长沙）有限公司
副总裁、总规划师傅伟表示，此次与韩
方达成合作意向， 将搭建起中韩医疗
资源资本对接的平台,助力湘江新区国
际医疗健康城项目快速推进。

韩国医疗机构将入驻湘江新区
在整形美容、口腔等方面输入优质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