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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李林俊 通讯员 舒薇

今年五一和端午节点，“三
湘风纪” 网站先后分两批次公
布了部分省管干部、 县处级领
导干部违规收受红包礼金典型
问题。 这体现了湖南锲而不舍
推进作风建设的政治定力 ，释
放出从早从快切断由风及腐链
条的强烈信号， 彰显了持续深
化整治领导干部违规收送红包
礼金问题的坚定决心。

记者梳理发现 ， 被通报的
15 起案例均是省管领导干部和
县处级领导干部由风及腐 、由
风变腐、 风腐一体的严重违纪
违法案件，涵盖了党政机关、执

法司法部门等多个领域， 分布
在权力、资金、资源集中的重点
部门和关键岗位。 他们大多是
从违规接受小吃小喝、 小钱小
物开始腐化， 逐渐由量变到质
变， 最终变成了明目张胆进行
权钱交易的大贪巨蠹。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
根同源、互为表里，正风肃纪反
腐不可分割，必须匡正风气、严
肃党纪、惩腐肃贪。 ”近年来，湖
南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从
严治党战略部署， 以前所未有
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 持续加大惩
贪治腐力度，驰而不息纠治“四
风”。 特别是深化整治违规收送
红包礼金问题以来， 全省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加大了查
处力度， 推动党员领导干部作
风持续向好。

但高压之下， 仍有少数公
职人员不收敛、不收手，这也从
侧面反映出“四风”问题树倒根
存 、顽固复杂 ，由风及腐 、由风
变腐、 风腐一体的风险依然存
在。 “唯有风腐同查，以案促治，
才能精准释放执纪执法 ‘越往
后越严’的鲜明信号，持续涵养
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省
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轮深化整治启动后， 全省
各地各部门同心协力， 上下联动，
大大增强了风腐同治的合力。株洲
市纪委监委督促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等 7 个市直单位召开全系统违
规收送红包礼金问题 “以案促
改”专题民主生活会，1052 个党
组织召开专题会议； 湘潭市推
行起底一批问题线索、 查处一
批典型案件、 通报一批典型案
例 “三个一批”， 构建网络 、电
话、信访“三位一体”举报平台，
严格核查巡视巡察、财政、审计
等部门移送的问题线索， 查处
曝光一批典型案件……

为充分发挥广大干部群众
监督和舆论监督作用， 省纪委
监委在“三湘风纪”网站醒目位
置设置举报窗口， 举报人只需
动动手指， 举报信息便可一键
直达纪检监察机关。 此外，我省
还要求各级党政机关、 事业单

位、高等院校、国有企业开展自
查自纠并整改到位， 自查自纠
后，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将对巡
视巡察、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和
信访举报中发现的领导干部违
规收送红包礼金问题进行全部
核查。

“大量案例表明，违规收送红
包礼金问题具有顽固性、 反复性，
整治工作必须严字当头, 久久为
功。 ”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持续加
强监督检查，利用“互联网+监督”、
大数据监督等多种方式发现问题
线索， 对顶风违纪问题严查快处、
决不放过， 同时坚持纠树并举，加
强教育引导，不断充盈清正廉洁的
新风正气。

“安全生产月”
守护工地安全

6 月 11 日， 长沙市开福区保利
北中心一期项目，来自全市的建筑施
工人员代表在观摩学习。 当天，长沙
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活动举行，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和质量管理标准
化示范观摩活动在全市 32 个项目同
步开展。全市建筑施工人员围绕安全
生产标准化、绿色施工 、质量管理标
准化等内容进行了重点观摩学习。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田超 王文
摄影报道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刘沁 李果

以治病为幌子，用保健品欺
诈老年人 ；用 “养老公寓 ”做幌
子 ，诱导老年人投钱 、非法集资
……不法分子打着 “服务老人”
的旗号给老年人挖陷阱 、 设骗
局， 严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
给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和身
心伤害。 近年来，湖南法院紧盯

重点问题，严厉打击养老诈骗违
法犯罪 ， 全力守护好老年人的
“钱袋子”。

近日，省高院通报全省法院
打击涉养老诈骗犯罪专项行动
开展情况及全省第 1 批集中宣
判的情况 ， 并发布一批典型案
例。 专项行动以来，全省法院审
结养老诈骗案件 31 件 145 人 ，
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25 人 ，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1

人 ， 对 3 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
刑。

花 10多万元购买的药品
实为保健食品

随着我国老年人数量不断
攀升，向老年人推销假冒保健仪
器及保健品的诈骗案件也常常
出现。 家住衡阳的尹爹爹就陷入
了这个陷阱。

（转 04 版）

本报讯 （湖南法治报全
媒体记者 杜巧巧）据湖南公
安微信公号披露，近日，在公
安部统一指挥下 ， 北京 、四
川、湖南等 31 个省区市公安
机关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
动， 依法严厉打击为电信网
络诈骗提供新型 “GOIP”通
话服务的违法犯罪团伙。 截
至目前，共抓获违法犯罪嫌
疑 人 870 余 名 ， 缴 获
“GOIP” 设备 2390 余套 、手
机卡银行卡等作案工具 1.8
万张（台）。

近年来 ，由于 “GOIP 设
备” 具有人机分离、 远程操
控、 异地拨号通话和支持多
张电话卡等特点， 大量藏匿
在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通过远程操控的方式， 使用
搭建在境内的 “GOIP 设备”
向受害人拨打电话， 从而实
施诈骗，危害十分严重。 随着
全国 “断卡 ”行动不断深入 ，
公安机关持续加大对 “GOIP
设备”打击力度，打掉了一批
违法犯罪团伙， 有效挤压了

相关犯罪生存空间。 为逃避
侦查打击， 一些犯罪分子研
发升级出成本更低、 隐蔽性
更强、操作更简单的新型“简
易组网 GOIP”设备 ，迅速成
为各类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拨
打诈骗电话的作案工具。

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 ，
部署北京、四川、湖南等地公
安机关专题研究，深挖细查，
逐步查清了犯罪分子作案手
法和设备特点， 迅速捣毁一
批 “简易组网 GOIP”违法犯
罪窝点， 同时拓展研判出相
关线索 400 余条， 发现相关
案 件 690 余 起 ， 涉 案 金 额
4900 余万元， 涉及全国多个
省区市。 在掌握相关犯罪事
实和证据基础上， 公安部决
定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集
群战役进行集中收网， 全面
彻底打掉新型 “简易组网
GOIP”违法犯罪团伙 ，坚决
斩断这一关键犯罪链条 ，狠
狠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黑灰
产关联犯罪分子的嚣张气
焰。

坚决斩断由风及腐链条
湖南持续深化整治违规收送红包礼金问题

全力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
湖南法院深入推进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犯罪专项行动

湖南等省区市公安机关参与集群战役

一批“简易组网GOIP”
违法犯罪窝点被捣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