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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政治·经济

党史撷英·严与实

省纪委机关持续开展廉政文化主题实践

刘少奇的“四不准”
新中国成立以后， 刘少奇每年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要到工厂、农村、
学校等调查。 他经常以普通群众的
身份，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去。每次
外出， 他都要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重
申自己订的“四不准”：
每到一地，不准人家接送；到任
何地方，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
不准向人家要东西， 人家送上门来
也要婉言拒收； 参观时不准前呼后
拥地陪同，有个向导引路就行，不要
影响地方负责同志的工作。
刘少奇自己严格遵守并督促工
作人员执行这些规定。 他每次外出
视察，不要地方上招待。有时为了减
少住宾馆、招待所的麻烦，就住在火
车上，吃一点简单的饭菜。有时地方
同志为了表示一下心意， 送点土特
产给他，他一律退回，实在无法退回
的，就照价付款。
刘少奇平时吸烟比较多， 但他
不吸太好的，平常就是“大前门”香
烟，偶尔还吸“恒大”牌的。1958年在
成都开会时，秘书拿来一包云烟，请
刘少奇吸一吸， 看看烟的质量怎么
样。刘少奇吸过后说：“不错。”秘书
说：“那就去弄一些来？”刘少奇立刻
说：“要付钱！人家不要钱，我可不要
烟。”后来，刘少奇特地找秘书要来
看了买烟的发票，才放心。
那时候，按照国家规定，刘少奇
外出要坐专列。每到一个地方，人家

总是安排他住到高级宾馆去。 他为
了少给地方添麻烦， 有时吃住就都
在火车上。 由带去的厨师做一些简
单的饭菜， 要工作人员到机关去入
伙。1959年到济南视察工作，刘少奇
要找一些同志谈话， 便对身边工作
人员说：“请他们到车上来吧， 我不
下去了；一下去，人家又要招待、找
房子、安排饭，太麻烦，又浪费钱。”
1961年去 东 北 大 小 兴 安 岭 视 察 林
区，前后一个多月，他也一直吃住在
火车上。
铁道部门有个规定， 遇到专列
通过，沿途客货车辆都要让路，以保
证首长的行车时间和安全。 刘少奇
对此特别注意， 每次都嘱咐随行工
作人员转告有关人员， 不要影响客
运车辆的正常运行， 以免影响群众
的旅行，耽误人家的事情。当刘少奇
的专列需要在什么地方停留时，他
总是让随行工作人员转告铁路部
门， 把车停到不用的岔道上去。为
此，还闹过一次笑话。
那是在浦口车站。 列车到站时
刘少奇已经睡着了。天快亮时，一列
火车通过，响声把刘少奇震醒了，他
突然坐起来说：“哎呀，糟糕！车停在
站上，影响别人运输了。”刘少奇连
忙把随行工作人员吴振英找来询问
情况。 吴振英告诉他说：“咱们的车
是停在车站附近的岔道上， 不影响
别的车通过。” 听了这样的话后，刘

可随时随地“称体重”

随时随地都可以检测。 记者今日从
省治超办获悉， 我省统一采购的41
台治超检测车已配至长沙、株洲、湘
潭、娄底、常德、张家界的41个县市
区。6月下旬， 全省其余81个县市区
也将分别配备1台治超检测车。
以往，货车需进入固定的治超站
进行超载检测。有的货车车主为躲避
执法，存在蓄意冲卡、绕行等违法行
为。为提高科技治超水平，省交通运

湖南日报6月9日讯（记者 孙敏坚）
5月底，每季度一次的省纪委机关读书
交流会如期举行， 这次读书会交流的
是上一季度推荐阅读书目 《唐浩明评
点梁启超辑曾国藩嘉言钞》。
去年3月， 省纪委成立机关读书
会，组建了经济、法律、文史等8个兴趣
小组，共有220多名干部职工加入。读
书会每季度推荐一本好书、 举办一次
读书专题讲座、召开一次读书交流会、
出版一期读书专刊，通过讲、学、练的
形式, 不断提升干部的知识水平和业
务素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这是省纪委打造过硬队伍、 创建
文明机关的一个缩影。 作为“打虎拍
蝇”的卫士，省纪委始终坚守“打铁还
需自身硬”的标准，通过持续开展廉政
文化主题实践活动， 解决纪检监察干
部的理想信念“总开关”问题。
首先“硬”在标准上。在“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中，机关党委按照“纪检

1958 年 11 月，刘 少奇乘火车由天津去济南视察，途 中 与 乘 客 亲 切 交 谈 。
（资料图片）
少奇的心才放了下来。
外出视察不吃住在专列时，刘
少奇定会与群众同吃同住。1961年
春他回乡搞调研期间即是典型例
子。这次下乡，他更要求轻车简从，
连同省里的同志， 一共才用两辆吉
普车，并且自带行李和柴米油盐，自
备碗筷用具， 不给群众添
麻烦。 刘少奇这次44天的
调研， 为了减轻地方的负
担，他住养猪场饲料房、农
舍和自家的旧居； 身着蓝

布衣，脚穿黑布鞋，身边只带几名工
作人员， 以至发生县委书记闻讯出
门迎接， 与刘少奇打照面却没有认
出刘少奇的故事， 在中共廉政史上
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
（通讯员 朱 习 文 洪 一 文 湖南
日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

湖南日报6月9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吴 辉 云 刘 栋 ） 建设银行湖

输厅投入5000余万元为全省122个
县市区各配备1台治超检测车。
记者看到，这种治超检测车就如
一个“流动治超站”。除了装有电脑、
打印机、360度旋转摄像机、 照相机
和照明设备以外， 每台车还装载了
“移动过磅器”， 可随时随地为货车
称体重”。货车的轴重信息通过无线
“
方式实时传送到车内治超检测系统，
经处理后又可通过3G网络实时上传
到省、 市指挥中心的治超信息平台，
实现对超限超载信息的统一管理。

南省分行今天发布消息称： 该行高
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ETC）用户
签约数正式突破百万大关， 在省内
市场占比接近6成，在全国建行系统
排名第一。
作为国际上最先进的路桥收费
方式，ETC车道的通行速度是人工
收费车道的4至5倍，综合效益十分明
显。记者获悉，我省高速ETC自2013
年10月运营以来，目前用户总数已逼
近170万户，排名居全国第三。
湖南建行于2013年末与省高速
公 路 管 理 局 签 订 ETC项 目 合 作 协
议，依托大银行和传统业务优势，短

干部人人都是重点”的标准，将全体纪
检监察干部纳入学习范畴中， 做到对
党忠诚、自己干净、敢于担当，严肃查
处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侵害群众利益的
违纪问题。
其次“硬”在学习教育中。始终注
重发挥中心组学习的龙头作用， 省纪
委常委会坚持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扩大
理论学习会议， 邀请全体机关干部参
与常委会学习。同时，为了匡正纪检监
察干部的行为准则，省纪委历时7个月
提炼形成了“为民、务实、清廉，忠诚、
公正、担当”的核心价值理念表述语，
并在统一订制的工作笔记本上刻印了
这一表述语， 党员干部每次翻开笔记
本，都是一次受教育的过程。
还“硬”在勇于自我监督。乘着纪
律检查体制改革东风， 省纪委组建了
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 专门负责监督
查办纪检监察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
有效防止“灯下黑”现象。

抢占“互联网+医疗”先机
首家互联网医疗企业登陆湖南股交所
湖南日报6月9日讯（记者 胡信松）
湖南互联网医疗行业正悄然兴起。今
天上午， 湖南爱相聚个人健康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爱相聚”，股权代
码：800025） 在湖南股权交易所挂牌
交易， 成为首家在湖南股交所挂牌的
互联网医疗企业。
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深
化医疗改革、推进医疗信息化的需
求 日 益 迫 切 。 互 联 网 医 疗 是“互 联
网 +医 疗 ”的 完 美 组 合 ，是 对 传 统 医
疗行业的产业升级和模式创新。
“爱 相 聚 ” 成 立 于 2014 年 ， 作 为“互

湖南建行高速ETC用户突破百万

“流动治超站”
盯住县乡道
湖南日报6月9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唐 星 波 ） 货车有没有超载，

筑牢“打虎拍蝇”思想防线

短不到一个月时间， 即在省内200
个建行网点一次全面上线， 率先覆
盖所有行政区县。ETC项目也是湖
南建行历史上规模最大、 持续时间
最长的一次专项营销活动， 湖南建
行举全行之力，一把手亲自挂帅，除
在网点提供ETC开办“一站式服务”
外，还广泛推出上门签约服务，因此
也创下了单个网点一天签约260多
户的纪录。
湖南建行还创新模式， 在前期
上线储值模式、记账模式的基础上，
创新推出了联名信用卡、 联名单位
结算卡等多种签约模式。 目前借力
移动互联网， 正在开发储值卡手机
充值功能，不日即将上线。

联网+医疗” 的创新型企业登陆湖
南股权交易所成长板，进入区域资
本市场。
“爱相聚”董事长张孟辉介绍，他
们通过搭建综合服务平台，集合患者、
医生、医疗机构、医疗器械生产商等客
户群体， 以及线上线下服务团队为客
户提供医疗健康综合服务， 实现健康
管理、医患互动、个人医疗健康档案管
理等功能。 未来将逐步建立国内首个
医疗保健综合服务生态圈， 使患者及
医疗行业参与者各取所需， 达到多赢
局面。

股份制银行挺进岳阳
湖南日报 6 月 9 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彭姣）瞄准长江经济带和洞庭

湖生态经济区两大国家战略， 越来越
多的金融机构开始布局岳阳。 记者今
天获悉，中信银行岳阳分行正式开业，
成为兴业、 光大银行之后进驻岳阳的
第3家股份制银行。
岳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一直 偏
少，信贷总量长期徘徊在全省中游水

平， 直到2013年底才迎来首家股份
制银行兴业银行。目前，岳阳已有12
家银行机构， 存款余额1528亿元，贷
款余额851亿元。 支持引进更多银行
机构， 该市还出台了强有力奖励措
施。
目前， 中信银行在省内网点已达
38个，全面覆盖长沙、株洲、湘潭、衡
阳、岳阳等市。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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