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乔伊蕾
通讯员 郑亚邦） 元旦春节临近，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通知精
神，省纪委今天印发《关于严明元
旦春节期间党风廉政纪律要求的
通知》，重申并提出节日期间的党
风廉政纪律要求。

“12条严禁”
狠刹节日“歪风”

《通知》指出，各级党政机关、
人民团体、 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
融机构， 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烟
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土特产
等年货节礼（慰问困难群众职工
不在此限）； 严禁用公款购买、发
放、赠送各种购物券（卡）；严禁出
入私人会所吃喝玩乐、 接受和持
有私人会所会员卡； 严禁用公款
搞互相走访、送礼、宴请，或者以
汇报会的形式搞联谊等； 严禁以
各种名义借节日之机突击花钱和
违反规定发放奖金、津贴、补贴、
实物； 严禁违反规定收受各类礼
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
商业预付卡； 严禁借各种名义组
织和参与用公款支付的旅游、度
假和高消费健身、娱乐等活动，或
者将走亲访友、 外出旅游等非公

务活动纳入公务接待范围； 严禁
违反规定使用公车或者将公车外
借他人使用； 严禁违反规定组织
达标评比、 检查考核和节日庆典
活动； 严禁违反规定操办婚丧喜
庆事宜；严禁参与赌博活动；严禁
党政机关在春节后上班第一天燃
放烟花爆竹等扰民行为。

主要领导干部
要以身作则

《通知》指出，各级各部门党
委（党组）要把严格执行元旦春节
期间纪律规定作为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和省委

“九项规定”、反对“四风”一系列
具体要求结合起来，立即组织传达
学习，作出安排部署，做到领导机
关带头、各级领导带头、党员干部
带头，勤俭节约、移风易俗，以优良
党风政风带动民风社风。各级党员
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
以身作则， 严格遵守纪律规定，管
好班子和干部职工队伍，管好亲属
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防止变换名
目、手法，打折扣、作选择，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用刚性约束保证各
项纪律规定执行。 （下转13版①）

省纪委严明
“两节”党风廉政纪律要求

●严禁公款购买赠送年货节礼
●严禁出入私人会所吃喝玩乐
●严禁违反规定使用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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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坚持用经
营城市建设用地的理念
来经营农村土地， 引导
农村土地向生产大户、
农业企业、 专业合作组
织等流转。截至目前，全
市流转农村土地303.3
万亩， 占全市农地总面
积的13.24%。

●永州市不断完善
奖励政策措施， 培育和
做大做强土地流转大
户， 推动全市农村土地
集中、规模流转。全市涌

现各类农业专业大户
4556户、 家庭农场832
个，298家工商企业参
与土地流转。

●永州市正在进行
顶层设计， 建立全市统
一、规范的流转平台，成
立市、县、乡镇三级农村
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永州市通过加快
土地流转， 带来大量的
资本投入和高科技推
广， 全市农业产业发展
进程明显加快。

永州创新理念
推动农村土地流转

欧阳金雨

中央纪委、中央教育实践活
动领导小组近日发出通知，严肃
整治 “会所中的歪风”。 通知要
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
督执纪， 盯住党员领导干部，严
肃查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玩乐
等违规违纪行为， 严格责任追
究， 及时通报曝光， 形成威慑。
（12月24日《人民日报》）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大
量违法违纪逐渐转入地下，会所
歪风呈现抬头之势。中纪委整治
“会所中的歪风”，彰显着有贪必

肃、 有腐必反的决心和勇毅，表
明了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

“私人会所”不能成为贪腐
的“隐蔽地”。一些党员领导干部
之所以对“私人会所”趋之若鹜，
在那里吃喝玩乐，甚至搞权钱交
易、权色交易，无非是相中它的
隐蔽性、私密性；也说明，在党纪
国法面前， 贪腐之徒终究胆怯，
生怕事端暴露。

在腐败问题上，没有大小之
分， 所有的腐败问题都是大问
题。整治“会所中的歪风”，标志
着反腐败正在向深入发展，正在
向“深水区”迈进。

会所，不是贪腐“隐蔽地”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刘勇）
近期，我省烟花爆竹、住房建设领
域连续发生3起较大安全生产事
故，共造成13人遇难。今天，省安
委办在长沙警示约谈了发生事故
的常德市人民政府、 安乡县人民
政府、 澧县人民政府以及新化县
人民政府。

这3起事故分别是：12月21日
下午4时，新化县琅塘镇娄益友谊
街一私人规模建房建筑工地发生
塔吊折塌事故， 造成3人遇难；12
月27日下午2时20分左右， 常德
市安乡县下渔口镇竹林村竹林
鞭炮厂发生爆炸事故， 造成4人
遇难；12月28日上午7时25分，常
德市澧县杨家坊乡燕涔村一废
弃平房内发生烟火药爆炸， 共造
成6人遇难。

警示约谈会上， 常德市副市

长胡丘陵、安乡县县长张阳、澧县
代县长李育智、 新化县县长邓光
吕分别代表各自单位向省安委办
汇报了事故情况并作检讨， 同时
就如何吸取事故教训、 进一步抓
好安全生产作了表态发言。

省政府副秘书长、 省安监局
局长邓立佳在会上要求， 各地务
必清醒认识到安全与发展的关
系，发展必须以安全为前提，没有
安全就绝不能生产； 要始终坚持
高标准、严要求抓安全生产，时时
刻刻都不能放松， 在即将到来的
“两会两节”期间，各地尤其要加
强监管，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要坚持深入开展“打非治违”，一
些地方对非法生产现象视而不
见， 甚至包庇保护以求所谓经济
发展，监管部门堪称严重失职，应
该对此严厉惩处。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12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成
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听取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013年工作汇
报，研究部署2014年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审议通过《党政领导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修订稿）》。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任组长。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
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
落实， 主要职责是研究确定经济体
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
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
面改革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
方案； 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统
筹协调处理全局性、长远性、跨地区
跨部门的重大改革问题；指导、推动、
督促中央有关重大改革政策措施的
组织落实。

会议指出，2013年， 党中央坚持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整体设计、 系统规
划、跟进监督，中央政治局以身作则，
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中央
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
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
职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 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
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扭住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不放，
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抓，让人民群众看
到了变化和希望； 坚持“老虎”、“苍
蝇”一起打，毫不手软惩治腐败，形成
震慑； 狠抓纪检监察队伍自身建设，
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很好完成了
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

会议强调，当前，腐败现象多发，
滋生腐败的土壤存在，反腐败斗争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全党要更加清醒地
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
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对任
务的部署上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会议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全
党动手，全面落实各级党组织的主体
责任。党的组织、宣传、政法等部门，
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党组
要齐抓共管，形成合力。要实行严格
的责任追究，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不力的， 抓出典型严肃处理，以
警示党员干部；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正“四风”，一年
接着一年干，坚定信心，一抓到底，防
止反弹。要巩固第一批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成果，善始善终抓好第二批
教育实践活动。 要狠抓纪律建设，严
肃政治纪律， 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
证中央政令畅通； 严格执行组织纪
律、财经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

敢于板起脸来开展批评，确保纪律刚
性约束，坚决克服组织涣散、纪律松
弛问题。 要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保持高压态势、形成震慑。要坚持抓
早抓小，对领导干部身上暴露出的问
题早发现、早提醒，加强警示教育。要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增强宗旨意识，
使领导干部不想腐；加强体制机制创
新和制度建设，强化监督管理，严肃
纪律，使领导干部不能腐；坚持有腐
必惩、有贪必肃，使领导干部不敢腐。

会议强调，各级纪检机关要忠实
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把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中心任务，
强化党内监督，严格执纪问责，使工
作任务更加突出。要按照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要求， 改革纪检监察体制，
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
障， 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制， 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
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要
创新巡视方式方法， 实现巡视全覆
盖。各级党组织要加强领导，更加主
动地支持纪委工作。 广大纪检监察
干部要严格遵守党纪党规， 刚正不
阿，铁面执纪。

会议同意明年1月召开第十八
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
会议。

会议指出，着力选拔党和人民需
要的好干部，最根本的要靠科学有效

的选人用人机制。2002年《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颁布实施以
来，在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建立
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防止
和纠正用人上不正之风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随着形势任务和干部队
伍状况变化，有必要进行修改完善。

会议认为，这次修订的干部任用
条例贯彻了中央对干部工作的新精
神新要求，吸收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新经验新成果，坚持从严治党、从严
管理干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
好干部标准， 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
合，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强调进一步
发挥党组织的领导和把关作用，坚持
和完善民主推荐， 改进干部考察，规
范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从严把握破
格提拔，完善干部交流回避，严明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纪律。这对加强领导
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用
干部任用条例统一思想认识、规范干
部工作， 严格按照干部任用条例规
定的原则、标准、程序、方法选人用
人，坚持正确用人导向。要加强监督
检查， 坚决整治和严厉查处选人用
人上的不正之风。 要健全完善配套
制度， 努力形成系统完备、 科学规
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
制度体系。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审议通过《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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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发生3起较大安全生产事故

省安委办警示约谈4市县

12月30日，石华（湖北石首至湖南
华容）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从华容开车
至石首仅需15分钟；在洞庭湖区，与石
华高速相连的岳常高速也同时通车。
这标志着我省再添出省大通道。

本报记者 徐典波 摄

12月30日，溆（浦）怀（化）高速通
车。溆怀高速全长91.78公里，投资81.9
亿元，是溆浦县的第一条高速公路。

金中平 周晓鹏 摄影报道

12月30日,炎（陵）汝（城）高速正式通车。炎汝高速起于炎陵县三河镇衡炎高速炎帝陵连接线，路线走向整体呈北向
南，经龙渣以隧道至桂东，在汝城县到达湘粤边界，接广东境内高速公路，全长151公里。它的建成，使桂东县告别没有高
速公路的历史，极大地改善革命老区桂东、汝城两县的交通条件，进一步打通了郴州与外界的联系通道。

邓仁湘 郭慧稳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邓晶琎 孙振华
通讯员 项顺泉 李鑫

到2016年， 从长沙南站下高铁
后，坐上磁悬浮列车去长沙黄花国际
机场，再直飞德国法兰克福，将不再
是梦想！

12月30日，省机场管理集团总经
理刘志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我
省正着力发展航空“四线”（即，黄花
机场第二跑道、支线航班、机场与城
区间快速干线和欧美直达航线），建
设以长沙黄花机场为航空枢纽、省内

各支线机场为辅助的新一代民用运
输机场体系。

“加快发展‘四线’，加速建成长沙
机场区域性国际航空枢纽，对我省扩大
对外开放，改善投资环境，拉动相关产
业，承接产业转移，提升城市形象，推动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意义重大。”

黄花机场开建第二条跑道
可满足2020年3100万人次

旅客、32万吨货物吞吐量需求

12月8日上午， 位于长沙黄花机

场跑道东侧的380米处， 一台台挖机
正轰鸣作业。

当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第二跑
道开工建设。

目前， 黄花机场为单跑道运营，
跑道长3200米， 可容纳波音777和空
客330等大型飞机起降， 能满足1800
万至2000万人次的年吞吐量上限。
2012年， 黄花机场旅客吞吐量直逼
1500万人次，居中部6省之首、全国机
场第12位、全球机场第98位。

“随着湖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单
跑道将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旅客与

货物吞吐量需求。”省机场管理集团
总经理刘志仁介绍， 黄花机场2013
年旅客吞吐量有望达1600万人次；
预计到2015年达2000万人次， 货邮
吞吐量达20万吨， 不到两年就将达
到单跑道的满负荷容量。 届时黄花
机场将面临巨大的安全、运行、服务
保障压力， 航空业务量增长也会受
到限制。 加快第二跑道建设刻不容
缓。

根据规划，第二跑道建设总投资
41.05亿元，规划为目前国内飞机跑道
中的最高等级F类。 项目在现有跑道
东侧380米处，新建一条长3800米、宽
60米的跑道。

2016年第二跑道建成后，可起降
“空中巨无霸”空客A380。两条跑道同
时运营，可满足2020年3100万人次旅
客、32万吨货物吞吐量的需求。届时，
我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进一步完
善，我省在中部乃至全国的交通地位
和区位优势更加凸显。

（下转13版②）

明年，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至长沙南站将开建磁悬浮线；从长沙将可直飞
法兰克福；长沙至张家界、常德、永州、怀化等省内支线机场航线将逐步成网；
2016年，黄花机场将迎来“双跑道”时代———

湖南航空经济，加速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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