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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纪检人

“要讲图什么，我图自己不失职”
——
—记中央纪委嘉奖获得者、隆回县纪委正科级干部钱志伟
了该村支书克扣了县领导安排给火灾户的1000
元慰问金。他督促镇纪委追还了慰问金，并对该村
支书给予纪律处分。
这一年， 隆回县查处的侵害群众利益案件就
有112件，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5人，通报、诫
勉和组织处理45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6人。
对于无理“闹访”“缠访”，钱志伟也是春风化
雨，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
有一次， 县国土资源管理局因协助县纪委办
案，被50多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围住。 面对情绪激
动的群众，钱志伟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正直的人
格魅力、丰富的法纪知识、娴熟的工作经验，与不
明真相的群众耐心交流几个小时，终于化解矛盾，
避免了群体事件的发生。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龙源 郑小文

每年接待来访群众超过100人次， 共组织查
办了违纪违法案件600余件， 为国家和集体挽回
了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
这一串沉甸甸的数据， 来自隆回县纪委正科
级干部钱志伟24年在纪检路上的奔走。
24年来，钱志伟怀着坚定的反腐信念和对党
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刚正不阿、秉公执纪，坚决
维护党纪国法的权威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用
忠诚诠释责任和担当。 今年9月，他荣获中央纪委
嘉奖。
“我在这个位置上，我不去做，就是失职。一定
要我讲图个什么，我图自己不失职。 ”11月16日，
面对记者采访，钱志伟十分感慨。

“纪检干部，更要带头修身齐家”

“该发声时，沉默就是失职；
该亮剑时，妥协就是犯罪”
“该发声时，沉默就是失职；该亮剑时，妥协就
是犯罪。 ”钱志伟把这句话深深烙印在自己心里。
他曾任隆回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长等
职务，多次参与省市县三级重要案件查办，即使受
到威胁，也从不妥协。
在查办隆回县某局贪贿窝案时，打招呼说情
的数不胜数，有人劝他“适可而止，日后好相见”，
更有人威胁要他管好自己的帽子、看好自己的家
人。
“邪不压正，没什么可怕的。 ”钱志伟顶住压
力，软硬不吃，硬是把该案办成铁案，4人被移送
司法机关，5名科级干部被给予纪律处分，1人被
“双开”，挽回经济损失900余万元。
党中央出台精准扶贫政策以后，钱志伟组织
开展建档立卡专项督查和“回头看”，着力避免“富
人戴帽、穷人落选”。 在他的带领下，下发了26份
督办整改函，共剔除不符合贫困条件的“四种人”
7268人，动态调整近两万人，问责38人。 该做法受
到省纪委推介。
在查办中央纪委交办的14件涉农问题线索
时， 他铁面执纪， 严肃追究了4个单位的主体责
任、3个单位的监督责任，问责93人。
在部分人的眼中，钱志伟显得有些“另类”，源
于在县委、县政府相关会议上，对与政策相抵触的
事项，他总敢顶住压力，发表反对意见。 个别人认
为他是“小题大作”、“出风头”，是故意给领导“找
茬子”。 直到省纪委通报相关案件时，充分肯定了
钱志伟多次反对某房地产开发项目违规增加容积
率的主张，大家才终于理解到，这样在会议公开场
合大胆说“不”，是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领导和同

以案说法

非法聘用印度籍男子做飞饼
餐厅和男子均被处罚

钱志伟

通讯员 摄

志的无私爱护。
这些年， 钱志伟不断剖析发生在身边的典型
案例，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每年上廉政教育
课10堂以上，听众上万人，有效预防了违纪违规
问题的发生。
2015年，他坚持抓早抓小，组织起草出台《隆
回县党风廉政建设预警暂行办法》， 运用警示提
醒、诫勉纠错、责令整改三级廉政预警措施，实施
预警119人次、谈话函询150余人。
一位曾被处分过的党员领导干部深有感触：
“钱局长办过的案子、处分过的干部数得清，可他
教育过、挽救过的干部数也数不清”。

侵害群众利益，
他视为“眼中沙”“肉中刺”
钱志伟视群众为衣食父母。 侵害群众利益的
行为，在他眼中就是“眼中沙”“肉中刺”。
2015年，荷香桥镇一名村党支部书记违规截
留了五保户的危房改造资金5000元。 钱志伟责成
镇纪委追回违纪资金，并追究了4人的纪律责任。
他敏锐地感觉到，农民群众的利益正被侵害。
随即组织力量，对1900户危房改造户逐一进行调
查，查处了7件典型问题，在全县进行通报，责成
涉农资金主管部门举一反三，立即进行整改，整改
问题87件。
2016年4月， 群众反映岩口镇某村党支部书
记克扣群众慰问金。 钱志伟及时交办，迅速查实

骑自行车上下班，是钱志伟多年来的“标配”。
当他汗流浃背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大街小巷，
在很多人眼中，就是一道清新的风景线。
“纪检干部，更要带头修身齐家。”钱志伟倡导
纪检监察干部自戴“紧箍咒”，防止“灯下黑”，他自
己也是这么做的。
钱志伟生长在一个大家庭中， 三代以内的直
属亲戚上百人。 在母亲80岁大寿时，兄弟姊妹坚
持要热热闹闹地操办一场寿宴。
他挨个找兄弟姊妹、侄儿外甥做工作。在母亲
生日当天，全家人只请了舅舅、姑姑、姨妈3家各
两名代表，在一起吃了一餐饭。
事后，亲戚朋友都责怪他。他却解释说：“我是
纪检干部，更应带头树立新风”。
2015年年终考核下乡返回途中，钱志伟得知
某被考核单位给考核组成员塞了一份土产后，立
即责令司机调头， 退还了土产并对相关人员进行
了严厉批评。
一次， 在帮助来访群众妥善处理好相关事情
后，来访群众热泪盈眶，坚持要请钱志伟吃中饭。
钱志伟婉言拒绝。来访群众拦着路不让他走，硬要
把两包烟塞进他的自行车车篮里。无奈之下，他佯
装答应，待骑车“突出重围”后，立马趁其不备把烟
还给了对方。
很多时候，选择或许是一种偶然，但是坚守，
一定是源于内心的热爱。 生活简朴，知足常乐，正
体现了钱志伟的执着坚守。
“虽然现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自己任
何时候都不可能容忍败坏党的形象、 损害党的事
业、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哪怕因此顶撞了领
导、得罪了亲朋、危及家人，也无所畏惧、无怨无
悔。 ”钱志伟说。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田丽霞：真情调解，案结人和

【办案结果】

桃江县公安局最近查处一起外国人非法就业
案，“打黑工” 的印度籍男子与聘用其做印度飞饼的
涉事餐厅分别被公安机关处以1万元人民币罚款。
【案情回放】

10月9日，桃江县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大队在

桃江县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廖敏介
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80条规定，外
国人非法就业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千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罚款。 非法聘用外国人的，处每非法聘用一
人一万元，总额不超过十万元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目前，涉案餐厅已被桃江警方依法处以
行政罚款1万元，印度籍男子因违反外国人住宿登记规
定和非法就业，被依法处以警告和罚款1万元。
【温馨提示】
外国人来华就业应取得相关资质， 聘请外国人
工作 同 样 必 须 取 得 相 关 资 质 ，否 则 双 方 均 涉 嫌 违 法 ，
同样会受到法律处罚。

荨
荨（上接1版）
醴陵是我国陶瓷主产区，
“醴陵瓷器” 在全国300
多个最具综合价值地理标志产品中排名第二， 陶瓷产
品涵盖日用陶瓷、电瓷、工艺彩瓷、建筑陶瓷、新型陶瓷
五大系列4000多个品种。目前，醴陵日用陶瓷出口量
约占全国的10%，电瓷出口量约占全国的65%。
醴陵市还是我省唯一设有商检和海关机构的县级行
政区。随着示范区成功创建，国家有关部门将为醴陵进出
口电瓷和日用陶瓷产品提供检验检疫、 通关结汇等诸多
便利，示范区内企业可享受出口手续简化、非法检商品免
予监督抽查等便利服务。目前，示范区的示范引领作用正
在显现。 两个示范区内共有企业38家， 拥有36个自主品
牌、10个中国驰名商标，区内企业100%获得ISO9000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17家通过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今年1至10月，该市出口日用陶瓷1.83亿美元、电瓷
0.38亿美元，预计全年出口可同比增长10%以上。

11 月 16
日， 田丽霞
(右二)与青年
法官分析案
情。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陈桂峰

“调解能够消除双方当事人心理上的对抗，
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11月15日，龙山县民安
街道居民邓某诉龙山县某机械服务中心相邻纠
纷一案， 在龙山县人民法院副院长田丽霞的耐
心调解下，原告和被告达成和解，心平气和地走
出了法院。
2013年起，田丽霞担任龙山县法院党组副
书记、副院长，先后分管立案信访、刑事审判工
作。 她提倡源头治理、末端处理的工作方法，出
色化解了一部分信访积案，并通过推行诉前调
解和执行和解，使得龙山县法院近两年来没有
一起新的信访案件产生。
今年4月， 龙山县法院受理了李某交通肇
事一案， 受害人家属也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
经承办法官多次调解，双方当事人仍无法就赔
偿数额达成协议。 田丽霞带领年轻法官， 来到
华塘街道繁荣村被告人李某家中，做他的思想
工作。“你是已经做父亲的人，也要换位思考一
下。 受害人上有年近60岁的父母，下有未满10
周岁的两个孩子。”田丽霞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李某当即同意由龙山县法院主持调解，并承诺
满足原告莫某的赔偿诉求。
随后，田丽霞反复做受害人父母和妻子的
思想工作， 他们也对过失犯罪的李某表示谅
解，并请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案件如果一判
了之，对法院是省心省力，可是乡亲们可能会
因此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 ”田丽霞一直认
为，调解工作要讲究动真情、真动情。
前年冬天， 龙山县洗车河镇的一个土家山
寨发生一起因相邻纠纷而引发的伤害案件，当
事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法院立案后，田丽

9家湘企成为第一批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湖南日报 11月 16日讯 （记者 陈
淦璋） 记者今天获悉， 住建部公布了

《关于认定第一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
市和产业基地的函》，认定全国30个城
市为第一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195
家企业为第一批装配式建筑产业基
地。 其中，我省的长沙市进入示范城市
名单，9家企业进入产业基地名单。
这9家企业分别是：长沙远大住
宅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东
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金海
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建筑
设计院、湖南省沙坪建设有限公司、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远大可建科技
有限公司、中民筑友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我省把发展装配式建筑作为重要
产业项目来抓， 累计已完成施工面积

2000万平方米，年产能达2460万平方
米， 发展规模和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
列。 根据省政府部署，加速把装配式建
筑打造成千亿产业集群， 确保今年底
完成装配式建筑在新建建筑中的占比
考核目标， 长株潭三市中心城市要达
到15%， 其他市州中心城市要达到
10%；要进一步发挥平台作用，打造综
合性“政用产学研”创新平台，推动关
键技术的研发、转化和推广。
住建部指出，各装配式建筑示范
城市和产业基地要扎实推进工作，及
时探索总结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装
配式建筑发展经验，切实发挥示范引
领和产业支撑作用。对装配式建筑示
范城市和产业基地也将实施动态管
理，定期开展评估，评估不合格的撤
销认定。

省环保厅呼吁公众投身长株潭特护期大气污染防治

切莫吃着“烧烤”骂雾霾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刘勇 ）
10月中旬以来， 长株潭地区时有雾
霾天气出现。 今天，省环保厅在长沙
就长株潭特护期大气污染防治召开
新闻通气会，副厅长潘碧灵在会上表
示，守护蓝天，政府部门、相关工矿企
业等当然责无旁贷，但也希望社会公
众不要只当看客、“骂客”， 而是要积
极参与进来，用一点一滴的实际行动
共同抗击雾霾。
我省于11月12日出台的《2017
年度长株潭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实
施方案》，针对机动车尾气污染、城市
市政工程和建筑工地扬尘管控粗放、
工矿企业不规范作业生产、秸秆和垃
圾露天焚烧、烟花爆竹无序燃放等影
响长株潭特护期城市空气质量的重
要因素，采取了20条防治措施，其中

许多就跟公众个体直接相关。
潘碧灵说， 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
控机制是
“
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企业主
责、公众参与”，比如，一旦发现黄标车
在城区行驶等污染大气的行为，公众可
通过
“
12369”热线进行投诉举报，环保
部门将会把问题移交长株潭三市政府
限期处理。 社会监督的作用充分发挥
了，污染大气的行为自然就会减少。
作为一种休闲，许多市民非常喜
欢露天烧烤食物。 潘碧灵说，在冬春
季节，这种行为是雾霾形成的“帮凶”
之一，市民们切莫吃着“烧烤”骂雾
霾，而应该放下筷子，主动作为，尽量
不要让烟尘飘到空气中。 又如，不燃
放烟花爆竹，多乘公共交通、少开私
家车，都是对抗击雾霾作出力所能及
的个人贡献。

老百姓的故事

“
每天照顾她成了习惯”
——
—新邵好邻居钟丁元、 谢桂英夫妇12年悉心照
顾失明老人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通讯员 隆清泉 邓文伟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王鹏

对辖区单位、场所进行排查时，发现县城桃花江镇雪峰
山路某餐厅有外国人就业。 大队民警联合桃花江派出
所民警经进一步调查， 发现该外籍男子无任何就业手
续，却已在餐厅非法就业半个月。 民警当即将该外籍男
子及餐厅负责人传唤至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经查，外籍
男子来自印度，9月12日旅行到达桃江县后一直在本地
逗留。 9月25日，涉事餐厅在明知聘用外籍人员需办理
外国人就业许可证而未予办理的情况下， 仍然聘用该
印度男子在店内制作飞饼出售。 期间，印度男子一直租
住在民房内，且未到居住地公安机关进行登记报告。
【民警说法】

长沙跻身全国首批装配式建筑
示范城市

11月15日， 记者来到新邵县坪上
镇山口关村93岁失明老人肖桂英家
时，已到中午。 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妇在
肖桂英家里，忙着淘米、洗菜，她就是
肖桂英的邻居谢桂英。 谢桂英当天感
冒了， 早上她丈夫钟丁元过来给肖桂
英老人生火做饭。 可到中午，谢桂英放
心不下，还是硬撑着过来照顾老人。
肖桂英的丈夫去世多年，女儿出
嫁在外， 身边没有亲人照顾。 12年
前，她双目失明，生活无法自理。庆幸
的是，她有一个好邻居。
每天清晨，钟丁元、谢桂英夫妇
都会早早起床，来到肖桂英家，为她
倒掉尿壶、打扫卫生、洗漱更衣、生火
做饭。 每天晚上，服侍老人上床后才
回家休息。 冬天细心给老人装好暖
脚的热水袋。 每逢春节等传统节日，
他们把老人接到自己家一起过。 12

年来，肖桂英除了政府每月100多元
救济金和亲戚帮衬外，钟丁元、谢桂
英夫妇也接济了许多，给予了无微不
至的关照。
谢桂英讲起去年上半年发生的一
件事，仍心有余悸。 那天，她去附近菜
园里摘菜， 远远望见肖桂英老人屋顶
升起了浓烟，赶紧跑过去，原来是老人
自己生火做饭，差点把房子烧着了。 此
后，谢桂英不敢离家太远。 今年中秋，
谢桂英的女儿接母亲去过节，临走前，
谢桂英将肖桂英老人的吃喝准备妥
帖，又请邻居帮忙照看，但她在女儿家
吃了午饭，又火急火燎赶了回来。
“
我们是邻居，应该互相照应。 这
12年来，每天照顾她成了习惯。 哪天有
事来迟了，心里就放不下。 ”钟丁元说。
钟丁元、谢桂英夫妇12年如一日
义务照顾肖桂英的事迹，在当地传为
美谈。 提起他们，一位村民竖起大拇
指称赞：“就是自己的子女，也不一定
能做到他们那样，更别说是邻居了。”

霞考虑山寨偏远、交通不便，主动和同事们驱车
到洗车河镇，下车后冒着严寒，徒步翻越大雪覆
盖的山坡，花了4个小时才赶到案发地，在土家
山寨就地开庭。
那个不足200人的土家山寨顿时沸腾了，老
百姓被田丽霞的真诚感动，纷纷架起柴火，聚集
在当事人的院坝里，听田丽霞做调解、讲法律。 当
事双方很快达成和解协议，并对她报以感激的微
笑。 这也给当地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课。
长期扎根在基层， 免不了经常面对家长里
短、邻里纠纷的小事。但田丽霞认为，小事不小，
若解决不当， 可能会造成更大矛盾。 她跋山涉
水，跑遍了龙山县的村村寨寨，调解50余件家
庭邻里矛盾引发的伤害案件。 她以和风细雨的
调解、深入浅出的说理，赢得群众交口称赞。 她
主审900余件刑事案件，件件事实清楚，证据扎
实，程序合法，量刑适当，上诉无一改判，件件称
得上“铁案”。
田丽霞在26年的工作实践中，根据案件情
况、背景的不同，当事人身份、性格的迥异，采取
不同的调解态度和对策措施，提出了谈心调解、
轮流调解、 迂回调解以及真情调解的“调解四
法”。 运用自己的调解方法，没有一个当事人上
访，全部实现服判息诉。
“法官最高境界是调解。 ”田丽霞不止一次
对同事这样说。
■ 点评：
将法律和情理融入女性的真情， 田 丽 霞 以
她的行动，为法官这个职业增添了色彩。她不满
足于单纯的审理、判案，更追求当事双方之 间 的
和解，从而实现案结了、服判息诉。和谐社会，需
要更多像田丽霞这样的人。

冰雪世界开始钢结构施工
11月15日， 长沙市湘江欢乐城冰雪世界项目进行16米平台上首根钢柱
吊装。 本次吊装的钢柱长13.41米、 总重为71.3吨， 采用130吨起重机起吊安
装， 标志着该项目进入钢结构施工阶段。 湘江欢乐城项目占地1.6平方公里，
总建筑面积约50万平方米， 是我省首个世界级特大创新型综合旅游产业项
目。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符瑶瑶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