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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阴公审当地最大电鱼团伙案

“结亲”茅头园

曾被列入2018年中国渔政执法十大案例

——
—省委党校中青班学员洪江区体验式培训走笔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杨雪畅

“谢谢各位乡亲， 我们还会回来
‘走亲戚’的。”11月8日，怀化市洪江区
桂花园乡茅头园村，在依依不舍中，省
委党校中青二班第四党小组的9名学
员和1名带队老师， 与村民挥手告别。
从11月4日开始，这些学员来茅头园村
接受体验式培训，食宿在农家，作业在
田头，与村民结下深厚友谊。

听民声
11月4日，茅头园村村民舒宗旺正
在家门口打扫卫生， 路旁停下一辆大
巴，一群面带笑容的中年人向他走来。
“老乡，我们是省委党校中青班
的学员。这次特意来村里学习，你就
把我们当亲戚，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邵阳团市委副书记贺雄与舒宗旺在
家门口拉起了家常。
茅头园村是怀化市第一批新农

村建设示范点，全村以粮食、柑橘种
植为主导农业产业。 学员们琢磨，村
民在盼望什么？如何发展村里集体经
济？如何让村民收入更高？乡村振兴
还需要哪些好创意？ 围绕这些问题，
学员们和村干部、扶贫队队长及群众
代表促膝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
议。
“老主任，你对村里发展经济有
什么好的建议？” 在茅头园村村委会
原主任向培余家，省委党校中青班二
班班主任尹淑兰上门征求意见。
“希望我们这里的扶贫产业再扩
宽点销售渠道，让全国人民都能品尝
到我们这里的‘山果甜’。”向培余说
出了自己的想法。尹淑兰和学员一边
认真听，一边详细记，并不时与向培
余讨论。

解民忧

他一个劳动力，来不及挖。得知情况，
这帮省城来的“亲戚”拿起锄头、铲子
奔向红薯地，割藤、扎叶、开挖。等一
筐筐红薯搬进向开松家，向开松脸上
乐开了花。
村民向培福一家四口靠他一人
养活，虽已脱贫，日子仍过得紧巴巴。
“不要难过，困难是暂时的。”中青班
学员来他家“走亲戚”，送来慰问金，
还出点子帮助向培福发展产业，鼓励
他克服眼前困难，实现稳定脱贫。
为帮助茅头园村更好地进行新
农村建设，学员们还带来35万元项目
资金，用于支持村道建设、水利设施
维护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晚上， 村部文化广场热闹非凡。
村民们邀请学员们跳竹竿舞，大家手
拉手，和着欢快的节奏，一起享受劳
动后的快乐。

村里脱贫户向开松家种了几亩
红薯，虽然今年收成好，但全家只有

深感悟
驻村入户期间，学员们融入村民

湖 南 日 报 11 月 13 日 讯 （记 者
徐 亚 平 通 讯 员 梁 军 ）11月12日，

生活，与村民以心换心，从日常生活
“柴米油盐酱醋茶”中，体会群众所思
所想、所忧所盼、所急所需。学员们还
来到洪江区地下党支部旧址，通过观
看视频、 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观
看历史遗物等，缅怀先烈，接受教育。
短短5天， 学员们和老乡建立了
深厚感情，感触很深，收获很大。
湖南科技大学法律服务中心主
任邱帅萍通过体验，更深刻感悟到发
挥党组织作用的重要性。茅头园村正
是由于村支两委坚强有力，村干部起
到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群众基础打
得好，新农村建设才成果显著。
参加“驻村入户”体验式教学活
动后，省委办公厅办文处副处长范志
飞表示， 这次体验培训时间虽短，但
收获颇丰。通过与群众交心，知晓了
许多在办公室内无法了解的实情，在
农村艰苦环境中磨砺了党性修养。回
去后，将把这里的收获转化为工作的
动力。

驻村扶贫队长
接受老板吃请挨处分
长沙通报5起群众身边
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湖南日报 11 月 13 日讯 （记者 刘燕
娟 通 讯员 长 纪 ）长沙市纪委市监委近

日通报了5起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典型案例。
这5起案例分别是： 浏阳市沙市镇赤
马山村党支部书记戴传达贪污侵占问
题； 浏阳市大瑶镇天和村村委会主任邱
明白滥用职权以权谋私问题； 长沙市商
务局临空口岸管理处副处长陈勇会在驻
村帮扶工作期间作风不扎实问题； 望城
区社会保险工作局企业退休人员管理股
社会化管理专干黄新兵贪污侵占等问
题； 望城区乌山街道喻家坡社区党总支
书记纪荐伟违规骗取项目资金等问题。
其中，2015年12月至2018年3月，
陈勇会在任浏阳市达浒镇椒花新村扶
贫工作队队长期间，接受承包椒花新村
工程的老板肖某某吃请3次， 并分别于
2017年6月和9月， 接受肖某某邀请，在
其承包鱼塘钓鱼2次。 陈勇会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违纪所得被责令退还。

党建引领助脱贫
11月12日，蓝山县所城镇长铺村扶贫车间，村民在制作藤编家具。近年，该县采取“党支部+公司+农户”模式大
力推进扶贫车间建设，由村党支部负责对闲置场地进行改造，通过引进特色企业和产业项目，帮助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目前，全县已创办扶贫车间46个，可安置2000余人就业，已帮助470余名贫困劳动力实现了就业，有效促进了贫困
群众增收脱贫。
杨雄春 曾宪高 摄影报道

湘阴县人民法院在杨林寨乡政府
礼堂举行“2018年‘11·27’团伙非
法电力捕捞水产品案” 公审大会，
一审判处张某等14人6个月到1年
2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承担生
态环境和资源修复费用213534元。
当地300余名村民和学生参加旁
听。
2018年11月， 被告人张某等
14人驾船来到沅江市张家岔、湘
阴县柳潭等水域， 多次实施电捕
鱼。26日晚， 在柳潭水域电鱼时被
志愿者举报。湘阴县和益阳市迅速
联合执法。27日凌晨，抓获7艘正在
电鱼的电鱼船、14个电鱼人， 没收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米承实 陈意

“周光 良 在 20多 年 前 任 村 主
任期间， 贪污村集体资 金 1万 多
元，现在仍有几千元未退。”日前，
怀化市中方县中方镇毛田村周
某、 潘某等人到县纪委信访室反
映。
为 何 上 世 纪 90 年 代 的 贪 污
款，至今还未退还？难道真如信访
人所说，是村干部包庇隐瞒？县纪
委监委将该信访举报件及时交办
给中方镇纪委， 随着调查深入，一
笔历经23年的欠款慢慢“浮出水
面”。
25年前， 中方县都还不曾建
县，周光良曾任怀化市中方镇毛田
村的村主任兼出纳。由于周光良不
懂财务知识，公款私钱不分，加之
村里监管不到位，毛田村财务管理
十分混乱。
1996年， 周光良卸任村主任
移交财务时，中方镇政府清账发现
有8380.44元对不上账。当时，新任
村会计不敢接收账目，一时间村支
两委工作陷入僵局。
村支两委为了将工作拉上正
轨，多次开会协商，考虑到周光良
家庭困难， 且在任职期间兢兢业
业，为村里做了不少实事，便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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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其责任，但让周光良出具一个
8380.44元的欠条， 待其慢慢“还
债”。
“我也很无奈，我一直在努力
把钱补上，但家庭条件实在不好。”
周光良跟调查人员解释道。
据调查， 周光良家庭确实非
常困难， 小儿子、 儿媳有智力障
碍，基本全靠周光良抚养。在长达
23年的还债历程中， 周光良先后
分6次还了5636.44元， 还差2744
元未还清。
部分毛田村村民对此表示不
理解，认为“贪污”的公款不追究责
任也就罢了， 竟然至今都未还清，
肯定存在层层包庇的问题，便向县
纪委信访室反映了此事。
经调查人员疏导，周光良认识
到了自己的错误，对“赖账”行为表
示十分后悔，称会想办法退还尚未
还清的村集体资金，并愿意接受组
织的处理。
8月底， 周光良主动退还了余
下的欠款，并接受了组织给予的处
理。同时，调查人员将处置结果反
馈给信访人， 信访人表示十分满
意。
“感谢你们，23年前的村集体
‘欠款’终于回笼了，也消除了其中
的误解。” 中方镇毛田村村民高兴
地为纪检干部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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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获物1.75吨。这是迄今查处的当
地最大电鱼团伙案。今年3月，农业
农村部将其列入2018年中国渔政
执法十大案例。
湘阴县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
张某等14人为谋取非法利益，违反
保护水产资源法规，使用禁用的工
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构成非法捕
捞水产品罪。其行为破坏了水生生
态环境和渔业资源，损害了社会公
共利益，应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据介绍， 杨林寨乡依江傍湖，
捕捞从业人员众多。湘阴县检察院
副检察长李莹表示，将庭审现场搬
到杨林寨乡， 是为了以案说法，引
导村民从中受教育， 遵纪守法，共
同保护洞庭湖生态。

拖欠23年的公款终于回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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