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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连心桥”邀你入群聊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皮柏
枝 徐斌）11月15日，常德市纪委监委召开全市“清风连
心桥”微信监督群建设工作会议，要求在全市各村（社
区）建立一个单独的微信群，组织村（居）民实名加入。这
标志着武陵区纪委创新开展的“清风连心桥”微信监督
群监督模式，在全市得到推广。

建设“清风连心桥”微信监督群，旨在打通全面从严
治党“最后一公里”。 常德市纪委监委规定，“清风连心
桥”必须及时发布3类信息，包括村（社区）财政拨款、集
体收入、各项事务开支、老旧资产处置等村（社区）事务，
民生项目资金使用情况，以及各级党委、纪委要求发布
的重要内容。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微信群管理员将逐条
登记，限时办理；遇到重大突发性事件或问题，要求逐级
上报。

“清风连心桥”微信监督群是常德市武陵区纪委率
先推出的“互联网+监督”形式，拓宽了监督渠道。去年9
月至今，武陵区已建成128个“清风连心桥”微信监督
群，共有3万多群众入群，公开各类信息6000多条，收集
群众反映的问题325条。

强制医疗法律问题
研讨会在岳阳举行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姜胜利）不
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在强制医疗后如何“出所”？怎样探究
强制医疗执行程序法治化路径？强制医疗程序中，精神病人
的人身危险性如何评估？11月17日上午，“湖南省法学会程序
法学研究会2018学术年会暨强制医疗法律问题研讨会”在位
于岳阳市平江县的湖南省强制医疗所举行， 近200位专家学
者对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呼吁全社会关注强制医疗程序，促
进强制医疗程序的健康发展。

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出所难，是全国各地强制医疗所最大
的难题。 据了解， 湖南省强制医疗所共有457名病人， 其中
200多名病人在所治疗时间长达8年以上， 有一位病人已经
被收治36年。病人长期滞留，强制医疗所成了养老所，外面需
要收治的病人进不来，省强制医疗所受床位和解除强制医疗
出口不畅等影响，难以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

对此，与会专家学者分别从强制医疗现状、面临的法律
问题、有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未来强制医疗启动、救济、监督、
解除程序的探索及完善等方面， 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见解，
并递交了33篇专题学术论文。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向云清 米承实

“从严执纪惩蝇贪，还钱于民谢纪委！”近日，攥着
退还的钱， 石长顺忙给辰溪县纪委监委办案人员发短
信。

石长顺是怀化市辰溪县船溪乡汀流村贫困村民。
汀流村党支部原书记侵占农网改造劳务费以及乱收费
等问题被举报，涉案人员被处理，侵占的钱也悉数退还
群众。

怀化市纪委监委在信访件办理中， 要求努力做到
“五率一度”，即与实名反映人见面率、举报属实问题查
处率、办结率、交办单位回复率、实名举报办结回访率
均达100%，着力提升群众满意度。目前，中央巡视组向
怀化市移交问题线索9批183件，已全部办结，解决了一
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许多群众像石长顺
一样，以发短信等方式给予点赞。

【点赞】“今天当新郎，要感谢县委县纪委，严惩违
法乱纪分子，使长乐的名声变好了”

【故事】谈崩了3个女朋友的后生伢喜娶新娘
9月28日， 在溆浦县卢峰镇长乐村村民段仕军家，

举行了一场“迟到”的婚礼。27岁的段仕军此前谈了3个
女朋友，均因长乐村名声不好而谈崩了。这次娶回的新
娘与他谈了2年，也因同一原因迟迟未结婚。

“今天当新郎，要感谢县委县纪委，严惩违法乱纪
分子，使长乐的名声变好了。”段仕军感慨地说。

过去，长乐村村风不正，一些村干部以权谋私，被
群众多次实名举报。少数村民也存在诈骗、吸毒贩毒、
强揽工程、敲诈勒索等违法行为，使该村“恶名”在外，

当地有“有女莫嫁长乐”之说。
今年3月，怀化市纪委监委将中央巡视组交办的反

映长乐村5名村干部以权谋私问题的举报件，交溆浦县
办理。

由县委书记包案，溆浦县纪委监委牵头，与公安等
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很快查清了问题，依纪依法惩处
违纪违法村干部。同时，“跳出案件办案”，深挖问题线
索，由公安机关对9名涉嫌违法的村民依法予以刑事或
行政拘留，打击了歪风邪气。

从5月初开始，溆浦县委还组织一批干部，分成综
合治理、民生实事等6个组，驻长乐村开展综合整治。如
今，长乐村风气与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据统计， 怀化市各级纪委监委对中央巡视组交办
件183件均进行了核查，依纪依法查处17件属实件和92
件部分属实件，处分167人，其中处级干部13人，移送司
法机关15人。

【点赞】“想不到被索要的钱能回来，感谢巡视组和
纪委伸张正义”

【故事】被索的3000元“办事费”物归原主
今年3月18日晚，中方县纪委监委接到中央巡视组

交办件， 核查该县接龙镇林业站原站长谢开理借为贫
困户办理护林员岗位的事收取“办事费”。当晚，纪检监
察部门启动调查，向信访人了解情况。3月31日，谢开理
被公安机关依法刑拘。

4月11日，中方县纪委监委举行清退大会，将被谢
开理等3人索要的6.6万元退还给22名贫困户。4月13日，
信访人向中央巡视组写信表示感谢。

这次信访件处理中，还启动“一案双查”，接龙镇党

委书记及分管林业的领导履责不力受到处分。
“想不到被索要的钱能回来，感谢巡视组和纪委伸

张正义。”中方县接龙镇卧龙村贫困村民、护林员杨湘
春在朋友圈里点赞。

为确保中央巡视组交办件件件能落地、 事事有回音，
怀化市各级纪委监委对重点信访件在受理、初核等环节全
面提速，快查快结，严禁拖延和积压，确保100%办结。

【点赞】“太感谢了，纪委的同志是我的救命恩人”
【故事】为外地人挽回了养鱼损失
“太感谢了， 纪委的同志是我的救命恩人。”6月7

日， 怀化市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干部袁江涛等人到四
川回访王某时，他含泪道谢。

“麻阳副处级干部唐某违规参股水库经营、充当黑
社会保护伞……”3月中旬， 怀化市纪委收到中央巡视
组交办的王某实名举报，市纪委主要领导包案，安排袁
江涛等人办理。

调查发现，举报不实。王某也坦言，举报是为了引
起有关部门重视， 以挽回其在麻阳黄土溪水库承包养
鱼的损失。

“民有所呼，我必有应”。纪检监察调查人员根据实
际情况，督促双方协商，协调当事人、有关部门落实债
务资金，使一起跨省纠纷得到解决。王某等人给怀化市
纪委监委送来一封感谢信。

针对一些举报夹杂利益纠纷、私人恩怨的问题，怀
化市纪委监委将信访件办理与做实群众工作、 理顺群
众情绪结合起来,对已办结的要求承办单位回复办理情
况，释疑解惑，做好解释工作，市纪委再电话回访、督查
核实，确保回复率达100%。

邵阳一正处级退休干部被查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张斌）记者今天从省纪委监

委三湘风纪网获悉，邵阳市旅游外事港澳侨务局正处级退休
干部吕伯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邵阳市纪委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吕伯平，男，汉族，湖南邵阳县人，1963年4月出生，1982年
7月参加工作，198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文化。历任邵
阳市委组织部干审科科长、调研科科长，武冈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邵阳市旅游局党组书记，邵阳市旅游外事侨务局（市人民政
府港澳事务办公室）党组书记等职务；2015年5月提前退休。

一个点赞一片情
———怀化市纪委监委办理信访件的故事

每周一“廉”
11月19日，书法爱好者在书写以廉洁为主题的诗联。当天，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开展“每周一联（廉）”集

中写廉、尚廉、学廉活动。今年来，该街道每周坚持将廉洁主题诗联分享给辖区干部群众，营造“以廉为美、以廉为
乐、以廉为荣”的廉政文化氛围。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叶君玲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