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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郑亚邦
湖南日报记者 乔伊蕾

“宁远县桐山街道办大仲地村原党
支部委员欧昌红替人‘了难’，宁远县太
平镇老白土村原党支部书记房兴富贪
污危房改造资金、 滥用职权……”8月3
日， 省纪委通过官方网站三湘风纪网

“反‘四风’曝光台”栏目通报了10起村
（社区）干部损害群众利益典型案例，这
是今年来该栏目第72次典型案例通报。

“谁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就要
付出代价!” 省纪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我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人民群众
反映最强烈、感受最深、久治不愈的作
风顽疾保持高压态势，让“苍蝇”无处遁
形，截至6月底，全省共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477起， 处理党员干部
612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73人。

“点名道姓”通报问题177次
2015年6月，湘潭市纪委通报湘乡

市月山镇泰山村原党支部书记陈湘明
在担任月山镇泰山村党支部书记及财
务审批人期间，违反财经纪律的相关规
定，收入未入账281432.2元；违规在村
级财务中报销、领取资金416470元；违
反廉洁自律，非法占有集体资金87570
元。陈湘明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015年3月，郴州市苏仙区水务局
副局长胡小华与原苏仙区水利建设项

目管理中心主任陈利民、苏仙区水务局
司机杨志锋、苏仙区农机局职工邓志刚
在茶楼以打麻将形式进行赌博，胡小华
受到行政记过处分并被免职，陈利民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职， 杨志
锋、邓志刚受到行政记过处分。

……
“违反八项规定的事干不得啊，既

丢位子，又丢面子，我十分后悔。”一位
曾被通报的干部向记者坦言，现在他常
常会以身说法，善意提醒身边人。

“我们对违反作风建设规定的典型
问题‘点名道姓’通报，形成了有力震
慑。” 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表
示，一方面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基层违
纪违法、 侵犯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坚
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
另一方面查处不是目的，关键是要通过
查处发现问题， 警示教育广大党员干
部，对“四风”问题说不。

自2014年1月，省纪委通过三湘风
纪网，“点名道姓”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典型问题共177次。

扒下“四风”“隐身衣”，摧毁
“青纱帐”

2014年底， 常德市委610办分两批
组织本办干部及相关区县（市）610办主
任赴浙江等地学习考察， 期间参观多处
旅游景点。市政法委副书记、市委610办
主任万革新，市委610办副主任、副处级

纪检员龚超明，市委610办副主任、市公
安局副局长（兼）戴海洲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期间产生的费用一律由个人承担。

2015年4月，长沙市岳麓区坪塘中
心学校党总支书记肖国强向岳麓区教
育局纪委书面报告，拟为儿子操办婚宴
30桌。然而5月1日晚，肖国强操办了44
桌“预备餐”。5月2日中午，操办正式婚
宴29桌。两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68人
礼金共31300元，严重超过宴请规模和
对象范围。 给予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免去党总支书记职务，责令退还违规收
取的礼金。

……
“针对这些借学习考察之名公款旅

游，将超规模的宴席化整为零等变形的
‘四风’，我们将加大查处力度。”省纪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公款吃喝、公车
私用、公款旅游等问题依然存在，只是
悄悄地躲进了“青纱帐”、穿上了“隐身
衣”、玩起了“捉迷藏”、打起了“游击
战”。为扒下“四风”“隐身衣”，摧毁“青
纱帐”，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
畅通了信访举报和舆论监督渠道，加大
了办理力度，今年上半年，共办理信访
件56件。

“由于地方小、熟人多，有的基层纪
委在查处‘四风’问题上可能存在失之
于宽、失之于软的情况。”省纪委党风政
风监督室负责人介绍， 为杜绝这种现
象，对交办的每一起投诉件，都会坚持

从严把关，确保办理质量。

抽调4000余人力，“点穴”
式治“四风”

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中
秋、国庆等重要时间节点，是“四风”问
题的易发期、多发期、高发期。省纪委紧
盯重要节点，坚持一个节日一个节日地
抓，有针对性有重点地抓，抓早抓小。

今年来，从元旦到端午的各重要节
点，省纪委均部署开展了全省性的专项
监督检查活动，协调工商、地税、公安等
各个部门，组织专门力量，深入所辖范
围内的办公楼、超市商场、宾馆酒店、农
家乐、公园景点等场所，开展“点穴”式
专项检查，力求根治“节日病”。

据统计，全省各级共抽调检查人员
4091人，组织检查组、暗访组1052个，
对5879家省市县直机关单位、995个政
务服务窗口、2030家宾馆酒店、594家
超市商场、258个公园景点、546个居民
小区、182个国道、 省道和高速路进出
口、1159家单位的“三公”经费使用情况
进行了监督检查。

通过明察暗访，共发现涉嫌公款吃
喝7人、公车私用35台、收送节礼3人、违
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9起、 出入私人会
所1人、党政干部参赌涉赌32人、违反工
作纪律281人、 公款购买商业预付卡金
额5.5万元、检查“三公”经费82万余元、
其他问题11起。

冯坚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
纪委五次全会上要求 “纪检组
长要一心一意履行监督职责”。
这是对派驻纪检干部的谆谆嘱
托， 是派驻纪检干部安身立命
的遵循。作为党办纪检组长，更
要做“一心一意履行监督职责”
的表率， 把监督执纪问责的政
治责任牢牢扛在肩上， 当好党
办的忠诚卫士。

要坚定岗位自信。这是“一
心一意履行监督职责”的前提。
担任党办纪检组长的同志要克
服不敢监督、不会监督、不想监
督这一 “信心缺失症 ”，大胆挑
担子。 须知党办处于党委政府
工作全局中最关键、最核心、最
中枢位置，党办的工作作风、工
作标准都是其他党政部门单位
看齐的标杆。 工作在党委和领
导身边的党办人员， 如果出问
题，不仅毁了个人，而且会给党
的声誉和形象带来更大损害 。
因此，党办地位越是特殊、任务
越是繁重， 就越要绷紧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这根弦。 党办
纪检组长不应妄自菲薄、 患得
患失、 畏首畏尾， 而应信心坚
定、意气昂扬地担起监督重任。

要练就岗位本领。这是“一
心一意履行监督职责”的关键。
既提升理论水平， 善于针对服
务中枢、 领率机关、“前哨”“后

院”、影响特殊等党委综合办事
机构特点， 提出和实行适应党
办特点的纪检工作目标、重点、
措施；又提高监督能力，通过系
统学习， 养成依法依规监督的
职业习惯， 增强依法依规监督
的职业敏感， 使自己成为纪检
工作的行家里手； 同时加强品
德修为，始终心存敬畏，慎独慎
微，日省吾身，用党性党纪荡涤
自身尘埃， 不断提高自身政治
素养， 在大是大非面前心明眼
亮，永远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
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财经纪
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上做到
自身正、过得硬。

要扛起岗位责任。这是“一
心一意履行监督职责”的根本。
要把握 “两个责任 ”大局 ，积极
主动协助落实主体责任， 认真
落实监督责任，做到心中有纪、
勇于护纪、以身许纪。坚决把纪
律抓在手上， 敢于把自己挺在
纪律最前面， 把纪律挺在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最前
沿。 聚精会神对准纪律聚力发
力，对准落实发功，突出监督检
查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作
风建设规定执行情况， 对违纪
违规者坚决绳之以纪律， 营造
党办守规矩讲纪律、 为民务实
清廉的良好氛围， 形成优良的
政治生态。

（作者系中共湘潭市委办公室
纪检组组长）

工行与公安机关
“大数据”联动

市民向“骗子”账号
汇款将自动预警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记 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肖钢 ）通讯（网
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银行成
为堵截诈骗的“最后一道防
线”。记者今天从工商银行湖南
省分行获悉，该行开同业先河，
与公安机关开展大数据合作并
建立“防火墙”。至6月底，该行
通过“防火墙”已堵截客户向通
讯（网络）诈骗账户汇款586笔，
为客户避免经济损失 1516万
元。

从受骗者汇款到犯罪分子
转移资金， 往往只要一两分钟
时间。 事后采取冻结账户等紧
急补救措施， 往往在时间上来
不及。 省工行拥有外部欺诈风
险防控信息系统， 只要收款账
号是系统收录的通讯（网络）诈
骗涉案账户， 系统就会自动弹
出风险预警提示， 阻止客户向
该账户汇款。同时，银行大堂经
理会与客户直接沟通， 帮助客
户避免损失。

省工行安全保卫部总经理
王孟生介绍，今年1月该行与我
省公安机关就防范和打击通讯
（网络）诈骗签署了共享合作机
制备忘录。而在整个工行层面，
系统已经收录来自工行内部、
金融同业及公安、 司法行政等
部门提供的各类风险账户信
息，其中，仅公安部及各省公安
机关向工行提供的通讯（网络）
诈骗账户就近百万条。 该系统
还与工行内部业务系统直接连
通， 实现了对风险账户的全渠
道布控。除了网点柜面渠道，还
能对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
银行、 自助终端等渠道进行的
转账汇款交易进行即时筛查，
向客户提示风险。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记者 邹靖方
实习生 和婷婷）今天，记者和多名长沙市
民，在湖南电信荷花园客户体验中心体验
了天翼“4G+”的极速网络。继7月初中国电
信率先宣布启用“4G+”网络后，8月1日，湖
南电信天翼“4G+”已经在长沙推出，在全
省率先开启“4G+”商用服务，为广大用户
提供更完美的网上冲浪体验。

据悉，长沙作为全国天翼“4G+”首批
商用的17个重点城市之一， 湖南电信已
经完成长沙各大商圈、CBD区域和重点
高校区域、交通枢纽的“4G+”网络覆盖，
长沙三级以上电信营业厅均对外开放
“4G+”客户体验。目前，湖南电信正在持
续加快“4G+”建设，加强全省网络覆盖，
推动天翼“4G+”的全面上市，让湖南广大

电信用户更畅快地享受“4G+”带来的极
速体验。

在体验现场， 记者用手机点击进入
网站下载一个2G的数据文件， 耗时不到
30秒。从4G到“4G+”，用户可以获取更高
的网络速率及更低的网络延迟， 实现更
快的文件、 网页下载以及高清视频在线
流畅播放。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体验天翼4G+网
络，电信4G用户无需换卡，只需使用支持
该技术的手机就可以。”据了解，为配合天
翼“4G＋”上市，中兴、酷派等10多家终端
厂商已推出20余款天翼“4G+”手机。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周晓坤） 面对互联网＋时代，为
什么选人比培养人更重要？如何给人力
资本定价？近日，一场由中国劳动讲堂
举办的、题为“互联网＋时代下的人力
资本价值创造与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主
题论坛在长沙举行， 吸引了200余名企

业高管、人力资源高管和基层人社工作
者。

论坛分两个专场进行。在“人力资
本价值创造”专场中，由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生导师彭剑锋主讲，他围绕企业面
对互联网经济，如何构建强大的人力资
本战略进行主题演讲。在“和谐劳动关

系构建”专场中，省人社厅劳动关系处
处长李杰、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
黄鹏飞，分别就“多元化用工趋势下企
业如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探索现行
劳动争议调解机制”作专题演讲和案例
分享。

学讲话 用讲话
心得录

张希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做好
宣传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需要创新。 学习贯彻习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就是要
不断增强创新意识， 以创新破
解难题，以创新开辟路径，切实
做好做活做强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 创新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的使命所系， 既是适应新
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也是实现
破瓶颈解难题的需要， 还是推
动创特色创品牌的需要。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
而制”。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保
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就必
须用新思路解决新问题， 用新
方法产生新举措， 用新机制形
成新常态。

一要注重工作理念创新 。
理念观念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创新的先导。 要树立 “把握大
势 、着眼大事 ”理念 ，自觉把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融入中心和大
局工作之中， 不断创新理论教
育、舆论引导、文化发展的理念
和方法 。要树立 “质量第一 、效
果第一”理念,改进形势宣传、成
就宣传、典型宣传、主题宣传,让
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要树
立“大宣传、大文化”理念 ,形成
党委统一领导、 宣传部门组织
协调、 有关部门和地方分工负
责的工作格局和统筹管理机
制。

二要注重手段方法创新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手
段和方法直接影响效果。 要适

应社会生活新变化和基层群众
新要求，运用分众化、对象化的
方式，通过抓项目、办实事的做
法，不断增强工作效果。要适应
基层群众的思维方式和接受习
惯，多运用接地气的语言，把抽
象的道理讲具体、讲生动，达到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的良好
效果 。要适应 “微时代 ”的传播
规律，利用政务“微博、微信、移
动客户端” 等新媒体手段开展
宣传。

三要注重体制机制创新 。
体制机制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创新的保障。 要推动建立健全
党委领导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 切实把党委的主体责任和
党委书记的“第一责任”落到实
处。 要适应社会组织结构和社
会治理方式的变化， 探索创新
工作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 。要
强化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投入保
障机制， 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和运行。 要建立健全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考核评价机
制， 探索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
机制， 不断提高宣传思想工作
科学化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 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创新是有原则要求和
目标指向的，不是漫无目的、不
着边际的， 更不是以创新之名
突破政治和法律禁区。 创新要
结合工作实际、符合群众需求、
遵循客观规律， 这样才能更好
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
于创造性。

（作者系郴州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创新是做好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活力源泉

一心一意尽责履职

三湘风纪
省纪委、湖南日报联合主办
邮箱：qiaoyilei2013@qq.com

让“苍蝇”无处遁形
———湖南严查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

中国劳动讲堂来长巡讲

湖南电信“4G+”正式商用
长沙成全国天翼“4G+”首批商用重点城市

8月3日，郴州市城际大巴客运站正式投入运营。该站是集客运、公交、出租车、社会停车场、车辆维护为一体的综合性一级客运
枢纽站。目前经营进站班线21条，日发送班次186次。 贺茂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