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部参会的

527 名衡阳市人大代表中

518 名收受钱物共计1亿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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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 18日
电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18日对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
童名谦玩忽职守案作出一审宣
判，对童名谦以玩忽职守罪判
处有期徒刑五年。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童名谦在
担任中共湖南省衡阳市委书
记、衡阳市换届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衡阳市十四届人大一次
会议临时党组书记、大会主席
团常务主席期间，未正确履行
衡阳市严肃换届纪律第一责任
人的职责，在衡阳市十四届人
大一次会议选举湖南省十二届
人大代表之前、之中，对于省人
大代表选举中存在贿选的情况
反映，未严格依照选举法和中
共湖南省委、中共湖南省衡阳
市委有关严肃换届纪律工作的
规定进行调查、处理；在衡阳市
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省人
大代表之后，对于省人大代表
选举中存在贿选问题的举报，
未依照中共湖南省委、中共湖
南省衡阳市委有关严肃换届纪
律工作的规定进行立案、调查、
处理。童名谦严重不负责任，
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省人大
代表选举贿选大面积蔓延，给
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特别重
大的损失，在社会上造成了极
其恶劣的影响。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童名谦犯
玩忽职守罪，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童
名谦玩忽职守，情节特别严重，
应依法从重惩处；童名谦主动
投案自首，认罪、悔罪态度较
好，量刑时酌予考虑。北京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遂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一审宣判，66案69人被判有期徒刑等刑罚

466名违法人员已处理到位
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记者邬

焕庆、陈文广、丁文杰）记者从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获
悉，8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和湖南省12家相关法院已分别依法对
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全部被告人作出
了一审宣判。相关法院综合考虑各案
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以及被告人悔罪
表现等因素，对包括湖南省政协原副主
席童名谦在内的69人依法分别判处有
期徒刑、拘役或剥夺政治权利等刑罚。

8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在公开开庭审理后，依法对湖南省政
协原副主席童名谦玩忽职守案作出一审
宣判，对童名谦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
徒刑五年。

除童名谦案，衡阳破坏选举案其余65
案、68人由湖南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提
起公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定
由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12家法院负责
该系列案件一审工作，所有案件均经公开
开庭审理后分别作出了一审宣判。

8月18日，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胡国初玩

忽职守、受贿案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认定
被告人胡国初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
刑四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两
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湖
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8 日分别
对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廖解
生、左慧玲进行了一审宣判。法院认
定被告人廖解生犯玩忽职守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受贿罪，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两罪并罚，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五年。法院认定被告人

左慧玲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六个月；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六个月；两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据介绍，在审理过程中，各审理法院
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对案件事实和证据严
格把关，逐案召开庭前会议，依法保障被
告人的诉讼权利。当地人大常委会工作
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群
众旁听了庭审。

另据记者从湖南省纪委获悉，经湖
南省纪委常委会会议审议并报湖南省委

批准，湖南
省纪委日前决
定对衡阳破坏选举
案第二批涉案人员57人
给予纪律处分。经调查认定，
衡阳破坏选举案涉嫌违反党纪政纪
被立案调查的有466人，第一批409人
在今年6月已被给予纪律处分，加上本
次处理的57人，违纪人员已经处理到
位。此外，对在调查过程中新发现的其
他关联人员涉嫌违纪的，已由湖南省纪
委指导衡阳市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处理。

“人民代表”神圣称号不容玷污
——掀开湖南衡阳贿选黑幕

2012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3年1月3日，湖南省衡
阳市召开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差额
选举湖南省第十二届人大
代表的过程中，发生了以贿
赂手段破坏选举的严重违
纪违法案件，一届市人大代
表几乎全军覆没。

案情极其严重，影响极
其恶劣，教训极其惨痛。

这起“人大制度建立以
来发生的最严重的”破坏选
举案发出了强烈警示：必须
站在政治的高度、全局的高
度，深刻认识此案的严重
性、危害性，深刻反思此案
发生的原因，铲除滋生腐败
的土壤，坚定不移地维护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维护社会
主义民主与法制。

2013年4月初，被一些
力量试图捂住的衡阳破坏
选举案的盖子，终于在中央
直接干预和湖南省委大力
推进下，被彻底掀开，笼罩
在衡阳上空的一张黑幕终
于被阳光驱除。

发生在 2012 年 12 月
28日至2013年1月3日间
的这起案件，其以贿赂手段
破坏选举犯罪情况之恶劣、
涉案人员之多、涉案金额之
大，令人震惊——

包括时任衡阳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纪
委书记、组织部长在内的衡
阳一大批党员干部在案件
中严重失职、渎职、违纪，人
数近500人……

破坏选举黑潮下，庄严
肃穆的选举殿堂被亵渎，

“人民代表”的神圣称号被
玷污。

“选举制度是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基础。人大代
表是按照宪法和选举法规
定，经过民主选举方式产
生，代表人民参与行使国家
权力，具有广泛性、代表性
和先进性的特点。人大代
表这一神圣称号不容亵渎，
更不能用金钱来换取。”中
央党校教授辛鸣指出，“衡
阳发生的破坏选举案，就是
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公然挑战。”

衡阳到底怎么了？在
这块土地上，为何会发生如
此严重的公然挑战我国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惊天大
案？

当衡阳破坏选举案发生时，当时的
衡阳党委、纪委都在干什么呢？

谈起一年多前的场景，在衡阳百姓
的嘴里，在衡阳一些党员干部的口中，对
记者描述这个问题时有不同的“版本”。
但无论细节有何不同，他们都一致用了
一个词：玩忽职守。

时间回到 2012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3年1月3日，在这混乱却关键的7天
里，面对逐渐升级的贿选，当时的衡阳市
委书记、市人大换届领导小组组长童名
谦以及衡阳市委采取的办法是：不听、不
管、不查。

在选举开始阶段，贿选开始冒头，有
干部建议童名谦立即采取措施，实行三
个一：罢免一个代表、抓一个人、开一个
会，整肃选举秩序。对此，童名谦和市委
没有回应。

在选举期间，贿选全线升级，有些
作为省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官员承受不
了巨额贿选金额压力，向市委组织部
和有关部门反映贿选问题，有的甚至
提出退选。但情况反映到童名谦这
里，市委还是没有行动，直至后来东窗
事发。

那么，当时的衡阳市纪委又采取了
什么措施了呢？

对于当时的情况，时任衡阳市纪委
书记的肖斌及纪委主要领导其实很清
楚，但就是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当时的
纪委本身就腰杆不硬、队伍不纯，它怎么
可能去查去管？上一任纪委书记任内，
就有8名领导干部子女不用考试直接

‘调’进纪委。与当地官员的关系盘根错
节，纪委只能选择装聋作哑。”一名当地
干部一针见血地指出。

因为在案中违纪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的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一位副秘
书长说：“如果当时党委、纪委及时出
面查处，不可能酿成这么大的历史事
件，就可以避免很多干部犯错误。但是
当时整个衡阳像处于真空状态一样，没
人管。”

在人大工作了30多年的湖南省人
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傅学俭指出，衡阳
破坏选举案可反思和警示的地方很多，
但最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是地方党组
织、党员干部在这个问题上的麻木不仁
和随波逐流，“党委、纪委没有尽到基本
的责任”。

现任衡阳市委领导班子在反思破坏
选举案时认为，案件的发生根本问题出
在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党性观念缺
乏。

选举之伤

衡阳自古湘江蜿蜒，衡山倚翠。然
而，这个湘南重镇，一度政风靡乱，官风
败坏。

酷暑骄阳下，在衡阳街头，不少干部
群众谈到破坏选举案时仍然心带寒意：

“破坏选举案就是一个大脓包，它是这么
多年衡阳政治生态恶化、干部作风腐化
的集中爆发。”“衡阳的干部作风再不抓，
吏治再不清明起来，不出破坏选举案，也
会出别的大问题。”

“在衡阳，只要你傍上了大官，事就
好办；只要你肯花钱，为你办事的官就好
找。”一位当地的企业家如此总结衡阳官
场曾经的“病态”，“以前在衡阳投资办企
业、开矿山，如果不跟当地的大小官员搞
好关系，吃拿卡要的麻烦就会不断。”

现任衡阳市委领导班子在反思破坏
选举案时认为，衡阳当地官风不正、正气
不彰、邪气上扬，拜金主义盛行，这些情
况到了很危险的程度。

据调查，近些年来，衡阳官员中打牌
赌博、买官卖官、跑官要官、参股企业、
建私房、打架等情况十分突出。有的区
县政府与开发商合作建设小产权房，牟
取不正当利益，而一些群众被拆迁了若
干年还没有安置好；有的地方修路等基
础建设工程连基本的招拍挂程序都没
有；有的地方低保金不是全部用于最需
要救助的困难群体，而是常常被基层干
部的亲属、关系户瓜分；在不少政府机
关，“吃空饷”情况十分严重；一些党员
干部，违反规定参股企业，与某些老板
过从甚密……

干部作风的腐败、政治生态的恶化，
成为衡阳经济发展的严重破坏性因素。
十几年来，衡阳在湖南经济版图中的地
位一再下滑，从稳居前3强逐步沦落。一
些原本有意愿到衡阳投资的外地客商，
惧于当地名声在外的官场腐败和不良政
务环境，而把企业改到了长沙、湘潭等

地。
经济社会问题的一再累积，反过来

又使得衡阳本已不堪的政治风气更加浑
浊。

衡阳市人大机关是此次破坏选举案
“重灾区”。在查处风暴中，衡阳市人大
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几乎被“一锅端”，
成为衡阳市人大机关自组建以来的最大
政治耻辱。

“这个重大耻辱，集中反映了政风之
乱不仅给衡阳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危
害，更给政治生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和
破坏。”一位老干部对记者痛心疾首地
说。

说起衡阳市人大机关的问题，胡国初
这个名字是避不开的。这个已经被判刑
的衡阳前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任职5年
间，是衡阳各级贿选最为严重的时期。在
这样的不良土壤上，生长出了破坏选举案
这朵“恶之花”，是偶然中的必然。

政风之弊

童名谦

“在衡阳，只要你傍上大官，事就好办；只要你肯花钱，为你
办事的官就好找。”

在那混乱却关键的7天里，面对不断升级的贿选，衡阳市委
书记及市委采取的办法是“不听、不管、不查”。

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

童名谦
主动投案自首
被判5年徒刑

惊天大案

记者在衡阳采访时，不少干部谈道，
衡阳发生性质如此严重的破坏选举案，
有种种因素促成，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严
重的民主意识淡薄以及缺乏基本的法律
敬畏感。

2003年，衡阳贿选人大代表就开始
露头，到2007年至2008年开始蔓延，直
到2012至 2013年演变成大面积、多层
级的贿选行为。一些代表当上县代表时
花了钱，因此给市代表候选人投票时也
要收钱。以此类推，层层加码，逐步形成
了一条“投资回报”的利益链。一位此次
被罢免省人大代表的衡阳市企业家告诉
记者，上次选举前，他就接到10多个索
贿的电话，说：“别人都来了，你怎么还不
来？”

此外，衡阳破坏选举案一个重要环节
是在确定代表结构时“狸猫换太子”，很多
老板摇身一变成了“工人”“农民”“专业技
术人员”等。列入省人大代表候选人的93
人中，竟有44人为各色老板。这些老板大
多以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农民身份成为候
选人。以工人身份当选的15人，没有一人

属于一线工人。以农民身份当选的13人，
除了3人为农村党支部书记外，其余均为
老板。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衡阳当地
一些老板的眼中，花钱当人大代表俨然
是一种回报率很高的“投资”。

傅学俭一语道破天机：通过花重金
当上了代表的这些老板，在融资贷款、申
报项目、纳税上都容易享受到优待，工
商、公安部门要查办这些人也有所忌惮，

“但这些人中很多人连基本的代表法律
常识都不懂，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还有部
选举法。”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
认为，我国的民主发展进程现在处在非
常重要的时期。不管是在制度健全完善
方面，还是在人们的规则意识培养、民主
意识强化方面，都处于一个重要阶段。
衡阳破坏选举案实际上是对我们现有民
主制度的挑战，直接破坏了民主的规则，
是对广大人民民主权利的蔑视和践踏。

“人大代表选举程序应当进一步完
善，要加大对选举过程的监督力度，让选

民和社会公众一同参与监督，避免类似
情况再次发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
院长焦洪昌说，要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加
强法律的规范和约束力，针对贿选出台
具体的禁止性规定。

民主之痛

截至2014年8月18日，北京市和湖南
省检察机关已对衡阳破坏选举案66案、69
人依法提起公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以及湖南省相关12家法院已对全部被告人
依法作出了有期徒刑、拘役或剥夺政治权利
等刑罚。

此外，湖南省纪委分两批给予466人
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处级以上干部近200
人。涉案的500多名省、市人大代表已辞
职或终止代表资格。

75岁的衡阳市民郑石右告诉记者：
“这么大的案子中央敢管敢查，说明了党中
央反腐败的决心。”

不少在案件中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衡
阳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自己
受到了处理，但对中央下决心查处这件事
却同样感到欣慰，“必须对贿选这样的腐败
狠狠踩一脚刹车了！希望通过查处这个案
件能换来衡阳的风清气正。”

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王学杰等多名专家
指出，“贿选这种腐败的影响和恶劣程度要
比很多贪腐案件严重，它挑战了我国的根本
政治制度，严重危害到党的执政安全，必须
下最大的力气、最大的决心根治！”

衡阳新任市委班子痛定思痛，深刻认识
到要防范类似破坏选举案的发生，必须整肃
吏治、匡正党风政风。2013年下半年以来，
衡阳市清理了1349名“吃空饷”的干部，连
续下发4个文件对干部入股、参股企业，打
牌赌博，建私房、开发小产权房，跑官要官、
买官卖官等突出问题进行重点整治，并由市
委负责人亲自抓、亲自查，此外还对民政资
金违规使用、民警执法不作为、路政部门乱
罚款等群众意见集中的问题进行整改。

积极的变化总是会随着政治的清明与
干部作风的改变悄然而来。2013年，衡阳
市的GDP总量已经回升到了湖南省第4的
位置，２０１４年上半年，衡阳市的经济增
速在全省名列前茅。

离开衡阳时，一位晨练的长者告诉记
者：“只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
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按习近
平总书记的要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里，衡阳就会有希望，湖南就会有希望，中
国就会有希望。” （据新华社电）

警世之钟

在衡阳，一段时间选代表变成了官员和老板的“投资游
戏”。列入省人大代表候选人的93人中，竟有44人为各色老板。

湖南省纪委分两批给予466人党

纪政纪处分，其中处级以上干部近

200人。涉案的500多名省、市人大

代表已辞职或终止代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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