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斌

利用职务之便，使出花样手段伸手捞
钱，搞利益互换，在“与人方便”的过程中，
自己也慢慢腐化堕落， 他们的所作所为，
扭曲了正常的政商关系，对政治生态造成
极为不良影响 。这就是 “提篮者 ”的 “江

湖”，其中充斥着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见
不得光，更见不得人。

湖南以雷霆万钧之势，力斩“提篮”黑
手，可谓多管齐下、势头强劲。但整治“提
篮子”现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坚
持久久为功、打“持久战”。

一方面，我们要高举“手术刀”、点亮“无

影灯”，既惩治违纪违法的干部，又惩处穿
针引线的“中间人”，既打击受贿者，也打击
行贿者，让勾结牟利的各方“竹篮打水一场
空”。另一方面，要不断建立完善制度体系，
用“制度之手”切实管住权力之手，构建“亲”
“清”的新型政商关系，让各种“围猎”无机可
乘，不断铲除“提篮子”的生存土壤。

高举“手术刀” 点亮“无影灯”■短评

湖南刮起“提篮子”整治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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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常说， 有人的地方就
有江湖。 现实的权利场中，“提篮
者”也有自己的江湖。

说起“提篮子”，近期最出名
的， 莫过于曾担任过省国土资源
厅厅长、湘潭市委书记、省政协副
秘书长的陈三新。

今年5月，陈三新接受省纪委
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并采
取留置措施。据查，陈三新在担任
湘潭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 利用
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 通过直接
给下属打招呼等方式， 为其侄儿
等亲属“提篮子”承揽工程，谋取
巨额利益，涉嫌受贿犯罪。今年8
月，陈三新被“双开”并移送司法
机关， 其他涉案人员均被严肃查
处。目前，该案已在株洲市中级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

而这， 不过是权钱交织下，
“提篮江湖”的冰山一角。

“近年来，从信访举报、巡视
巡察等渠道以及纪律审查、 监察
调查中发现的问题看， 领导干部
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等‘提篮
子’的情形时有发生。他们花样百
出，或甘于被‘围猎’伸手捞钱，或
安排身边人充当‘白手套’，或异
地交易利益互换，‘夫妻档’‘父子
兵’‘兄弟连’ 等贪腐组合频频出
现， 以各种方式进行权钱交易。”
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提
篮子”往往表现出三种形式：一是
领导干部的亲属或子女， 接受企
业主的请托，“穿针引线”、斡旋受
贿。二是领导干部的亲朋好友、下
属等特定关系人， 假借其他企业
名义承揽工程， 然后转手出让谋

利。三是领导干部先施惠于下级、商
人，再打招呼让他们关照自己的特
定关系人，进行利益交换。

据了解，方亦兵在担任湖南省
人民医院院长期间，就利用调整医
疗急诊外科大楼建设工程的建设
规模、变更工程预算、拍板同意弟弟
方晓兵为承包商请托说情等事项，
从建筑工程承包商吴某一处获利
100万元。此后，方晓兵以同样方式
从医院的工程项目或医疗设备采
购中获取巨额利益。“利用我手中权
力，弟弟就是在做‘提篮子’生意。”
方亦兵在忏悔书中坦言。

娄底市政协原副主席、市中心医
院原院长肖扬案也不例外。省纪委监
委案件审理室主任曾海平介绍，该案
中， 一些特定关系人自己没有任何
资质，却借用其他公司的名义承揽
工程，然后把工程转让出去，自己收
受巨额好处，其中就涉及到利用肖
扬的职务影响力受贿， 其给肖扬送
去巨额财物， 又涉及到行贿。 今年5
月，肖扬被省监委监察调查并采取留
置措施，8月被开除公职并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相关涉案人员也被
严肃查处。

“提篮子”带
来政商“勾肩搭
背”， 不仅逾越纪
律、法律包括道德
的界限，变成一种
极不正常的、不健
康的关系，还严重
破坏一个地方的
政治生态，人民群
众反映强烈。

今年7月下旬，中央第八巡视组
在对湖南省委的反馈意见中提到，
要严肃查处领导干部及亲属插手工
程项目、内外勾结“提篮子”以及教
育、科研、金融等领域的腐败问题。

祛疴下猛药，治乱需重典。湖南
省委对标中央要求，坚决扛起巡视整
改政治责任，对整治“提篮子”问题采
取一系列有力举措，并从公共资源交
易、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等六个方面开
列了禁止“提篮子”的负面清单。

“禁令”出台，一场整治风暴拉
开大幕。省纪委监委挺纪在前，加大
打击力度，既惩治违纪违法的干部，
又惩处穿针引线的“中间人”，既打
击受贿者，也打击行贿者。各级各地
使出雷霆手段， 短短两个多月就通
报了27起典型案例，形成打击“提篮
子”行为的高压态势。

从27起典型案例来看，一些“一
把手”“关键少数” 乐于为亲友充当
“代言人”，倒在反腐利剑之下。

如株洲市园林局原党委书记、
局长彭岚， 就在先后担任株洲市园
林局总工程师、副局长、党委书记、
局长期间， 在株洲市河东风光带建
设、 株洲市神农城项目建设等相关
建设项目中利用职务之便， 为其亲
属彭某东和他人打招呼、 提供帮助
承揽工程， 单独或伙同彭某东收受
他人财物共81.3万元。

常德市鼎城区委原书记刘定
青，则利用职务上的影响打招呼，帮
助其特定关系人赵某替他人承揽工
程， 赵某从中收受介绍费20万元；
帮助其弟替他人承揽某建设工程，

其弟收受承建商杨某某
财物100万元。

通报的案例

中，“提篮子”涉及医疗、规划、工程、
住建、设备采购、国土、金融等各个
领域，可谓“无孔不入”。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审判员、
审判委员会委员、 民事审判第二庭庭
长胡冬华利用职务便利， 多次通过其
妻子贺某与请托单位或个人在表面上
签订“法律顾问合同”，其实没有提供
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服务， 而是在相关
案件审理上提供帮助， 以“法律顾问
费”、案件介绍费等名义，非法收受多
家单位和个人赠送的财物共185万元。

长沙市金融办原党组成员、副主
任周练军以妻子周某、 表侄子文某某
的名义注册成立隆昌投资咨询服务中
心， 并以该中心或文某某个人为有关
融资性担保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提供
咨询服务的名义， 先后收受或索要多
家单位或个人所送财物共153万元。

郴电国际原党委副书记、 董事
长、 总经理兼联合国工发组织国际
小水电中心郴州基地原党支部书
记、主任付国，则通过直接给下属打
招呼的方式， 帮助大学同学陈某替
他人承揽郴电国际多个项目工程，
陈某从中收受介绍费275万余元。

有的“提篮者”官小、职位低，胆
子却“大而肥”。如怀化市政府驻北京
办事处商贸科原正科级干部陈和，就
通过特定关系，利用他人职务上的便
利，为个体老板谢某承揽工程，并收
受谢某给的工程“提点费”610万元。
长沙市开福区教育局计财科原副科
长李拥民，利用管理全区教育系统设
备设施政府采购和国有资产管理的
职务便利，为11家代理公司和竞标单
位在政府采购项目承接、 招投标、验
收、付款等环节居中斡旋、打招呼、提
供帮助，非法牟利66.5万元。

任何一个问题的整治和纠正， 都不
可能一蹴而就。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长远之策。

早在2017年， 针对社会上存在的
“傍”领导谋私利现象，湖南就重申过“铁
律”：对打着领导旗号办事的，一律不信、
不见、不理、不办并主动报告，让这类不
法分子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同
时， 通过大力推进整治领导干部利用职
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在金融活动中违规
谋取私利，以及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
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等工作， 扎紧
权力的“笼子”。

今年巡视整改以来， 面对由来已久
的“提篮子”问题，湖南又多措并举，既加
大对突出问题的打击力度， 又将制度建
设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 健全防范机制
和责任追究机制，不断加大治本力度，营
造“亲”“清”政商关系和良好发展环境。

省纪委监委调查发现，“提篮子”主
要发生在工程项目建设等公共资源交易
领域，但又不局限于这一领域，其他经济
领域同样存在“提篮子”行为。在今年9月
出台的《关于禁止利用领导干部职权或
者职务上的影响“提篮子”谋取私利的规
定》中，湖南坚持问题导向，主要聚焦经
济领域，不仅明确开列“提篮子”负面清
单，对领导干部提出明确具体要求，还建
立了登记、报告、移送等制度，明确了相
关责任单位人员的责任义务， 规定了严
格的责任追究制度。

“该规定的出台实施，是我省反腐败
制度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必将进一步规
范领导干部履职用权行为，净化湖南的政
治生态。”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还结合实际， 制定
出实施细则。 省国资委重点聚焦国企工程
建设领域潜在风险和违规违纪行为， 出台

《关于规范省属监管企业工程建设领域管
理坚决抵制“提篮子”现象的规定》，坚决杜
绝“提篮子”工程，杜绝资质外借、挂靠联营
等行为， 建立健全工程建设项目全程纪实
制度，全面规范工程建设招投标管理，严肃
查处围标串标行为。长沙市委下发《开展利
用领导干部职务影响力“提篮子”问题专项
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列出“提篮子”行为负
面清单，聚焦重点领域开展全面清查，坚决
斩断“提篮子”黑手。

源头反腐，警示教育也丝毫不能放松。
几乎在“提篮子”“禁令”发布同时，一场场
严肃的警示教育会在各系统各单位接连召
开。对案情的抽丝剥茧，不是为了看热闹，
是为了筑牢防线，在“长久立”上更加完善。

“还在给老板站台打招呼、为亲朋好
友‘提篮子’吗？”在省自然资源厅的警示
教育会议上，大家以案为镜，全面剖析了
陈三新的典型问题。 省自然资源厅党组
书记、 厅长王一鸥坦言：“巡视整改不仅
是纪委监委的责任， 只有各相关部门都
切实扛起责任，才能真正形成整改合力，
实现根治顽疾。”一名参加完警示教育会
的干部表示：“‘提篮子’ 看起来巧妙，代
管财产看起来隐秘， 只不过是掩耳盗铃
罢了。任何违纪违法行为，在党纪国法面
前，都将无处隐藏。”

“纵观世界各地，‘提篮子’的行为都
不同程度存在，但制度越完善的地方，这
样的行为就越少。‘提篮者’ 经常讲出冠
冕堂皇、貌似‘合理’的理由，相对于那些
直接行贿受贿的腐败行为， 往往更具隐
蔽性。打击‘提篮子’，要求我们在制度建
设上要更加完善。”湖南省廉政智库首席
专家王明高教授建议，下一步，可进一步
建立和完善金融实名制度、 公民信用保
障号码制度，并实现全国联网，逐步构建
“守信者褒、失信者惩”的社会信用机制，
有助于将“提篮子”整治更好落到实处。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在湖南方言中，把“空手套白
狼” 的中间商形象地称为“提篮
子”，对那种层层转包的工程则称
为“提篮子工程”。究其本质，就是
一些人利用领导干部职权或职务
上的影响充当中介， 借助权力效
应为自己和他人站台， 从中谋取

私利。
今年9月10日，湖南省委、省政

府一纸禁令， 剑指利用领导干部职
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提篮子”谋取
私利的行为，旨在力斩“提篮子”的
“黑手”。两个多月来，湖南各地接连
通报了27起典型案例，多名省管干
部因此落马， 全省上下掀起一场整
治“提篮子”的风暴。

整治风暴下的曝光案例2

花样百出的“提篮江湖”1

“长久立”上的治本探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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