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力守护百姓
“钱袋子”安全

全国政法系统代表
聚湘潭研讨反“电诈”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谭小军）今天，为期
一天半的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
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
座谈会在湘潭结束。 来自全国法
院、 检察系统以及各地公安机关
的90名代表聚集一堂，分析打击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遇到的
新情况，研究提出新对策，讨论法
律适用等相关问题。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陈
士渠表示， 去年公安机关会同相
关部门全面加大了打击和整治力
度，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电信网
络诈骗造成的损失2015年是222
亿元， 去年下降到了不足200亿
元，但实际上仍然是在高位运行。
为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
活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去年
12月19日，最高法、最高检和公
安部出台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
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意见》，有效解决了工作中的
实际问题， 加大了对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的打击力度。

“湘潭公安机关已成立反电
诈中心， 在打击整治方面取得了
明显成效。”陈士渠说，去年发生
在韶山的犯罪分子冒充扶贫工作
人员、 针对精准扶贫对象进行诈
骗的案件，经过湖南、福建公安机
关联手侦查，实现了全链条打击，
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

据了解， 从2015年10月至
今， 湘潭市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431起， 有效维护了群众财
产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郭秀峰 邹伟华

【办案结果】
醴陵人陈敢因不满他人不经允

许便拿自己的打火机点烟， 竟持啤
酒瓶和剪刀将对方打成轻伤。3月
22日，陈敢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醴
陵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案情回放】
2016年7月6日凌晨，受害人张

勇、刘旺（二人系化名）等人开车停
至醴陵市白兔潭镇某烧烤店门口准
备进店吃烧烤。下车后，张勇走到正
在吃烧烤的犯罪嫌疑人陈敢等4名
男子桌旁， 随手在对方桌上拿起一
个打火机点烟。 陈敢因不满对方不
经自己允许便拿打火机点烟， 便与
之发生口角。随后，陈敢手持啤酒瓶
先是将受害人张勇的左手臂砸伤，

并将受害人刘旺的眼睛砸伤， 后又
从烧烤店内拿出一把剪刀将张勇的
右胸部刺伤。案发后，陈敢立即逃离
现场。2017年2月14日， 他主动向
醴陵市公安局投案自首。

【检察官说法】
醴陵市人民检察院负责承办

此案的检察官邹伟华说：我国《刑
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
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 陈敢面对生活琐事，竟
选择大打出手，用啤酒瓶和剪刀将
二人打成轻伤，其行为已涉嫌故意
伤害罪。

【温馨提示】
借火点烟虽是小事， 亦应注重

小节。 一方不能因小事而失去起码
的礼节， 另一方亦应保持一颗包容
之心。否则，意气用事，逞凶斗狠，最
终害人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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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30日讯 （记者 张
斌 通讯员 向民贵 胡灵芝）“洗溪镇
林 业 站 截 留 公 益 林 补 贴 资 金
398326.07元,留作日常工作开支，杨
某作为该站站长负主要领导责任，给
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近日，泸
溪县纪委集中通报了78起侵害群众
利益典型案例，受到各界关注。

去年以来，该县纪委按照“不放

过一个线索，不放过一个环节，不放
过一个责任主体 ”的原则，大力查处
基层民生领域虚报冒领、 挥霍浪费、
截留私分侵害群众利益等违纪问题，
重拳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同
时，层层签订责任状，并对全县“两个
责任”落实不力的8个单位11名责任
人进行了严肃问责。

该县把开展 “雁过拔毛” 整

治行动《告知书》张贴到全县11个
乡镇147个村宣传栏或要道， 并通
过电视宣传、网络举报及“互联网+
民情举报”直达基层，围绕“处事不
公、以权谋私、作风腐朽”等问题，
共收集到发生在百姓身边、群众反
映强烈的问题线索89条。在此基础
上，找准基层群众最为关心关注的
“三务” 不公开、“三资” 管理不规

范、惠农政策不落实、党员干部吃
拿卡要等“病症”， 开展地毯式清
查。并成立4个调查组，以“解剖麻
雀”的方式，对兴隆场镇甘田坪村、
烂泥田村、岩坡村和浦市镇印家桥
社区进行重点突破。

目前，泸溪县共查处侵害群众利
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78件，惩处
78人，形成了有力震慑。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脱冬

� � � � 名片
谢心悦，1999年8月出生于岳阳

市，就读于长沙市南雅中学，岳阳市
江豚保护协会会员。5年多来， 她参
与救护麋鹿、黑鹳、东方白鹳、小天
鹅等“国宝 ”40多只 ，志愿服务2000
余小时。

故事
“又看到你脸上的微笑，总是写

满了孤独……”3月25日晚， 长沙南
雅中学学生谢心悦在自家房间，动情
地朗读《湖南日报》“湘江”副刊刊发
的江豚歌词《你的微笑 我的幸福》。
为迎接“地球一小时”，她策划了“江
豚， 我为你朗读”“我和江豚玩自拍·
万张笑脸‘益’起来”等一系列活动。

2011年底，全国民间首个江豚
保护机构———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成立， 正读初一的谢心悦在父亲谢
拥军带领下，加入保护江豚的队伍，
从此和江豚结下不解之缘。第二年6
月， 第三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
启动，谢心悦报名参加。她曾目睹洞
庭湖江豚群体死亡，确定以“洞庭湖
江豚数量锐减的原因调查” 为参加
节会的主题。

是何原因导致江豚数量锐减？
谢心悦多次随江豚保护协会巡逻队
下洞庭考察，终于得到答案：非法采
砂、非法捕捞、非法排污，都会直接
或间接让江豚死亡。

科学DV中的科学数据从何而
来？ 谢心悦和小伙伴跑岳阳市图书
馆，翻阅了大量报纸、书籍。

录音录到嗓子沙哑， 剪辑视频
通宵达旦。两个月下来，作品终于完
成。10月， 她们获得此次比赛优秀
科学DV作品二等奖。

“您好！您了解江豚么”“江豚是
和我们人类一样的哺乳动物， 但现
在已不足1000头了”……谢心悦和
伙伴到街头向市民宣讲江豚， 最初
非常胆怯，不敢开口，参加比赛后却
能滔滔不绝， 一口气讲出江豚的许
多特点。

谢心悦还参与白鹤、河麂等死亡
野生动物的标本制作。 虽然是打下
手，但也必须忍受动物身上散发的恶
臭，而且经常一做就是一整天。“你能
在实验室里待那么久，怎么做到的？”
有人问。谢心悦坦言：“近距离观察一
个生命，会让你心生震撼，就想更多
地了解它。 你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时，
就会忘记周围的恶劣环境。”

谢心悦还经常组织班上同学，参
加江豚保护协会实践活动。去年9月，
她作为第二参与人，参加省教育厅科
研项目“洞庭湖江豚种群数量及分布
情况调查”的申报，并成功立项。

学生哪有这么多时间参加活
动？“读书再忙也要劳逸结合， 志愿
服务是我们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面对记者提问，谢心悦侃
侃而谈，“不参加社会实践， 写作就
会缺乏灵感。”

在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谢心
悦是为数不多的“元老级”志愿者。5
年多来，她参与救护麋鹿、黑鹳、东
方白鹳、小天鹅等“国宝”40多只，
志愿服务长达2000小时。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赵婵娟

近日， 宁乡县检察院公诉科承办
了一起特殊的盗窃案，“17岁” 犯罪嫌
疑人“小健”身份空白，在羁押期间向
检察官求助，想找到远在贵州的家人。

去年12月23日，小健流浪至宁乡
时，因砸车窗盗窃车内财物被警方抓
获。讯问过程中，小健自报姓名为小
健，自报年龄为17岁，经过公安机关
多方查证，均无法查实小健的真实身
份。 后经湖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鉴
定，小健的骨龄为18.2岁，应当负刑
事责任。2017年3月8日， 宁乡县公安
局将该案移送至宁乡县检察院审查
起诉。

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连父母、住

址都找不到，就这样把小健移送法院
起诉是否恰当？这样的少年出来了怎
么办？ 承办该案的检察官徐康莉觉
得， 他极有可能再次走上犯罪的道
路。“或许找到他的亲人，有了亲人的
温暖，就可以挽救这个少年。”

经过耐心的沟通，小健道出了自
己的故事：他生在贵阳，只记得从小
家里人叫他小健，小的时候，母亲离
家出走，父亲在昆明打工，把他和弟
弟也带过来和继母一起居住在昆明
一处叫“江岸小区”（音译）的地方。10
岁那年，他离家出走。流浪7年，期间
曾被送进收容所，逃跑后跟随杂技团
奔走， 后被广告公司好心人收留。由
于没有身份、不识字，又不得不离开
广告公司，再次流浪。如今，他只想找
回自己的身份，回到亲人身边。

徐康莉告诉记者，小健已经在看
守所关押了3个月，依照相关规定，如
果小健在今年4月24日前能够找到亲
人，或是有爱心企业收留他，检察机
关将考虑对其启用“附条件不起诉”
的程序。经过联系，一家株洲爱心企
业承诺，如果检察机关对“小健”作出
附条件不起诉处理决定，他们将愿意
收留小健，为他提供固定场所供检察
机关考察帮教。

3月28日下午， 徐康莉再次赴看
守所与小健约谈，帮助他回忆出更多
的儿时住址信息，为公安机关提供线
索。目前，贵阳市公安局已经与徐康
莉取得联系，正在帮助积极寻找小健
的亲人。 各位读者如有相关线索，也
请与办案检察官联系， 联系电话：
15874194090。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 （记者 张
斌 通讯员 熊辉）“我的生态公益林
面积原来只有2亩，通过核实整改，现
在到户面积有21亩，还清退了348元
钱，我很满意。”今天，说起不久前从
镇纪委领回钱的事，永顺县石堤镇牌
楼村村民肖仪艳赞不绝口。 据介绍，
该村日前有169户村民领取了失而

复得的生态公益林补助金31500元。
自去年开展“雁过拔毛”式腐败

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以来， 直接把违
纪资金清退给群众， 在永顺已成常
态。在整合全县纪检监察力量，实行
“大兵团”作战的过程中，该县重点
以10多个职能部门民生资金使用
管理、 项目工程建设以及群众反映

强烈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问题为突破
口，开展重点清查，严肃查处了一批
党员干部。

截至目前，该县共接待群众反映
精准扶贫监督和“雁过拔毛”式腐败
问题490余人次， 受理信访举报114
件，核实问题线索132件，立案44件，
移送司法机关6人， 追缴违纪违规资

金680万元，给群众清退资金445.5万
元。高压之下，该县39人主动交代问
题，上交违纪违规资金26.8万元。

通过专项整治，党委政府在群众
中的公信力明显提高，全县干群关系
更加密切，并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各
项管理制度，便民政策、惠农资金、涉
农项目的管理和使用更加透明。

从严治党在路上

永顺：清退违纪资金不含糊

泸溪：惩治腐败3个“不放过”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3月26日下午4时许，在湘潭市一
大桥附近，一名70多岁的老人突然从
桥上坠入江中。正在周边游泳的湘潭
冬泳协会成员段铁夫、 谢泽湘看见
了，立即与周边一位渔民一起，合力
将其救起。

此前，2月12日下午， 在湘潭市湘
江二桥，一名女子从桥上跳下。当时湘
潭冬泳协会成员马加其、 杨谷芳离该
女子坠江处不远，很快将她救上了岸。

一个多月，湘潭冬泳协会成员连续
两起救人的故事在“湘潭人”微信朋友
圈流传，大家对其义举纷纷予以点赞。

“2012年，湘潭冬泳协会注册成

立。建会5年，已记不清到底救了多少
人。”3月29日， 湘潭冬泳协会秘书长
张锦虹说，成立协会的初衷是聚集冬
泳爱好者，强身健体。不过，在危急时
刻，也起到了救人于危难的作用。

一般而言， 水中救人是“拿命博
命”的事，每名冬泳队员都知道下水救
人意味着什么。“组建一支队伍， 比较
专业地开展水上救援， 让悲剧少发生
一些。” 湘潭冬泳协会经充分讨论，决
定组建一支专业的民间水上救援队。

去年5月，湘潭冬泳协会招募17名
会员，成立湘潭冬泳水上义务救生救援
队。他们自费参加专业救生培训，并取
得了游泳救生员国家资格认证证书，随
后通过自筹和爱心人士捐款，添置了一

艘快艇和一批专业水上救生设备。
“湘江风光带、一大桥下、河东东

坪镇、十八总码头一带，是游泳者较
密集区域， 也是救援队重点巡查江
段。” 湘潭冬泳水上义务救生救援队
副队长龚冰说，去年7至9月，救援队
每天从下午4时巡逻到晚上7时，巡查
近两个月，排险、施救数十起。

救援巡逻没有任何报酬，大家却
乐在其中，因为没有什么比救起一条
生命更让人欣慰的。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水上救援队员基本都有江中“拉
人一把”的救人经历，也亲眼目睹过
一些鲜活的生命被江水无情吞噬。

为减少悲剧上演， 去年夏季，冬
泳协会配合湘潭市妇联、 市民政局，
开展“精美湘潭”进社区活动，在社
区、小学等处举办了10场防溺水安全
知识及保护母亲河公益讲座。

湘江边的生命守望者

流浪七年身份不详 误入歧途渴望回家

检察官为迷途贵州少年寻找亲人

� � � � 3月30日，湖南
人民英雄纪念陈列
馆内，少先队员为烈
士献花。当天，长沙
市雨花区高桥街道
鑫华社区联合长沙
市公安局警官培训
中心教育培训科党
支部、砂子塘新世界
小学、辖区党员居民
代表及其他社会各
界人士举行 “缅怀
革命先烈·弘扬民族
精神”活动，向革命
烈士敬献鲜花，寄托
哀思。 杨思宇 摄

朵朵鲜花
祭先烈

借火“借”出祸事
以案说法

� � � �谢心悦 图/吴希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马永忠）3月30日，全
省村级换届选举工作推进会在邵阳
市举行。 目前， 邵阳市90个试点村
（社区）已全部完成党组织换届选举，
组织提名人选100%当选。 邵阳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文密在会
上介绍了该市做好换届工作的经验。

今年来，邵阳市将村级换届作为

夯实基层基础、 打赢脱贫攻坚战、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
抓手，在强化党组织责任、强化党员
身份意识、选优配强村级组织、严肃
纪律规矩等方面做足文章， 建立了

市、县、乡、村4级联点包干机制，压实
党组织责任。在此基础上，组织开展
以“我是党员、向我看齐，同心协力抓
好村级换届” 为主题的党员春训，充
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为确保选准、选好、选优村级班
子， 邵阳市引回能人和大学毕业生
278人， 挑选表现优秀的在家党员
615人， 并从乡镇机关下派干部45
人，留任特别优秀的老书记49人。同
时，以“八个严禁”、“五个不准”从严
要求参选人员， 并制订了严禁打招
呼、写条子等“七个严禁”约束干部，
为换届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

邵阳90个试点村（社区）完成党组织换届
其经验在全省推广

保护江豚，“元老级”志愿者17 岁

荨荨（紧接1版） 邵阳市选择3个乡镇
整体推进试点工作， 为全省村级组
织换届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可推
广的经验。

目前，全省村（居）“两委”换届选
举工作正在扎实平稳有序推进，95%
的村（社区）已完成财务清理审计，试
点确定的3个乡镇和311个村（社区），

均已基本完成村（社区）党组织换届
工作。怀化市已完成党组织换届2014
个，完成率72.8%；湘潭市120个社区
完成了党组织换届， 占全部社区的
62%。“两委”换届，已在方法层面和制
度层面探索了成功的做法与经验，为
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