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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陈湘林） 记者今天从邵阳市纪委
监委获悉， 为坚决抵制和严肃查处在公共
资源交易领域利用领导干部职权或者职务
上的影响“提篮子”和以领导干部名义“打
牌子”谋取私利的行为，该市出台了《关于
对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提篮子”和“打牌子”
行为的处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根据《规定》，明示或暗示以围标串标
或者通过行贿等违法手段谋取项目竞得；
冒用、借用他人名义交易或者以其他方式
弄虚作假骗取项目竞得；干预评审评标工
作，影响评审结果；虚假、恶意投诉排挤竞

争对手，阻碍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正常进行
等行为，均属于“提篮子”“打牌子”行为。

一旦认定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响应方
存在“提篮子”“打牌子”行为，将取消其参
与交易项目的资格，将其列入市场诚信“黑
名单”，限制其一定区域一定期限的市场准
入资格，并纳入公共资源信用评价记录。

《规定》明确，领导干部和其他工作人
员违反规定，将给予通报、诫勉、组织调整
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政务处分；涉嫌
违法犯罪的， 移送有关机关依法处理。对
假冒领导干部或者诬告他人“提篮子”“打
牌子”的，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欧阳倩 熊其雨
易玉婷）白天太忙没空去法院，想要立案
怎么办？经一个月试运营，今天，长沙市雨
花区24小时自助法院正式投运。

这家“自助法院” 面积不到20平方
米，设有两台自助终端一体机。当事人将
身份证放置在机器上，便可查询全省范围
内案件、打印法律文书、查看法律条文等。
雨花区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该设
备，一般案件立案只需3至4分钟，可省去

当事人窗口排队之苦。同时，改变了以往
“人找人” 立案模式， 做到让系统“来找
人”，满足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立案需求。

在一体机旁，还有一个类似快递寄存
柜的智能“云柜”。这个柜子可让卷宗实现
“云”流转。当事人如有纸质材料等需要提
交，将材料放入柜中，便可流转给相应的
承办法官。法官通过身份证或人脸识别直
接关联当事人案件， 自动获取当事人信
息，完成材料接收。

雨花区有了一家24小时自助法院
一般案件立案只需3至4分钟

邵阳出台禁令
严查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提篮子”“打牌子”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柏敬轩

近日，一份厚达60页的法院判决书送达到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公司
（以下简称“郴州分公司”）原经理伍晓兵手中。

法院判决书显示， 郴州分公司共计造成
2300余万元的国家农网改造专项资金流失。在
这个过程中，伍晓兵还“靠电吃电”，先后收受了
12名个人或企业的行贿，数额共计113.5万元。

因犯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伍
晓兵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 并处罚金人民
币20万元。

套取国家资金用作职工福利
对农村电网进行升级改造，本是国家的一

项惠民政策。可有一些“电老虎”把国家专项资
金当作可以任意分享的“大蛋糕”，想方设法、巧
立名目套取资金。

2013年下半年，付国（郴电国际原董事长，
另案处理）、 陈明伟﹝郴州市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郴州电力公司”）原董事长，另案处
理﹞、伍晓兵等人商量，决定通过郴电国际农网改
造集中抄表系统工程套取专项资金，用于两公司
职工住宅区加装电梯和其他附属设施建设。

郴电国际召开高管会议，决定不经招投标，
指定由郴州分公司等4家下属分公司， 以高于审
计价格与郴州电力公司签订农网改造合同，由郴
州电力公司将差价款用于住宅区改造工程。

“公司审计部最终商定的审计价格是智能
单相表安装单价50元、智能三相表安装单价70
元。而在合同中，则按照智能单相表179元、智
能三相表239元的定额价签订的安装单价。”郴

电国际审计部一审计专员觉得不可思议，“按道
理来讲， 总部肯定不会同意按定额价格支付工
程款，但最终还是拨付了这笔钱。”

就这样，2013年6月至2015年2月， 郴电国
际、 郴州电力公司用上述方式共套取国家农网
改造专项资金1200余万元。其中，郴州分公司
套取580余万元。

慷国家之慨为企业“抢生意”
“伍晓兵从一名普通技术员起步，在电力行

业工作长达25年。想方设法为企业谋取最大经
济利益成为他主要考虑的内容， 在经济效益面
前，一切事情都可以让路。”郴州市北湖区纪委
监委一名办案人员称。

翻开伍晓兵的履历档案表， 能看到他曾经
半年内接连两次受到诫勉谈话、行政警告处分。
这是他为了争夺客户和市场， 不顾规则原则与
竞争对手“抢生意”，甚至带领职工与另一电力
企业职工发生斗殴。

为了既能给客户“优惠政策”抢到生意，又
能弥补“优惠打折”所造成的收入减少，郴电国
际又打起了农网改造资金的主意。

2010年6月， 付国召集郴电国际各分公司
领导班子成员和各部门负责人开会， 明确提出
各分公司的电网建设工程项目资金， 尽量从国
家农网改造专项资金中列支。

伍晓兵安排郴州分公司将辖区内5个大的
房地产项目的用户工程所使用的材料费、 施工
费，从农网改造工程项目中列支，免除了这5家
房地产开发商应该支出的用户工程费。2011年
至2017年期间，郴州分公司占用国家农网改造
资金并减少可用于农网建设与改造的专项资金

规模，共造成1100余万元国有资产流失。

靠电吃电大肆收受贿赂
办案人员介绍， 作为郴州分公司的“一把

手”，进行权力寻租的机会不少，伍晓兵把管理
国有资产的权力当成了一门生意， 和老板们做
起了交易。

“刚到郴州分公司任职时，就有很多老板通
过各种机会认识我。眼看他们住别墅、开名车、
上酒楼，我出现了心里失衡。”伍晓兵坦白了自
己心理的变化轨迹。

生活中，伍晓兵同圈子里的老板称兄道弟，
工作中，利用自己的职权，大肆进行权钱交易。
在众多为伍晓兵鞍前马后殷勤服务的老板中，
陈某算是与他相交多年的“老朋友”。陈某向办
案人员坦白：“我给他送钱主要就是为了加深感
情， 希望他能够在业务上给我帮忙、 关照。从
2008年以来，我几乎每年都在郴州分公司承建
工程项目，累计工程量达4000余万元。”

“收受礼金红包的‘闸门’一旦打开，对金钱的
欲望就如洪水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办案人员说：

“见钱眼红，有送即收，不送即要。伍晓兵撕下了最
后一层遮羞布，从几万到几十万都一一笑纳。”

“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
任落实不到位，相关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不执行，
是此案发生的重要原因。” 郴州市北湖区纪委常
委、区监委委员张程波表示，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
与党风廉政建设两者不是矛盾的对立面， 而是有
机统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国有企业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主动紧跟公司各项决
策部署，推动法规制度建设，加大风险防控力度，
加强监督检查，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万传文 全杨

“犯了错，不能心存侥幸，只有及早改正错
误，才能获得组织的宽大处理。”近日，在澧县艳
电管理局召开的以案促改警示教育会上， 该局
灌溉股股长郭方林感慨地说。

原来， 郭方林是一名全国注册监理工程
师，参加工作20多年来，一直兢兢业业、任劳
任怨，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这些年，有了
些知名度的郭方林， 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郭
工”。

今年7月，郭方林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四川
省的电话，宜宾市一家工程公司称，想用郭工

的监理注册工程师挂证，“月薪”2500元。
对此，郭方林有些犹豫不决，因为他知道，

按照规定，公职人员是不能兼职或挂证取酬的。
对方理解他的难处：“郭工您放心， 我们特

别为您定制了‘套餐’，不兼职，只要把证件原件
寄来存放在公司就行。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湖南，
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事儿……”

一个星期后， 郭方林与宜宾这家公司在网
上签订了协议，为期一年。第二天，他便把自己
的监理注册工程师原件邮寄给了该公司。

自此，郭方林每月有了2500元的额外“收
入”，一家人的日子也变得松快起来。

10月， 澧县县纪委监委对党员干部和公
职人员兼职、 挂证取酬等违规行为开展专项

整治，并表示，对自查自纠、主动整改的予以
从轻处理。

经过再三思量，郭方林决定向宜宾公司提出
终止协议。双方经协商后达成一致：郭方林退回
所得薪资，该公司退回其工程师原件，协议终止。
随即，郭方林微信转给该公司负责人所领的两个
月收入共5000元。

第二天一上班， 郭方林走进了局党委书记
办公室，主动坦白自己挂证取酬的问题，愿意接
受组织处理。

经查，郭方林反映的情况属实。经局党委会
议研究，大家一致认为郭工能主动承认错误，且
提前毁“约”，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
则，可从轻处理。最终，给予其诫勉谈话。

郭方林终于如释重负。他对记者说，再也不
担心挂证取酬被查了， 今后一定在本职岗位上
作出自己的贡献。

郭工毁“约”

2300万元农网改造金是如何流失的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干群唱响《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万水千山最美中国道路……”11月19日，双牌县1000余名党

员干部和职工群众，共同唱响《不忘初心》，表达对初心与使命的执著坚守、对祖国和人
民的赤诚热爱。 廖卫国 潘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