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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雷昕 通讯员
赵红 何权方）“采取联点包片的方式，成立换届风
气监督组和巡回督查组，实行村村到、村村查，对
出现贿选、不正当竞选等相关行为的党员干部，将
予以通报批评， 造成不良影响的， 将严厉追责问
责”。近日，澧县金罗镇召开村(社区)“两委”换届选
举工作启动会，下发《关于进一步严肃村(社区 )换
届选举工作纪律的通知》，由镇纪委书记开展专题
纪律教育，做到挺纪在前、警示在前、教育在前，确
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圆满完成。

针对换届选举点多面广的情况， 金罗镇党委
成立 10 个换届风气监督组和 1 个巡回督查组，采
取包村到户、分组包片的形式，由镇党委班子成员
带队，对换届选举重要推荐环节、选举关口进行全
覆盖督查。同时对于村情选情比较复杂、矛盾纠纷
比较多的村(社区)，由换届风气监督组实行全天候
驻村督导，确保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同时，为
进一步规范换届流程、提升红线意识，镇纪委认真
推行换届承诺全覆盖机制， 组织所有参与换届选
举的工作人员 、村 (社区 )干部 、村 (居 )民代表 、党
员、候选人签订换届纪律承诺书 600 余份。

目前，澧县金罗镇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
作已全部铺开，10 个村 (社区 )全部组织召开了动
员会，10 个换届风气监督组和 1 个巡回督查组全
部到岗到位，换届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桃源查获 10万张
涉黄“小卡片”

本报讯 （通讯员 涂定平 丰道） 近日， 几名
“涉黄”人员相继被桃源警方行政拘留，一条还没
来得及形成的“黄”色产业链被警方及时斩断。

在“扫黄禁赌百日行动”中，桃源县公安局漳
江派出所充分发动群众，广泛收集线索，对辖区内
“黄、赌”等治安热点问题采取严打高压势态。

2020 年 12 月 25 日晚， 派出所民警根据群众
举报， 在县城某宾馆将正在进行卖淫嫖娼活动的
一对男女朱某和周某抓获。经审查发现，朱某是通
过别人塞进宾馆房间门下的招嫖小卡片联系到的
卖淫女，而周某则是县城某水疗馆的服务员。

民警迅速赶往该水疗馆， 在该水疗馆内当场
查获近十箱招嫖小卡片， 从已经开封的一箱卡片
上可以看出， 上面印的全是妖艳女子裸露性感图
片及撩人的字眼，经过清点有近 10 万张。 据水疗
馆老板仇某及岳某交待，因受疫情的影响，两人经
营这家水疗馆生意很不景气，便想走偏门，他们收
容了几名卖淫女，印制了 10 万张招嫖小卡片请人
在县城宾馆发放， 没有想到才几天的功夫就被民
警查获。

接着，民警又通过跟踪布控 ，于 28 日抓到发
放卡片的江苏人张某， 收缴还没有来得及发完的
卡片数千张。

目前，以上所有涉黄人员均被依法行政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审查之中。

1 月 5 日，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宣判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
第二分院提起公诉的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
长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一案，对被
告人赖小民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
以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决定
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同时 ，法院判决 ，对赖小民受贿
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
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对贪污所得
财物依法发还被害单位。

经审理查明，2008 年至 2018 年，
被告人赖小民利用担任原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原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
裁，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兼华融湘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
利 ， 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

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
行为， 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获得融
资、承揽工程、合作经营、调动工作以
及职务提拔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索
取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
折合人民币 17.88 亿余元。 其中 1.04
亿余元尚未实际取得 ， 属于犯罪未
遂。2009 年底至 2018 年 1 月，赖小民
利用担任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党委副书记 、总裁 ，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伙同特定关系人
侵吞、套取单位公共资金共计人民币
2513 万余元。 此外，赖小民在与妻子
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与他人长
期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并育有
子女。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赖小民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贪
污罪、重婚罪。 赖小民受贿犯罪数额
特别巨大 ，情节特别严重 ，主观恶性
极深。 在二十二起受贿犯罪事实中，

有三起受贿犯罪数额分别在 2 亿元、
4 亿元、6 亿元以上，另有六起受贿犯
罪数额均在 4000 万元以上。 同时，赖
小民具有主动向他人索取贿赂和为
他人职务调整、提拔提供帮助收受他
人财物等从重处罚情节。 赖小民在犯
罪活动中，利用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
的职权， 违规决定公司重大项目，越
级插手具体项目，为他人谋取不正当
利益 ， 危害国家金融安全和金融稳
定，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赖小民目无
法纪 ，极其贪婪 ，大部分犯罪行为均
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属于典型的
不收敛、不收手、顶风作案，并使国家
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社会
危害极大 ，罪行极其严重 ，依法应予
严惩。

虽然赖小民提供下属人员重大
犯罪线索并经查证属实，具有重大立
功表现 ， 但综合其所犯受贿罪的事
实 、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
度，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 法庭遂作
出上述判决。

据新华社

1 月 6 日，衡阳县检察院向金溪中学捐赠了 800 套秋冬季校服，价值共计
12.8 万余元，为该校学生送去了冬日里的一份温暖。 捐赠活动后,该院干警用生
动活泼的语言为该校 123 班 50 余名师生上了一堂有趣的普法宣传课。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通讯员 陈婉卿

华融公司原董事长赖小民
一审被判死刑

澧县开展村村督导检查
严肃换届风气

此举在市场主体中引发强烈反响 。
“释放了从严监管、 净化市场的强烈信
号， 也增强了对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
坚定信心。 ”中建五局总承包公司副总经
理张欢说，作为驻湘央企，要自觉抵制不
良风气，一手抓自我约束 、自我管理 ，一
手抓行业的倡导和示范带头， 体现央企
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

“通过公开承诺的方式，警醒企业严
于自律、净化行业风气。如果以后这些企
业出现问题，将从严从重处理。 ”省专治
办有关人员表示。

形成合围之势，净化市场业态
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乱象由来已

久，由于方式隐蔽 ，线索难以发现 ，证据
难以锁定，一些违法犯罪人员有恃无恐，
“潜规则”大行其道。

去年以来， 省纪委监委加大对违规
插手干预招投标活动公职人员尤其是领
导干部的查处力度 ，至去年 10 月 ，省管
干部留置 12 人，全都涉及工程建设项目
招投标问题。

“过去，对串通投标犯罪的打击力度
偏轻，对违法违规问题查处不力，实际上
助长了腐败问题的蔓延。 ”省纪委监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专项整治期间，纪检监察
机关着力压实公安和相关职能部门责
任，加强协调联动，对违法犯罪问题形成
合围之势。

通过此次大数据比对， 在两个半月

的时间内， 全省各地各级相关执纪执法
监督部门全面行动， 集中人员和力量深
入核查，查实的问题线索数量众多，覆盖
全省各市州、各行业系统，对全省招投标
领域产生强烈触动， 又突出对典型违法犯
罪问题重点突破， 查处了一系列串通投标
犯罪问题，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共立案 32起。

基层纷纷反映， 通过大数据分析问
题线索的核查，招投标违法犯罪行为“藏
不住、有人管 ”，违法犯罪参与者都有了
“怕处”。

除了大数据分析问题线索查实的案
件外，去年截至 11 月底，全省三级发改、
交通 、住建、水利部门共立案 687 件 、处
理 475 名对象，分别是 2019 年的 224%、
352%;全省市县两级公安部门共立案 143

起 、处理 231 名对象 ，分别是 2019 年的
188%、131%。 专项整治以来，全省共公开
通报招投标领域典型案例和违法违规对
象 454 名，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下一步， 我省将健全完善公共资源
交易联合惩戒发起响应机制； 加强标后
监管， 将人脸识别系统覆盖到全省工程
建设项目，杜绝转包和违法分包；建立招
标代理机构监管平台，消除监管盲区。 对
此次通过大数据分析查实的问题， 筛选
部分涉案企业和个人纳入第三批失信行
为 “黑名单”，推动违法犯罪背后公职人
员问题线索的移送、深挖彻查，坚持以案
促改，督促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
不断净化政治生态， 还招投标市场一片
晴朗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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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暖暖
800套校服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