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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既是法律的遵循者，也是
权力的行使者，如何确保领导干部真正
做到遵守法律、依法办事？谁来监督？讨
论中，大家认为，必须建立严格的考核
机制和追责机制，发挥好政绩考核这根
“指挥棒”的方向性作用，织密法治的制
度之网、堵塞法治的滴水之漏，抓细法
治的务实之举。

“要健全监督体系、评价体系和问
责体系，倒逼领导干部养成用法的行动
自觉。 ”保靖县县长杨志慧在讨论中提
出，推行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在护法上
出重拳。她建议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
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
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建立
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以严格的
责任追究制倒逼干部正确看待权力、合

法行使权力、无法滥用权力。
如何发挥好政绩考核这根“指挥

棒”作用？ 衡山县县长秦方进提出了具
体的建议。 他认为，要分层级建立考评
方案，拟定考评指标，明确考评内容，设
定考评方法，落实考评奖惩。 比如考评
指标要涵盖工作保障、工作内容、工作
成效、工作创新等大指标。

“不断扎紧制度‘笼子’，在民主决
策、反腐倡廉、内部审计等方面出台一
系列有针对性的制度、规范，打造依法
治企的‘升级版’。 ”谈到下一步打算，湖
南机场管理集团总经理刘志仁表示，依
法治企， 首先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要
把制度执行情况作为选人用人、评优评
先的重要依据，让改革列车始终在法治
“钢轨”上前行。

当好“关键少数”
抓住“关键环节”
发挥“关键作用”

———市厅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省专题研讨班讨论侧记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苏莉 唐婷 贺佳 田甜 杨柳青 王曦

2月27日， 参加市厅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省专题研讨班的学
员们，围绕如何领会“四个全面”深刻内涵、提高法治思维
和依法办事水平、 增强学法守法用法能力等问题进行分
组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气氛活泼热烈。

学员们说，全面推进依法治省，作为法治建设的“责
任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必须勇于担当，在“关键环
节”中发挥“关键作用”。

法治和改革如车之两轮，推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滚滚向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观大局、察大势、谋大事，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
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 如何
领会“四个全面”的丰富内涵、逻辑关系、战略地位和核
心要求，学员们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

“四者的关系就像一台‘推车’：车之两轮是改革和
法治，车上承载的是全面小康，领导干部带领党员群众
推动这台车子爬坡过坎。”芷江侗族自治县县长王海涛形
象地比喻。 大家认为，“四个全面”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
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
略目标，其余三者是战略举措。 只有全面深化改革，发展
才有动力，社会才有活力；只有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
和社会生活才能有序运行，社会大局才能保持和谐稳定；
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才能坚强有力，才能发挥好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四个全面”关键是要落实到科学决策中去。 长沙市雨
花区区长张能峰、邵东县委书记黎仁寅等学员认为，要有党
性观念，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上有政策、下有
对策”；要有法治思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要有规矩
意识，要按照经济、社会、自然的规律定调子、定任务，减少
盲目性、随意性、主观性；要有改革精神，改什么、怎么改都
要心中有数，有的放矢，好的坚持下来，不好的要创新求变；
要有长远眼光，如城市建设中地面设计要搞好，地下的管网
也要配套，不要一下雨就变城内“看海”。

“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
人”要不得

自己和身边的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是否比较淡薄？ 是
否存在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甚至徇私枉法等问题……在
学习中反思，在讨论中自查，研讨班上，学员们把自己摆
进去，对照检查，进一步增强了使命感和紧迫感。

“仔细对着习近平总书记列出的问题‘对号入座’，发
现了我们身上的蛮多不足。 ”讨论中，道县县长刘勇会总
结了领导干部常见的3种错误观念：一是束缚手脚论，县
区一级事务比较繁杂，认为法律的条条框框多束缚手脚，
容易拍板就干，决定就办。 二是灵活变通论，法治意识缺
失，往往有政绩冲动，只顾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 三是法
不责众论。认为大家都是这么干的，要处罚也轮不到自己
头上。“归根结底就是为自己所谓‘一言堂’找借口，为逃
避监督寻托词，为随意拍板造舆论。 ”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龚曙光也坦
言：“我们集团一直设有法律部门， 但往往把它当作一个

‘技术工具’，而不是用法律来规范企业发展。 对利与法、
权与法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 没有把法治放在企业治理
的核心位置。 ”

会场上，大家持续开展自我“体检”和相互“吐槽”：有
的干部在作决策时无视决策规定和程序，常常是“拍脑袋
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留下一个烂摊子；有的
干部在抓工作时把党纪国法当累赘， 只会依靠行政命令
而不是法治方式来推动工作； 有的干部在上项目时专家
论证走过场、风险评估当游戏，集体讨论决定变成了形式
主义，常常项目竣工之时就是亏损之日；有的干部在保稳
定时不是依靠法律依法处理，而是采取“哄骗买、打堵压”
等手法去平息，结果引发更大矛盾、更多问题等等。

讨论中， 大家一致认为， 法治是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
国家现代化， 关键是人的现代化、 人的能
力现代化； 而在人的能力现代化中， 领导
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尤为
关键。

“领导干部离法律远了， 离监狱就近
了。”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李建国说，作为一个企业负责人，在做任
何决策之前，都要想想是否跟相关法律法规
冲突。依法治国、依法治企、依法办事不仅是
岗位职责的要求， 更是每个人职业生涯的
“护身符”。

韶山市市长段伟长、双牌县委书记苏小
康等学员认为，领导干部要担负好法治建设
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责任，把法治建设

贯穿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要
以法治引领推动改革，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
据，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增强改革的穿透
力；要以法治优化发展环境，坚持用法治规
范市场行为、促进合理竞争、维护市场秩序、
让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有持续的安全感、充分
的尊严感；要以法治提高行政效率，做到“法
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要以法治
淳化社会风气，把重要的法律铭刻在人民内
心中，引导人们自觉摒弃“潜规则”、“丛林法
则”、“变通哲学” 等有悖于法治的观念和做
法，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
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氛围和环境；要以法
治增强能力水平，不断提高依法执政、 依法
行政、 依法决策、 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推动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 ”领导干部是国
家各项法律法规的实施者、执行者，他们的
法治观念、法治意识如何，能不能推动和确
保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直接关系到法治建
设的成效。

讨论中，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
友云举了一个“荒唐”例子。某地一富豪过年
回乡放鞭炮，连吓带熏害死了隔壁养鸡场的
不少鸡仔。 养鸡场老板要求富豪赔偿损失，
富豪称“上头有人”而拒绝。鸡场老板一纸诉
状递到当地法院，却让法官犯难：一边是群
众利益的确受损，一边是富豪“上头有人”不
敢得罪。最后，法官想出了“折中”办法，他自
掏腰包3000元，富豪出3000元，赔给鸡场老
板“了难”。

“身为执法人员，居然带头不尊重法律，
有什么脸面要求群众遵法守法？ ”资阳区委
书记张亮文附和说，100个领导干部中哪怕
只有1个不信法、不尊法、不守法，甚至带头
违法，对受害群众而言就是100%，就会损坏
法律权威。

“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
范，首先要把尊崇法治、敬畏法律这粒扣子
扣正扣好扣紧。 ”长沙市望城区委书记谭小
平说，党员干部要真正把党纪国法当作必须
恪守的“警戒线”，不能逾越的“高压线”。

“要守法就必须懂法，要懂法就必须先
学法。”华容县委书记刘铁健认为，不能让法
律知识埋在书里、挂在墙上。 领导干部对分
管领域涉及的法律法规要做到“通”，对履行
职责需要的法律法规要做到“精”，清楚哪些
事情可为，哪些事情不可为，可为能够做到
什么程度，自觉用法律规范个人行为和行政
行为。

“要努力做尊法的示范者、学法的引领
者、守法的带头者、用法的捍卫者。 ”省高级
人民法院副院长石时态的发言引起了学员
的共鸣。 大家一致认为，领导干部要把尊法
的理念、学法的成效转化为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在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干工作，
做到“心中高悬法律明镜、手中紧握法律戒
尺”。

鉴于部分公务人员法治意识不足
的现状， 为了筑牢法治思想防线 ,十
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国家工作人
员学法用法制度， 然而我省的实际情
况却不容乐观。

“去年全省普法考试， 省直和市
州部门2684人报考， 但最后参考率只
有68.6%，说明党员干部的法治意识还
不够强。 ”省司法厅厅长谈敬纯认为，
对各级领导干部要采取选修和必修相
结合，让法律学习规范化；采取轮训、
选训、 调训相结合， 让法律培训常态
化。

怎么学也是大家关注的热点话
题。 讨论中，大家建议，要把宪法法律
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
主义学院必修课。综合运用讲授式、研
究式、互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

等教学方法， 调动教员和学员两个积
极性，做到教学相长、学学相长。 要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方式。运用
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和媒体技术， 采取
多种教学方式， 增强宪法法律教学的
感召力、震撼力、穿透力、持久力。加强
宪法法律培训的教材和基地建设。 重
点抓好通用教材、 专题教材、 案例教
材、 音像教材建设， 推进教学基地建
设，推广远程教学，开展现场教学，增
强宪法法律培训效果。

“学了以后还要考察看看学得怎
么样。” 湘乡市市长彭瑞林、 绥宁县
委书记唐渊等学员认为， 可以通过入
职考、 任前考、 普法考等相结合， 时
常对领导干部进行“法律体检”， 并
根据实际情况“开药方”、 “开小
灶”， 发挥以考促学的作用。

依法办事是每个人职业生涯的“护身符”

把尊崇法治、 敬畏法律这粒扣子扣正扣好扣紧

时常进行“法律体检”，根据实际情况“开药方”

用好政绩考核“指挥棒”，建立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曾季杰

羊年新春，我来到羊城广州拜年，无意
中结识了21年前在湖南永兴探亲时舍身救
人的英雄刘志艳，与英雄有一段奇遇。

1994年春节， 海军南海舰队某部战士
刘志艳回湖南探亲。 2月10日一大早，正当
永兴县高亭乡古城村张灯结彩， 喜庆春节
的时候，刘志艳突然发现，在村前池塘边玩
耍的6名儿童，在围抢一个用易拉罐自制的
土炮，土炮“嗤、嗤”冒着青烟，情况十分危
急。 千钧一发之际，刘志艳大喊一声“危险，
不要抢”，挺身而上，一把将围在一起的6名
儿童趴在身后，抓起土炮往外扔，不幸还未
出手，“轰” 的一声， 土炮就在他手上爆炸
了，6名儿童安然无恙， 刘志艳却倒在血泊
中。 从此他失去右手手掌。

刘志艳舍身救人的事迹当年在湖南引
起强烈的反响， 永兴县高亭乡的上千名乡
亲自发组织起来前去慰问。 湖南省委、省军
区作出决定， 号召全省人民向刘志艳同志
学习。 团中央授予他“见义勇为青年英雄”
称号。 海军授予他“舍己救人模范战士”称
号和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他还被评为“海军
十佳杰出青年”。 当年的《湖南日报》曾对此
作过详细深入的报道。

这位湖南籍的海军英雄，伤愈后虽然失
去了右手掌，但他却自强不息，从基层干起，
先后担任过连队指导员， 大队政治处主任、
副大队长，现在是正团职干部。 他成了英雄，
也成了残疾人。 但刘志艳从不要组织照顾，
其孩子20多岁，刘志艳支持他走上自谋职业
道路，在广州市海珠区开了个“东江湖”土菜
店。

听了亲友们介绍， 我特别想见一见英
雄。 于是，两个外甥女婿提议全家人去英雄
小孩开的“东江湖”土菜店聚餐，顺便可以请
英雄到场见见面。 刘志艳愉快地接受了邀
请，非常地热情，却十分低调。 一见面他就
说：“自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只有一颗感恩
的心，感谢组织，感谢领导；自己读的书也不
多，就是认认真真做老实人，踏踏实实做平
凡事！ ”

真的与英雄见了面， 我不知从何说起。
便与他闲聊一些家乡的生活琐事，他听后动
情地说：“自从负伤后，湖南省委、省政府和
海军都给了我很多荣誉，至今仍感不安。 今
年底就要退休了， 只希望踏实健康生活着，
为社会贡献点余热。 ”刘志艳还说：“一个人
做一件好事容易， 做一辈子好事就很难，重
在坚持！ ”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做一辈子好事就很难，重在坚持！ ”

羊年羊城遇英雄刘志艳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欧阳昊明 罗勇军）近日，省
重点工程湖南隆回宝莲风电场25台风机
全部投产发电，为我省风电事业大发展又
添新动力，这也是邵阳市已建成发电的第
5个风电场。

宝莲风电场位于隆回县最高峰白马山
上， 风电场由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投资建设，
工程总投资近5亿元， 总装机容量4.99万千
瓦，预计年发电量为1.1亿千瓦时。 宝莲风电
场发电机组选址平均海拔1700米， 属典型
的南方高山电场，建设过程中雨雪、冰冻频
繁，施工难度极大。 该风电场2013年10月主
体工程动工，2014年12月11日首批机组并
网发电，2015年1月28日全部25台风机吊装
完成。2月17日所有风机全部投产，在羊年新
春临来之际为广大用户送来清洁能源。

隆回宝莲风电场
建成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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