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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陈 鸿 飞 通 讯员 李 军 阳 磊 李 雪
梅 ） 12月6日， 衡阳县委扶贫领域

“机动式” 巡察组召开巡察意见反
馈会，向井头、集兵、栏栊和溪江等
4个乡镇，反馈所属麓园村、山峰村
等5个省级贫困村的扶贫领域巡察
结果， 要求4个乡镇党委就巡察发
现的26条问题线索在15天内进行
整改。

去年 ， 衡 阳 县 实 现 3414户
12206人脱贫， 贫困发生率由原来

的6.01%下降到2.12%。 日常监督
也发现扶贫领域依然存在政策把
握不精准、扶贫资金使用管理不规
范等突出问题。

今年6月， 衡阳县成立扶贫领
域“机动式”巡察组，对全县26个乡
镇 (园区 )、20个行业扶贫责任单
位、51个省级贫困村、152个100人
以上的面上村脱贫攻坚工作，开展
专项巡察，重点发现和了解扶贫责
任、扶贫资金、惠农政策、产业扶贫
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开展等方面

的突出问题。
截止到今年12月9日， 巡察组

已对全县 51个省级贫困村、71个
100人以上贫困人口面上村的驻
村帮扶工作开展督查，共发现扶贫
领域各类问题线索132条。 向纪委
监委移交问题线索6条， 向县委组
织部移交问题线索22条，向县扶贫
办和所属乡镇党委移交问题线索
104条。 针对巡察反馈的问题线
索， 县纪委立案5起， 纪律处分5
人，诫勉谈话2人。

衡阳县扶贫领域巡察利剑高悬

永恒的瞬间·湖南公安英雄故事漫画

� � � �2014年的除夕夜，常宁市兰江
乡沙华村发生了一起持枪杀人案，
凶手刘友军潜逃。 衡阳市公安局警
犬基地民警李江奉命带领警犬 “雪
碧”潜伏在刘友军家隔壁。农历正月
初三凌晨，刘友军携带枪支回家，一
阵敲门声响过之后， 家里没有任何
反应，刘友军见势不妙试图逃跑。关

键时刻，李江从隐蔽点冲出来，并放
出“雪碧”扑咬刘友军。刘友军一转
身开枪拒捕，子弹击中了李江。由于
距离过近，李江的防弹衣被击穿，子
弹射进了腹部。李江倒下了，但他仍
向“雪碧”发出追赶凶犯的指令……

经过7个小时的手术后，李江终
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子弹距离脊柱

和主动脉仅仅1厘米， 造成李江内
脏多处损伤，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治
疗才逐渐康复。

李江被共青团衡阳市委授予
“五四 ”青年奖章,被公安部授予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荣誉
称号 。

漫画\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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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

� � � � 李江， 生于
1980年， 中共党
员 ，1997年起从
事公安警犬技术
工作，现任衡阳市
公安局警犬基地
民警。 方勇 画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晓军

面对社区对公账户上一笔500
多万的征地补偿款， 在高额利息的
利诱下， 祁东县永昌街道燕子岩社
区3名干部先后两次将巨款借给投
资公司，随后私分利息60万余元。

本想“借鸡生蛋”，结果“鸡飞蛋
打”。 近日，3人因涉嫌挪用公款罪，
被祁东县纪委监委移送县检察院依
法审查起诉。

主动自首
原是另有隐情

今年6月初，祁东县审计局在对
祁东某投资公司进行财务审计时，
发现永昌街道燕子岩社区两次借给
该投资公司500万元收取利息，且利
息去向不明， 于是将该线索交给县
纪委监委处理。

6月19日上午， 正当祁东县纪
委监委着手进行调查时，燕子岩社
区原会计兼出纳陈某富来投案自
首。

“想到这些事情迟早要面对的，
只有投案自首内心才能踏实……”

自首时， 陈某富泪流满面， 痛苦不
已。

在调查组询问时， 陈某富反复
强调挪用公款是他一个人的行为，
只要提及他人就转移话题。

陈某富言行上的小心翼翼，引
起了办案人员的高度警觉： 案件背
后似乎还有隐情。

于是，调查组一方面收集证据，
一方面对其进行思想教育。 在铁的
事实面前，陈某富心理防线崩溃，如
实交代了与原支部书记肖某平、主
任徐某军合谋串通， 由其单独“顶
包”的事实。

原来，今年6月，3人听到县纪委
监委对该社区土地补偿款利息展开
调查的风声后，内心十分惶恐。为将

“损失”降到最小，3人多次商量后决
定让陈某富投案自首、主动揽责，隐
瞒3人伙同瓜分的事实。

利欲熏心
征地款利息被瓜分

本以为天衣无缝， 但终究逃不
过调查人员的“火眼金睛”。

经查， 因县重点项目建设征用
了燕子岩社区部分土地， 该社区部

分组共获得征地补偿款527万余元，
由社区代管。

2015年12月9日，肖某平、徐某
军、陈某富商量，将该笔补偿款中的
500万元借给某投资公司周转，所得
利息归3人所有。2016年， 该投资公
司将本金及利息20余万元分别转到
社区对公账户和徐某军私人账户，3
人遂将利息私分。

2016年4月19日，3人再次商议
将500万元征地款借给该投资公司
经营。2017年2月17日， 该投资公司
将本金及50万元利息转到社区私设
的对公账户。

2017年年初，3人担心私分征地
款利息的事情败露， 便商定将此前
私分的利息款退还至社区对公账
户， 待风声过后再分。3月份， 肖某
平、 徐某军先后将私分的利息款存
入社区对公账户， 另有5000元徐某
军留作私用未入账。 陈某富不仅未
退还其分得的利息， 还陆续转账
40.79万元利息款至个人账户私用，
并应徐某军的要求3次转账共计24.2
万元利息款供其私用。至案发时，徐
某军非法占有利息款24.7万元，陈某
富非法占有利息款43.18万元， 另个
人非法占有土地款1.6万元。

出借集体征地补偿款赚利息私分，3名社区干部被拿下———

本想“借鸡生蛋” 结果“鸡飞蛋打”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