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国资系统的领导干部，要把“三严三
实”作为人生航向标坚持好，真正以崇“严”和
崇“实”的过硬作风，推进国资监管国企改革
发展。

要始终永葆“忠诚”的高洁品质。对党忠
诚是政治品格，是“三严三实”的前提和基础。
党员干部修身做人最根本的要求， 就是对党
绝对忠诚。党员干部在任何情况下，不管遇到
什么困难，遇到什么大风大浪，都要始终做到
心中有党、对党忠诚。要忠诚党的理想。在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上坚定不移，在
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上坚定不移， 在贯彻
民主集中制上坚定不移。要忠诚党的宗旨。特
别是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 要始终贯彻全
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 尊重职工群众
主体地位，依法保护职工政治、经济、文化、劳
动等权益， 努力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
制，建立和谐劳动关系，让职工群众有更多获
得感，凝聚起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要忠诚党
的组织。牢固树立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坚决
做到“四个服从”，严肃组织人事纪律，让践行
“三严三实”的人得到重用、成为“香饽饽”，让
不严不实的人受到贬斥、失去市场。要忠诚党
的事业。坚持党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进一
步坚定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和决心， 理直气
壮地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不断增强活力、控
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要始终恪守“干净”的高贵品节。个人干
净是为官底线，是“三严三实”的保证和戒律。
党员干部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心存敬
畏、严格自律，做到慎言、慎行、慎独、慎初、慎
微、慎交友，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
线，守住党和人民交给的责任，守住自己的政
治生命线，守住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要树立
正确的权力观。目前，省国资委系统的党员干

部共同守护着4477亿元的国有资产， 涉及27
万名职工，近9万名党员。这是一项时刻与资
产、资金、股权、产权、项目、人员打交道的工
作， 金钱和利益的冲击在从业者面前表现得
最为直接。我们要打牢道德根基，调整自我心
态，视权力为责任，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做
到“俯首甘为孺子牛”；要视权力为奉献，不计
得失，始终做到比一般人付出得更多；要视权
力为约束，牢牢把握“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
授权不可为”的基本要求，严格执行《廉政准
则》提出的“8个禁止、52个不准”，严格执行
《国企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的39项具
体行为规范，严守权力边界，规范依法用权，
做到“心中有戒不妄为”、“手中有权不任性”。

要始终秉持“担当”的高尚品行。是否具
有担当精神，能否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
担责， 是检验党员干部是否真正体现共产党
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敢于担当，首
先要勇于承担政治责任。 面对大是大非要敢
于亮剑，面对歪风邪气要敢于坚决斗争，面对
否定党的领导、 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观
点，要敢于站出来说话，表明自己的态度，给
予有理有据的正面回应。 要在干事创业上开
拓进取。 特别是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经济形
势，我们一定要紧盯全年经营指标，注重提高
经营绩效，进一步做好降本节支工作，切实加
大减亏扭亏控亏力度，切实加强风险管控，千
方百计稳增长。要在攻坚克难上能拼善赢，牢
牢把握经济规律，大力推动结构调整，加快转
换发展动力，形成发展的持久动能。要在深化
改革上创新突破，敢于从改革上找出路，在创
新上想办法，用创新的举措增强发展活力，找
准切入点，寻求突破点，发展新亮点，以做强
做优做大企业的成效体现专题教育的成果。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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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9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
员 叶建媛 谢慧芳）6月8日， 新化县突降暴
雨， 该县洋溪河水面急骤上涨。11时24分左
右，新化县消防中队接到县应急办调度：洋溪
河上一长9米、宽5.5米、约重38吨的废弃沙船
被暴雨冲倒，正不断往下游漂移，若不及时拦
截，很可能会堵住桥墩，造成上游几百户居民
和农田被淹。

12时左右，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消防
官兵、民兵小分队先后到达现场，只见离岸边约
40米的河中停着一艘采沙船，在汹涌的洪水中不
停往下游漂移，据现场知情人讲述，沙船一直从
上游被席卷下来，船舱已积了大量雨水，洪水不
停地灌入船舱，如果船再冲下去150米，恐怕会堵

住桥墩，造成上游几百户居民和农田被淹。
大雨不断，河水急骤上涨，水流很急，消

防官兵试图使用救生抛投器与河两岸建立一
条“生命线”，由于抛投器投射距离有限，未能
成功。 随即在现场组织全体救援人员迅速召
开救援会议， 试图使用冲锋舟将绳索拉到对
岸，由于水流湍急，两名民兵和冲锋舟被冲到
河中央废弃的沙船上。 现场指挥员下令很快
在沙船与岸边架起了一条“空中缆绳”，消防
官兵携带安全带、 安全绳和救生衣等救助装
备向沙船滑去，对沙船进行固定。

20时40分，经过近十小时的奋战，废弃沙
船被成功固定，两名被困人员被成功救上岸，
现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 � � �名片：
朱小龙，1986年生，2007年毕业于长沙

师范学院幼教专业，当幼师已8年。他2010年
开始开展幼儿拓展体育训练项目， 不仅在
全省属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这在国际
上也属于前沿领域。他多次获得省级、市级
教学竞赛奖项。
� � � �故事：

健康黝黑的皮肤、 阳光帅气的笑容。
“六一”期间，记者见到朱小龙的时候，他正
组织一些孩子进行户外拓展活动。

朱小龙是省政府直属机关第三幼儿园
的一名专职体育老师， 也是这个幼儿园的
两名男幼师之一， 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

“教体育课，男老师有性别优势。”朱小龙告
诉记者，男性的阳刚、勇猛，在体育课上表
现得淋漓尽致，这对小孩有很大的吸引力。

现在的孩子大都是在家长的呵护中长
大的，普遍缺乏冒险精神、抗挫折能力。为

此，朱小龙绞尽脑汁。2010年，他偶然看见
一张朋友参加攀岩的照片， 从中受到启发，
想把成人的拓展训练引入到幼儿体育训练
中来。

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朱小龙设计出了
他的第一个幼儿拓展体育训练项目———高
空独木桥。他用一些轮胎、椅子搭建了三个
高度不等的独木桥，让行走既安全又颤颤巍
巍，受到了孩子们的热烈欢迎。最后，那个最
低高度的独木桥无人问津，而有7个轮胎高
度的独木桥前面却排起了长龙，这给了朱小
龙极大的鼓舞。

随后，他设计了“疯狂的小鸟”游戏，让
孩子们蒙住眼睛在高度不等的木桩上行走，
最后从上面跳下来； 设计了“飞跃黄河”项
目，让孩子们助跑，越过1米多的沟壑，跳到
另一个软垫上。这些项目既安全、又刺激，不
仅让孩子的运动能力得到发展，也锻炼了孩
子们的心理素质。“蒙着眼睛走高台，这对成
人都是不小的心理挑战，揭下眼罩一刹那的
自豪感，将鼓励孩子们将来战胜任何恐惧！”
朱小龙骄傲地说。

这些活动引来了一些家长的质疑，但更
多的是支持，很多家长因为自己孩子上课时
没有得到足够时间的锻炼而“心生不满”，成
为他“甜蜜的负担”。

在2014年年底举行的中英学前教育研
讨高峰论坛上， 朱小龙在中英专家面前，上
了一场生动的幼儿拓展体育课，获得好评如
潮。“在国际上， 这个项目都处于摸索阶段，
我的成功案例让他们眼前一亮。”朱小龙说。

朱小龙的月收入不过3000多元。 待遇
不高，这是男性从事幼师比例不高的重要原
因，但朱小龙却说：“我喜欢做一件事，就要
把这件事做到最好。我相信，只要我把幼儿
拓展体育训练做好，待遇肯定不是问题。”

中央新闻单位驻湘机构拟保留名单公示
（第二批）

根据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清理整顿中央新闻单位驻地方机构的通知》（中宣发[2014]38号）精神，中央新闻单位驻
湘机构和省直新闻单位驻市州机构清理整顿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公示第二批拟保留的中央新闻单位驻湘机构，共23家。名单如下：

序号 驻湘机构名称 办公地点 电 话 负责人

1 中央电视台湖南记者站 长沙市三一大道武警湖南总队院内 82251479 谢宝军

2 中国纪检监察报湖南记者站 长沙市韶山路1号 82688976 李玉龙

3 法制日报湖南记者站 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5号省司法厅附属楼208室 89670124 阮占江

4 消费日报湖南记者站 长沙市五一大道98号商务厅2号楼2012室 88908315 陈平原

5 中国产经新闻报湖南记者站 长沙市韶山北路245号宏景名厦C座825室 13875939339 杨德成

6 中国城乡金融报湖南记者站 长沙芙蓉中路一段540号 84306398 江洪渭

7 民主与法制社湖南记者站 长沙市德雅路190号 13707488857 任少华

8 中国工业报湖南记者站 长沙市望城区普瑞大道恒大名都12-1105室 82564183 石峰

9 中国化工报湖南记者站 长沙市跃进路135号 85826982 王笑欢

10 中国绿色时报湖南记者站 长沙市梓园路356号 85506727 周彰军

11 中国食品安全报湖南记者站 长沙市岳麓区金星中路469号 85404660 陈赛

12 中国信息报湖南记者站 长沙市五一大道351号省政府二院六办539室 82210279 周碧红

13 中国石化报湖南记者站 岳阳市云溪区巴陵石化公司内 13807309821 李尚志

14 中国劳动保障报湖南记者站 长沙市天心区林大路湘翰御舍 84900006 程兴林

15 中国文化报湖南记者站 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39号维一星城福象座1303室 15111379076 张玲

16 中国工商报湖南记者站 长沙市芙蓉南路二段118号 85693060 唐金惠

17 中国水运报湖南记者站 长沙市五一大道982号湘江明珠大厦 13973125000 张小刚

18 中国改革报湖南记者站 长沙市芙蓉南路828号鑫远杰座2302 18910870206 邢成敏

19 中国建设报湖南记者站 长沙市雨花区高升路266号307室 88950127 高雪晴

20 中国商报湖南记者站 长沙市雨花区新建西路219号美玉名城大厦8楼 85144555 罗卫国

21 中国社会报湖南记者站 长沙市黄兴北路89号 84502119 王铭

22 中国质量报湖南记者站 长沙市时代阳光大道238号A座619室 89967115 王融国

23 中华工商时报湖南记者站 长沙市砂子塘梨子山附1号原工商联大楼 89826562 苏群

如对保留以上机构存在异议， 或发
现其机构、 人员有违反新闻出版广电相
关法规情况的，请于2015年6月20日前向
中央新闻单位驻湘机构和省直新闻单位
驻市州机构清理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

（设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安居路，湖南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北院，邮编410003）书
面提出。

举报电话：
0731-82217471（省委宣传部新闻处）

0731-84801373（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新闻报刊处）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2015年6月10日

听书记上党课

以忠诚干净担当
推进国资监管国企改革发展

讲课书记：省国资委党委书记 文志强
讲课时间：2015年5月20日

38吨废弃沙船被洪流席卷漂流威胁大桥, 消防官兵奋战
10小时成功拦截

一绳“缚”住失控船

男幼师乐当“孩子王”

湖南日报6月9日讯（陈新）针对部分污
染企业整改不力的问题，今天下午，长沙市
召开“重大环境隐患企业整改工作谈话交办
会”， 长沙市副市长黎春秋现场约谈长沙正
盛科技活塞环厂、湖南湘江涂料集团有限公
司、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卷烟
厂、中航集团长沙五七一二飞机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湖南长重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正圆动力配件有限公司、 岳麓污水处理厂、
长沙市市政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8家重大环

境隐患企业负责人，要求企业限期整改。
据长沙市环保局通报，2014年1月至

2015年4月， 该市环保部门共检查3395家企
业， 发现718家环境污染隐患企业。 截至目
前，已有525家污染企业完成整改，仍有193
家没有完成。 这193家企业中， 有18家被国
家、省、市列为重大环境隐患企业，整改不到
位的主要原因包括信访积案、城市“退二进
三”企业遗留问题等。

长沙市副市长黎春秋在约谈企业会上

给了落实整改和治理的时间表， 要求各部
门各负其责，2015年年底前必须完成限期
整改和治理， 需要搬迁的企业今年必须启
动搬迁方案，2016年必须完成， 否则予以
关闭停产。 对正在建设污染防治项目的企
业，要加快建设进度，在2017年前完成项目
建设。

黎春秋表示， 今后长沙市将对全市环
境隐患企业整改工作进行跟踪督查， 并定
期通报。

“关”不了污染就关门
长沙市副市长约谈8家重大环境隐患企业

朱小龙 图/张杨

6月9日， 满载大
量货物的电动车穿梭
在长沙街头。 电动车
搭载超高、 超宽货物
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
隐患。据《长沙市区电
动车和电动自行车通
行管理通告》规定，驾
驶电动车、 电动自行
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
超过1.5米、 宽度左右
超出车把0.15米、长度
前端超出车轮或者后
端超出车身0.3米的 ，
可处以50元罚款。

李健 佘匡雅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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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9日讯 （记者 沙兆华）今
天，省工商联（总商会） 法律顾问团成立。成
立仪式上，湖南湘通企业发展管理研究院等
4家单位被聘为首批顾问单位，潘志勇等100
名同志聘为首批顾问。

据统计， 我省民营企业正逐步发展壮
大，到2013年底，全省私营企业已经达31.51
万户。由于企业自身特点，以及外部环境制
约， 我省民营企业面临着大量的法律风险。

2013年，全省各级法院受理各类合同纠纷案
件11.96万件，其中，涉及民营企业的合同纠
纷案件占60%左右； 此外来自企业内部法律
风险也逐渐增多，为我省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带来严重影响。

省工商联（总商会） 法律顾问团的成

立，将采取嵌入式法律援助模式，为我省非
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法律方面的意
见、建议和法律维权服务，在民营企业中倡
导守法诚信发展理念、 依法有效地防范法
律风险， 我省提升法商风险管理水平也迈
出实质性一步。

省工商联（总商会）法律顾问团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