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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靳碧海 张伟宁

站在南河分校门前，看着整洁
干净的校园，还有一栋即将竣工的
崭新教学楼，陈攀感慨万千：“学校
建设越来越好，我们打心眼里感激
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在他们的帮助
下，南河分校将成为阳春市一流的
农村小学。”

陈攀是阳春市南河村南河分校
校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已工作了近
9年。2011年，当陈攀来到学校时，
最令他惊讶的是，在学校大门口一
侧竟然有三个荒凉的坟头。

“一到晚上我们都不敢去大门
那儿。”已在该校任教20多年的黄
清兰老师一提到这件事仍忍不住摇
头。

学校门口的三座坟也引起了珠
海市人大常委会驻南河村工作组的
注意。工作组组长骆伟声现场查看
后觉得不可思议，“对学生和老师的
心理肯定有不好的影响。这三座坟
必须要迁走。”

“不可能，前几任村书记也想迁
坟，但都没成功，对方态度很坚决。”
南河村党委书记吕佐辉的话结结实
实地给工作组泼了一盆冷水。

“这三座坟属于一个大家族，让
他们统一意见很难。更让人头疼的
是，这三座坟在学校建校前就已在
这里。”陈攀已不记得多少次到坟主
家沟通，每次都无功而返。

真的没有办法吗？骆伟声首先
详细了解了坟主的家庭情况。当得
知坟主家族中也有小孩在该校读书
时，骆伟声打出“温情牌”，第一次见
面就给小孩送了书包等礼物，一下

子拉近了与坟主家的距离。
此后，骆伟声与吕佐辉、陈攀先后

三次到坟主家沟通迁坟的事，还组织
召开两次座谈会，对坟主家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并用村民能听懂的大白话，
讲了迁坟的好处。

坟主的口终于松了。“后来我们了
解到，坟主最终同意迁坟是因为工作
组来了以后，村里的路通了、灯亮了，
也有了自来水，看到驻村工作组真真
切切地为村里办实事，坟主家也挺感
动的。”陈攀说。

最头疼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
个难题等着骆伟声。因为缺乏资金，
南河分校近20年来几乎没有开展校
园建设，目前仅有两栋两层楼房，6间

教室，一至三年级共213名学生。
因学位有限，部分村里的学生只得
去较远的镇中心小学读书。

工作组立即行动，努力争取各
方面支持，筹措230万元为南河分校
建设一栋1050平方米、拥有6个教
室的教学楼。今年3月，教学楼正式
动工，预计今年9月可投入使用。

陈攀还清楚记得，工作组还想
办法为学校添置了两台多媒体幼教
一体机、数千册图书、六台电脑、两
台饮水机、一台复印机，并安装了校
园广播系统，总共价值20余万元。

“工作组十分关心乡村教育，关
心学校建设，积极联系地方教育部
门，为学校修建了草坪，进行硬底化

改造，还准备建篮球场、羽毛球场、
乒乓球场，届时整个校园面貌将焕
然一新，孩子将拥有更好的学习环
境。”陈攀自豪地说，新的教学楼投
入使用后，学校硬件条件将得到大
幅提升，学校也争取“升级”为完小，
让村里一至六年级的孩子都可以就
近入学，彻底解决上学难问题。

扶贫先扶智，不断加大对农村
教育的扶持力度，是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重要基础。骆伟声表示，驻村
工作组将坚决贯彻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决策，始终把人才振兴和教育扶
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不断创造
条件，努力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
受更好的教育。

赴市人大常委会对口帮扶阳春市南河村蹲点系列报道③

校门口的三座坟终于迁走了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报道了湖南省衡阳市原农业委员
会（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党委委员颜桥生在融资项目中“提
篮子”问题典型案例。颜桥生在担
任衡阳县委常委、副县长期间，为
帮助弟弟颜良生及其合作老板减
少竞争对手，确保其获得该县两个
融资项目的开发权，利用职务便利

“量身定制”项目条款，提供全程
“保姆式”服务，让老板赚得盆满钵
满，自己也获得3300余万元的巨
额回报。颜桥生被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并涉嫌受贿罪被检察机关依
法提起公诉；颜良生及合作老板万
某、吕某涉嫌单位行贿罪被检察机
关依法提起公诉。

什么是“提篮子”？“提篮子”
本是一句湖南方言，湖南话里把

“空手套白狼”的中间商形象地称
为“提篮子的”，对那种层层转包
的工程则称为“提篮子工程”。
2018年9月，湖南省印发了《关于
禁止利用领导干部职权或者职务
上的影响“提篮子”谋取私利的规
定》，将“提篮子”明确界定为利用
领导干部的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
响，在公共资源交易、房地产开
发、行政审批（许可）、国有资产经
营管理、金融、财政项目资金分配
等领域，充当中介，以居中斡旋、
提供帮助、与他人（个人或者单
位）合作等方式，为他人获取利
益、谋求私利的行为。

是谁在“提篮子”？“提篮子”的
行为主体可能是领导干部本人，也
可能是其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
他特定关系人，还包括假借、假冒
领导干部名义的人员，以及其他责
任单位人员。可见，无论是否拥有
公职身份、是否实际掌握权力，只
要能够抱上权力的“大腿”，利用权
力为其“站台”，就可以充当掮客大
肆寻租，做上“提篮子”生意。

“提篮子”有哪些手段？在审
查调查工作实践中发现，“提篮
子”者往往长袖善舞、政商通吃，
手法和途径也是形形色色、五花
八门，包括强令、指定、授意、暗
示、批条子、打招呼、请托说情、提
出倾向性处理意见等多种或明或
暗的方式。概而观之，有的“赤膊
上阵”，通过改换身份或者借用他
人名义，直接参与经营活动；有的

“隐居幕后”，为亲友等特定关系
人站台助威，纵容、默许其利用自
己的职权和职务影响非法牟利；
有的“借壳捞钱”，借经营投资之
名行贪污受贿之实；有的“斡旋互

惠”，领导干部之间相互为他人
“提篮子”，从而异地“交易”利益
互换……种种“提篮子”行为，本
质上就是以权谋私，完全逾越了
纪律法律的界限，不仅破坏市场
秩序，扭曲政商关系，更容易滋生
腐败、腐蚀干部，从而严重污染政
治生态，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必
须严肃查处。

“提篮子”有什么后果？领导
干部手中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
服务，而不能成为谋取私利的工
具。党章明确规定了党的各级领
导干部必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
权力，坚持原则，依法办事，清正
廉洁，勤政为民，以身作则；反对
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新
修订的党纪处分条例在第八章的
多个条款中，对党员干部权权交
易、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等违反廉
洁纪律的行为作出处分规定。特
别是新增的第九十五条，在第一
款明确规定了党员干部利用职权
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
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
人在审批监管、资源开发、金融信
贷、大宗采购、土地使用权出让、
房地产开发、工程招投标以及公
共财政支出等方面谋取利益的有
关处分。此外，廉洁自律准则、关
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准则、问责条例、党内监督条例等
党内法规制度，对领导干部履职
用权都作了十分严格的规定。如
果“提篮子”行为问题严重，还可
能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等犯
罪，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想发
财就不要当干部。”这不仅是党的
性质和宗旨的内在要求，更是为
官从政的底线。党员干部一旦被
物欲绑住手脚，被金钱迷乱心志，
脚踏官商“两条船”，便会一步步
行差踏错，直至跌入深渊。翻看
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腐败分子
被指控的罪名，其中有相当一部
分都和为亲属子女非法经商谋利
相关。2019年第一季度被公开通
报处分的7名“大老虎”，“家风问
题”和“大搞利益输送、权钱交易，
沉溺于不健康的政商关系”成为
他们违纪违法问题的突出“通
病”。“提篮子”行为无论看上去多
么隐秘、巧妙，都只不过是掩耳盗
铃、自欺欺人，在党纪国法面前，
终将无处隐藏。党员干部必须常
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
律己之心，坚决抵制“提篮子”行
为，相关单位和人员也要坚持原
则，“不信、不见、不理、不办”，并
依规依纪进行处置，让“提篮子”
的没有市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领导干部“提篮子”
啥意思？咋处理？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14
日上午，珠海保税区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宣传进企业”活动，保
税区扫黑除恶办各成员单位、园
区企业代表等共300多人参加活
动。

活动现场，保税区扫黑除恶
办及辖区派出所同志以案释法，
结合“套路贷”等典型案例，向企
业员工讲解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重要意义以及十三类涉黑涉恶
违法犯罪活动的表现形式、社会
危害等。活动共发放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口袋书800多本，宣传折

页1000多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知识笔记本、笔1000多件，有效
扩大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覆
盖面，进一步增强企业员工的防
范意识，让大家更积极地参与到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来。

日前，保税区还对《珠海保
税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线索举
报奖励办法(试行)》进行修订，线
索举报奖励由原来的最高20万
元上调至50万元。此外，珠海
保税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办公室设立了专门的举报
方式，市民可拨打 8817298（法
定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
14：30-17：30）或发送电子邮箱：
664633220@qq.com，发送邮递
信件至“珠海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或通过微信公众号“保税廉政”进
行举报。

珠海保税区开展“扫黑除恶”宣传进企业活动

以案释法增强员工防范意识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戒毒工
作是禁毒战争的重要战线，在这条战线
上，没有冲锋陷阵的刺激，只有孜孜不
倦、导人向善的坚持。金海岸派出所社
区民警黄伟雄便是这条战线上的一
员。他七年如一日，像码头的渡船一
样，将一个又一个沉沦在毒品世界的
人，渡向新生的彼岸。

在同事眼中，黄伟雄是一位把使
命放在第一位的好警察。26年的从警
生涯，7年的社区禁毒工作，他已经把
禁毒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刚接触
禁毒工作时，黄伟雄曾当场抓获了一
个戒断多年的复吸者。该复吸者对黄

伟雄痛哭流涕，表示自己找不到好工
作，周围的人对他比较排斥，家人对他
缺乏信心，这些都令他十分痛苦，最终
又开始复吸。这件事给了黄伟雄很大
的冲击，让他感受到了戒毒不易，也明
白了禁毒工作的难处。黄伟雄开始特
别关注辖区吸毒人员的心理疏导和禁
毒宣传教育工作。

“用真心与戒毒人员交流，他们才
会愿意跟你接触，继而成为朋友。”在
黄伟雄看来，在严厉打击涉毒违法犯
罪活动，督促吸毒人员戒毒的同时，也
要注重对吸毒人员的管控和关怀，因
为面对亲人的不理解、社会的不接纳，
吸毒人员很容易自暴自弃而复吸。为
此，黄伟雄总是主动对辖区戒毒人员
进行心理疏导，在他的帮助下，越来越
多的戒毒人员树立了重获新生的信
心，渴望回归正常生活。他们开始积
极配合黄伟雄的管教，认真戒毒。

禁毒民警真诚帮教

戒毒人员重获新生

（上接 01 版）在建设多极世界的过
程中，我们的朋友圈会越来越大。

哈莉玛表示，祝贺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中方倡议举办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适逢其时，有助
于各方探索如何更好让世界人民受
益。新中关系正向好发展，两国间
重点合作项目已成为国家间互利合

作的典范。新方从一开始就坚定支
持“一带一路”倡议，愿同中方深化
经贸、人文领域交流合作，造福两国
人民，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
边贸易体制，这对各国特别是广大
中小国家尤为重要。

丁薛祥、杨洁篪、黄坤明、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来自一线的蹲点报告

阳春陂面镇南河小学的学生在上课。 本报记者 李建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