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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蓓姬

“我真是后悔，处心积虑逃避监督却使自
己滑入深渊， 身败名裂。 我对不起组织的关
心，领导的栽培……”

这是郴州市北湖区发改局原党组成员、
区价格监督检查局原局长汤建辉， 在接受组
织审查期间写下的话。

近日， 北湖区纪委向记者剖析了汤建辉
的违纪问题。 在担任新农村建设工作队队长
的3年间，他独断专横、目无法纪、私欲膨胀、
胆大妄为， 将该村50%以上的新农村建设资
金或挥霍浪费、或侵占贪污，自己腐化成“独
断队长”“吃喝队长”“花钱队长”“贪污队长”，
被当地老百姓冠以“贪局长”的恶名。

欲望之闸一旦打开，就难以关上

1986年， 风华正茂的汤建辉参军入伍。
出生于农村，成长于乡间的他，通过自己的努
力和奋斗，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后转业到
原北湖区物价检查所工作。

2010年1月，汤建辉被组织委以重任，选
派到张家坪村搞新农村建设。上任之初，他带
领工作队和村支两委干部走村串户勤调研、
因地制宜定规划、协调各方争资金、齐心协力
搞建设， 团结全村干部群众深入开展村容村
貌整治，实施了村庄绿化、道路硬化、路灯亮
化等工程，张家坪村发生了可喜变化。

他在忏悔录中说：“刚开始， 为了筹措更
多资金搞建设，到处请吃协调，认为吃吃喝喝
也是为了工作……”随着时间推移，在这种扭
曲心理的驱使下， 汤建辉的工作激情逐渐消
退，腐化堕落行为却不断“升级”：大吃大喝、
打牌赌博、桑拿按摩、唱歌跳舞……

在张家坪村开展工作后的第3个月，他以
活动经费的名义顺带报销了其个人油票开支
1500元，后来安然无事，便觉得为了公家的

事，报销点油费理所应当。这是他任工作队队
长后第一次“揩油”。

此后，他渐渐“轻车熟路”，从公款送礼中
截留礼金礼品，收受感谢费，再到主动争取资
金获取好处， 把入党入职时的初心遗忘得一
干二净。落马后，汤建辉忏悔说：“从报销一张
油票，到参加一次吃请，欲望之闸一旦打开，
就难以关上了。”

独揽大权疯狂敛财

在张家坪村工作几个月后，汤建辉以“三
创一改” 活动经费的名义虚列了第一笔开支
23000元，用于冲抵区工作队招待协调费。在
伪造这份会计凭证时， 他把当时的镇驻村领
导谢某和村主任李某（已另案处理）找来做了
好一番“思想工作”，要他们在虚假的财务资
料上签名确认， 将这些虚假的财务资料做进
了区工作队的财务账中。

尝到甜头的他觉得， 要想一切那么“顺
利”，就要把新农村建设资金的开支大权牢牢
掌控在自己手中。

他公然破坏村级财务管理制度， 私自保
管张家坪村委会公章和村干部的私章， 将张
家坪村其他所有的财务资料都收归其个人保
管。 同时， 私自更改村级银行账户的预留印
鉴，增加其本人私章。以致村委会和工作队的
任何开支，都需要经过他同意并用印后，才能
到村委会银行账户上取现支付。

期间， 镇领导和村干部对他的这些举动
提出过质疑，希望其按规章制度办事。可他置
若罔闻，称自己是区里派来的干部，张家坪村
的事由他说了算。

2011年10月，汤建辉争取到一笔20万元
新农村建设资金， 除拨付张家坪村的太阳能
补助款8000元外，将其余资金用于结付区工
作队各类招待费用开支，或个人占为己有。

2012年7月， 张家坪村向市农业局争取

到5万元的蔬菜产业发展项目资金。 钱一到账，
汤建辉便安排村主任以“发展农业生产经费”项
目的名义，开具一张5万元的现金支票。第二天，
汤建辉便拿着这张现金支票到银行全部取出，
从中侵吞21438元。

“成天跟着一些老板进出高档娱乐场所，受
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 加之自己经不住诱
惑，错误地认为‘人生在世，不就是图个吃喝玩
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发生变化，开
始讲吃、讲穿、讲排场、讲享受。”汤建辉忏悔道。

“做账高手”难掩耳目

汤建辉曾长期从事会计工作， 对账务流程
相当熟悉，自诩“做账高手”，认为只要把账做
平，就可以蒙混过关。

在接受组织审查期间，他依然心存侥幸，对
抗组织审查，拒不配合，还不断向调查组标榜自
己的财务账做得是如何好， 并埋怨张家坪村委
会没有按他的要求把账做平。

为掩人耳目，规避风险，以及实现个人肆意
开支的目的， 他采取巧立名目、 虚列开支的方
式，伪造会计凭证，来冲抵违规开支，企图瞒天
过海，逃避组织审查。

纸终究包不住火。经群众举报，2017年3月，汤
建辉因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经核查，在任工作队
队长期间，汤建辉采取虚列新农村建设费、基础设
施扶助款、活动经费、外地学习考察费等项目共计
345490.36元， 其中报账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69944元， 剩余资金大部分用于其违规公款吃喝，
挥霍浪费。2017年7月，他受到开除党籍、行政撤职
处分，其涉嫌贪污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汤建辉违纪案再次敲响一记警钟，失去监
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北湖区纪委负责人表
示， 汤建辉在支配新农村建设资金方面独断专
行、一手遮天，长期让自己处于监管的“真空地
带”，在金钱、利益面前把持不住，触犯了党纪国
法的“高压线”，终于自食恶果后悔莫及。

“新农村建设工作队队长”何以成了“贪污队长”

“贪局长”现形记
从严治党在路上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记者 易禹琳）
中国梦，湖湘情。今天上午，由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和湖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湖南
省第二届网络原创视听节目大赛颁奖仪式
在长沙举行。38件作品在238件参赛作品
中脱颖而出，获得表彰奖励，其中《朵朵的
礼物》 成为最大赢家， 网络投票高达
587202票，获得最佳网络人气奖、微电影
一等奖和最佳编剧奖。

据悉， 与首届湖南省网络原创视听节
目大赛相比，本届参赛作品数量更多，类型
更广，质量更高，近3000万网民参与。一批
精品佳作如微电影《嗦哝花亘》、大学生纪
录片《蜡染湘西》、视频栏目《变形计·徐鹏

生找妹妹》、纪录片《阿勒泰野雪行记》等获
得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表彰。 本次
大赛，《翻开这一页第二季》 获网络动画片
一等奖、《梨园里的“悟空”》和《十层大山上
的青春》 同获网络纪录片一等奖、《文化长
沙》 获国际传播节目一等奖、《爸爸去哪儿
第四季》获综艺栏目一等奖。

颁奖仪式上，记者看到，本届大赛专为
大学生原创作品设置了奖项，10件大学生作
品获奖，其中湖南艺术职业学院的《蜡染湘
西》获大学生纪录片一等奖，湖南涉外经济
学院的《马桑树的孩子》获大学生微电影一
等奖、长沙师范学院美术动画系的《淘气的
垃圾桶》获大学生动画片三等奖。

我省第二届
网络原创视听节目大赛颁奖

�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卓韬 田海忠)12月22日，江永县
监察委员会召开第一次班子会议， 决定对
该县黄甲岭农技站职工蒋某和江永县水果
生产办公室干部刘某进行政务立案。 这是
12月21日江永县监察委员会在永州市率
先挂牌成立后， 首次对非党员公职人员实
行政务立案， 打响了江永县监察委员会成
立后的反腐“第一枪”。

对非党公职人员的廉洁问题， 纪检监
察机关过去“无从下手”，监察委员会成立

以后得以破局。一个月前，江永县监察委员
会组建期间， 就对全县所有行使公权力的
公职人员全面摸底建档。

江永县纪委日前接到群众举报，反
映有县直单位公职人员涉嫌“拿薪不履
职”。接到举报后，江永县纪委对群众反
映的问题进行了初核， 于12月21日完成
初核， 掌握了两名非党公职人员的有关
事实， 并形成初核调查报告。12月22日，
江永县监察委员会首次亮剑，指向“拿薪
不履职”人员。

挂牌即“开工”
江永县监委打响反腐“第一枪”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李曼斯 黄尚）
戏曲荟萃，歌舞曼妙。今天，长沙市暨宁乡
市“三下乡”活动在宁乡市双江口镇稻花香
里农耕文化园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由长沙市委宣传部、 长沙
市农业委等单位主办。长沙市直各部门、

宁乡市直各部门和有关单位给农民朋友
带来了丰富的物资和精神食粮。 活动现
场， 长沙市直部门和有关单位共捐赠资
金52万元、物资20万元、送戏一台，宁乡
市直部门和有关单位共捐赠资金 36万
元、物资11万元。

长沙市暨宁乡市“三下乡”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通讯员 向民
贵 袁绍仁 记者 龙文泱）“天地苍苍，乾坤
茫茫，中华少年，顶天立地当自强……”12
月22日，泸溪县洗溪镇梁家潭学校举行“诵
读经典，迎接新年”中华美文诵读比赛，该
校七年级学生声情并茂、齐声诵读《少年中
国说》，赢得全校师生雷鸣般的掌声。多读
书，读好书，在泸溪县的中小学校园已经蔚
然成风。

2016年9月，泸溪县在全县中小学校
全面开展“点燃读书激情·让阅读成为习
惯”创建“书香校园”读书行动，成立了全
县中小学校读书行动领导小组， 下发了
《关于在全县中心学校开展读书行动的
通知》，制订了《“书香校园”实施工作方
案》， 鼓励青少年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在阅读中开拓眼界。 该县投入专项资金

380多万元，改建、扩建校园图书馆（室）
45个、阅览室120个，添置各类图书40多
万册，实现中心完小以上学校“校校有图
书馆和阅览室”，全县各级各类学校“班
班有图书角， 学生人人有课外图书”。目
前， 该县中小学校拥有图书103余万册，
学生人均拥有图书28册。 各个中小学校
每周开设一节读书课， 每天安排30分钟
读书时间；将学校阅读、家庭阅读、师生
共读、阅读展示等阅读活动相结合，要求
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每学期分别阅读
经典书籍10本、8本、5本。

12月15日，该县举办首届“书香校园”
“新华杯”读书成果展演活动，3000多名师
生踊跃参与。 活动评出了10所书香最佳校
园、50个书香班级、30个书香家庭和100名
阅读之星。

泸溪打造“书香校园”

教育优先
活力满校园

12月21日，道县第一高级
中学，新建的篮球场竣工投入
使用。今年，道县大力推进教
育优先战略，不断升级办学条
件，启动14所城区学校标准化
建设，创建50所标准化村片小
学，全县新增学位5680个。

何红福 李淑娟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