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接党代会 迈向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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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阳

一个拥有 770人的科级事业单
位———耒阳市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
公室 （简称 “矿征办”），110人涉嫌贪
污，其中55人被立案调查，从主任到下
属收费站站长纷纷落网， 涉案金额高
达500余万。 （10月11日《湖南日报》）

据了解， 耒阳市矿征办每年征收
的税费逾4亿元，占全市财政总收入的
四分之一， 被称为耒阳市 “第二财政
局”。让人不解的是，如此重要、如此庞
大的科级事业单位， 涉嫌贪污的人员
竟占总人数的七分之一， 这不能不说
是一只现实版的“腐败麻雀”。 解剖这
只五脏俱全的“腐败麻雀”，对于加强
反腐倡廉工作一定会有某些启示。

大凡贪腐案件首先是用人上的
腐败。 由于这些单位“太肥”，想挤进
来的各色人种犹如“过江之鲫”。 耒阳
矿征办的问题首先就出现在用人关
上。 正是因为人员的录用、选拔程序
流于形式 ， 才可能让矿征办党组书
记、主任罗煦龙通过为单位下属职工
办理转正、提拔任用和调动工作的方

式，大肆贪腐敛财。
贪污腐败肯定是以财务监管缺

失为前提。 据法院查明，4年时间内，
耒阳矿征办采取截留奖金 、 伪造名
册、虚报超收数额及降低任务指标等
行为套取资金，私分给领导班子和部
分中层干部。 当腐败的盖子揭开后，
相关部门对矿征办财务管理中存在
的严重漏洞也就暴露无遗。

贪腐案件的背后必定是与监管
不力有关。 耒阳矿征办自主任以下多
达110人涉案 ，比例之高 ，让人震惊 。
如果纪检监察部门能在日常工作加
大对该单位人员，尤其是对相关负责
人的监督管理，这件贪腐案件绝不会
让如此众多人员涉案。 在反腐力度不
断加大的背景下，一个小小的科级单
位贪腐人员如此高的比例，足以说明
了日常监管的缺失，足以说明某些监
管举措实际上已沦为一纸空文。

解剖耒阳矿征办这只 “腐败麻
雀”，人们看到的是表面严格严谨，实
则漏洞百出的诸多环节的监管之失。
这些监管之失绝非仅存在于耒阳市
矿征办。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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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刘也） 省委开展的 “迎接党
代会， 迈向新征程 ” 问政于民问需
于民问计于民活动得到了全省经信
系统干部职工的积极参与 。 截至今
天，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共提交
调研报告、 献策征文稿件192篇， 为

推动湖南工业和信息
化又好又快发展出谋
划策。

从今年3月份开始，
省经信委就围绕 “勇
当 ‘四化’ 主力军， 争

做 ‘两型 ’ 排头兵 ” 这一主题开展
调研献策活动， 号召全系统广大干
部职工积极向省第十次党代会建言
献策 。 省委 “三问 ” 活动启动后 ，
省经信委又主动对接 ， 结合调研献
策活动继续组织机关以及基层 、 园
区和企业干部职工献计献策 。 截至

目前， 省经信委共收到调研报告130
篇、 献策征文稿件62篇 ， 共计70多
万字， 就贯彻实施 “四化两型 ” 战
略、 加快全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提
出对策建议800多条， 涵盖工业转型
升级、 产业结构调整 、 推进两化融
合、 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 扩大开放
合作以及能源 、 人才 、 用工 、 融资
等多个方面。

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提交 的
《关于加快构建多点支撑的产业发展
新格局的建议 》 认为 ， 从目前的发
展趋势、 发展需求来看 ， 湖南应在

继续做大做强机械装备制造业 、 努
力打造第一个万亿产业的同时 ， 想
方设法再做大做强一批产业 ， 尽快
形成多点支撑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
加速构建多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建议》 表示， 可以发挥我省农产品
资源优势 ， 加快发展粮食加工 、 肉
类加工、 水产品加工、 精制茶加工、
植物油加工等子产业 ； 通过加强技
术研发提高精深加工水平、 加快循
环技术应用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推动有色金属产业成为我省的特色
支柱产业。

黄建中涉嫌严重
违纪被立案调查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 黄纯芳）
记者今天从省纪委获悉， 近日， 省纪
委对涉嫌严重违纪的湖南对外经济贸
易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黄建中进行立
案调查。

黄建中，男，1961年8月出生，湖南
汨罗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 1998年2
月至2000年5月任省外经贸委办公室
副主任，2000年5月至2004年1月任深
圳市凯利实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总
经理 ，2004年1月至2006年5月任省粮
油食品进出口 （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党委副书记 ，2006年 5月至
2006年8月任湖南对外经济贸易职业
学院党委副书记，2006年8月起任湖南
对外经济贸易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 � � �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张雄）10月11日，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肖雅瑜率省人大教科文卫委、省
科技厅等单位负责人到永州市，开展科
技进步法执法检查整改督查调研。

在督查调研会上，永州市政府领导
及10多个相关部门负责人汇报了整改
情况。 去年5月，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曾到永州，对该市贯彻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湖南省科技条
例》情况进行了执法检查，充分肯定了
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
意见和建议。 一年多来，通过当地政府
及各部门的积极整改，永州科技投入不
断加大，企业科技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不断增强，有力地促进了永州经济社会
发展。 督查调研组人员对永州各部门一
年来的整改情况表示满意。

肖雅瑜指出， 贯彻落实科技法律
法规，促进科技进步，有利于实现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有利于建设创新
湖南。 各级各部门要继续加强科技法
律法规宣传，加强科技人才引进、培养
和使用，推进产学研结合，使科技成果
更好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更好地为
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督查调研组还组织召开了对 《湖
南省科技条例》修改征求意见座谈会，
听取了市科技局等11个市直单位的意
见，收集修改建议30余条 。

� � �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 李伟
锋）10日至12日， 国家安监总局副
局长孙华山率国务院安委办督查
组在我省督查安全生产 。 今天下
午，督查组听取了省政府汇报。 副
省长刘力伟出席。

督查组一行先后深入长沙市
的地铁工地、危险化学品生产车间
和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检查督查重
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打
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企

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情况。 今
年以来， 我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
持稳定好转。 1月至9月，全省安全生
产事故死亡人数和较大事故起数同
比分别下降12.2%和17.2%；煤矿、非
煤矿山、道路交通、铁路交通、烟花
爆竹等主要高危行业领域事故同
比下降。 督查组对我省安全生产领
域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刘力伟表示， 我省高危行业集
中，资源型产业比重大，安全监管任

务繁重， 目前的安全生产形势来之
不易。 为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的
持续稳定好转， 我省将进一步牢固
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安全发展
的理念， 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工
作的重大决策部署， 切实强化组织
领导和责任落实， 继续大力推进重
点行业领域、 重大安全隐患专项整
治，对安全生产领域的非法、违法行
为继续保持高压态势， 扎实推进安
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进一步夯实安
全生产基础。 采取更加有力、更加有
效的措施， 切实加强和改进安全生
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据悉，督查组一行还将赴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开展督查。

� � �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岳阳市出了个儿歌作家谭哲。 今天举
行的岳阳市作家协会成立30年庆典 ，
对她给予了特别表彰 。 省政协副主
席 、 省文联主席谭仲池为 “而立之
年” 的岳阳市作协发来贺词： 巴陵胜
景映洞庭， 锦绣文章状名楼。

成立于 1981年的岳阳市作家协
会，具有代代相传的“人和”传统。 其领
军人物罗石贤、张步真 、李自由 、甘征
文、陈亚先等将发现 、扶植 、培养新人
当作己任，相亲相帮。 作协采取“送出
去、引进来”的办法培养人才 ，选送了
20多名青年作家参加毛泽东文学院培
训； 每年组织部分作家参加省作协举
办的各类笔会， 推荐作家参加全国青
年作家创作会；邀请著名作家王蒙、高
洪波、王必胜、韩少功 、李元洛等来该
市讲学。 同时推介精品力作，扩大作家
影响力。 先后召开了刘格、罗石贤、蔡
世平等作家的作品研讨会。 30年来，文
坛“岳家军”已成为一支拥有28名中国

作协会员 、16名一级作家 、234名省作
协会员 、434名市作协会员的文学劲
旅。 共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
文、诗歌、报告文学等文集600余部；在
各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 、诗歌 、散文
等作品8000余件。 崭露头角的青年作
者谭哲， 去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儿
歌集；今年，她的作品《露珠儿》又得到
了中宣部等5部委的嘉奖。

� � � � 本报10月12日
讯（记者 乔伊蕾 通
讯员 曾倩） 今天上
午，1100多名少先队
员汇聚岳麓山下，摇
晃着小红旗，欢快地
唱起少先队 队 歌 。
“红领巾心向党 ，新
老队员话成长”———
湖南省纪念少先队
建队62周年举行主
题队会活动。老同志
沈瑞庭出席。

此次活动由团
省委 、 省少工委主
办 ， 旨在通过开展
党 、团 、队组织意识
教育，培养全省广大
少先队员对党和社
会主义的朴素情感。
活动以伟大的先锋
队、英雄的突击队、光荣的预备队
为主要内容，运用艺术、时尚、情
感元素，采取队员们喜爱的形式，
集中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据介绍 ，目前 ，全省122个县
市区都成立了少工委 。 我省现
有少先队 员 740余 万 人 ， 少 先
队大队16189个，少先队辅导员20

余万人 ， 城市少先队建队率达
100%，农村达98%以上，辅导员配
备率达100%，少年儿童入队率达
98%。

构建多点支撑产业发展新格局
省经信委提出对策建议800多条

� � � �本报10月12日讯（记者 李宁）
今天，我省召开贯彻落实中央关于
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决策部
署情况汇报会。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
长鲍绍坤率国家民委、国务院法制
办、全国政协民宗委等部门领导参
加会议。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
长李微微主持会议。

李微微说 ，长期以来 ，我省各
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指
示精神 ，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 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我省在援藏援疆工作中，统一思想
认识、健全工作机制 、编制援建规
划。 截至2010年，我省累计援助西

藏山南地区资金6亿余元， 援建项
目283个；16年来，共选派6批249名
干部 、100余名教师和专业技术人
才到西藏山南地区开展对口援建
工作。 截至今年8月，我省下达今年
援疆投资计划4亿余元，启动7个大
类的52个项目建设 ；去年 ，选派第
六批援疆干部和人才共计105人 ，
组织新疆295名党政领导干部到我
省学习培训和挂职锻炼。

省长助理袁建尧代表省委、省
政府汇报了我省促进民族地区经
济发展，全面推动民族地区社会进
步，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切实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举

措和成绩。
鲍绍坤说，我省落实中央决策

部署态度坚决，在援藏援疆工作方
面作出了扎实有效的成绩，通过制
定各种优惠政策促进了地区民族
经济社会发展，正确处理涉及少数
民族的矛盾纠纷，将问题解决在基
层， 维护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希望湖南进一步提高做好民族团
结和社会稳定的思想认识，进一步
加大扶持民族地区工作力度，进一
步做好对赴内地务工经商少数民
族群众的服务工作。

省纪委、省委统战部、省委政法委
等12个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汇报会。

国务院安委办来湘督查
充分肯定我省安全生产领域取得的成绩

� � � �肖雅瑜在永州督查
调研时要求

加强科技法律宣传
促进科技进步

纪念少先队建队62周年
我省举行主题队会活动

� � � � 10月12日，湖南大学子弟小学举办“红领巾心向党，新老队员话成长”活动，庆祝
中国少先队建队62周年。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 � � �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周加良 杨非非） 全省监狱系
统创办了10所省级优秀特殊学校，1.87
万名服刑人员获得职业技术等级证 ，
未成年犯全部纳入9年制义务教育序
列。 10月9日至12日召开的全省服刑人
员改造积极分子第九次代表大会 ，展
示了近4年来全省监狱教育改造成果。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勇、 省政协副
主席王晓琴出席今天下午的会议。

据介绍，2007年以来，全省监狱系
统突出教育改造主体地位， 积极开展
改造质量评估、 课堂化教学、 个别教
育、心理矫治、亲情帮教、攻坚转化、监
区文化建设， 特别是在开展课堂化的
思想、文化 、技术教育的同时 ，突出抓
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红色文化
教育、科普知识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 ，
鼓励罪犯参加各类学历教育。 省未成
年犯管教所专门成立了负责未成年犯
义务教育的华新学校，以“勤学、知法、
明礼、慎行”为校训，在课程设置、教师
管理、 考试考核等方面与地方学校接

轨。 4年多来，已有两届学员共167人初
中毕业，毕业合格率100%。 同时，在全
国率先创办了以罪犯出监前职业技能
培训为主要职能的特色监狱———湖南
省星城监狱，共开设钳工、焊工、汽修、
烹饪、电脑等14种专业技能培训班，累
计培训2.58万人。经星城监狱培训的刑
释人员绝大多数实现就业或自主就
业 ，重新犯罪率仅1.67%，远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

谢勇在会上讲话强调，监狱要根据服
刑人员生活环境相对封闭、单一，情绪易
暴躁、偏激、焦虑，渴望与社会交流的心理
等实际情况，建立完整、健全、务实、形式
多样的长效帮教机制，形成全社会参与教
育转化工作的良好氛围。同时也希望广大
服刑人员弃旧图新，积极改造，力争早日
成为和谐社会的有用之才。

大会期间，还在省女子监狱、省长
沙监狱和省未管所，先后举行了女犯、
职务犯和未成年犯成果报告会。 省关
工委主任沈瑞庭、 副主任高锦屏出席
了未成年犯成果报告会。

1.87万服刑人员获职业技术等级证
未成年犯全部纳入义务教育序列

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文坛“岳家军”出书600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