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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邹太平 甘艳

“专职化不仅帮我们减了负，履职也更有底
气了！”新年伊始，宁乡县回龙铺镇纪委书记王赛
楠拿到自己的职务分工表，仅有“主管纪检监察
工作”一项。她告诉记者，以前自己要分管五六项
工作，往往疲于应付，而实现专职化后，能静心下
来认真打理自己的“责任田”。

去年以来，长沙在浏阳、宁乡、望城等区县
（市）探索乡镇（街道）纪（工）委书记专职化模式，
推进片区联动协作机制，取得明显成效。实行专
职化模式的3个区县（市），纪律审查数与上年同
比平均增长达45%，基层信访举报量明显下降。

变“身兼数职”为“专司一职”
基层纪（工）委书记聚焦主业不足、监督执纪

力度不够、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存在薄弱环节等问
题，一直困扰着基层纪检监察工作。

长沙市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针对这些难
题，长沙市自去年以来，在区县（市）探索推行基
层纪委书记专职化模式。明确要求，乡镇（街道）
纪（工）委书记不得分管纪检监察工作以外的其
他工作，专职化情况纳入党风廉政主体责任考核
内容，并建立监督‘清单’，从8个方面细化乡镇纪
委监督责任。目前，浏阳市、宁乡县、望城区均已
实现乡镇（街道）纪（工）委书记全部专职化。

同时，还开展不定期监督检查，防止明“专”
暗不“专”。去年8月5日，浏阳市纪委发布通报，2

名乡镇党委书记因落实专职化不到位受到通报
批评。

“变‘身兼数职’为‘专司一职’，让我们执纪
更加理直气壮，不怕得罪人了。”浏阳市沿溪镇纪
委书记张宜发坦言。

变“业余选手”为“执纪能手”
“这块地移来这么多苗木，干部不知道得了

多少钱﹗”2015年4月， 望城区白沙洲街道纪工委
书记胡湘海带着村级纪检小组开展日常监督时，
听到群众对同心园社区的情况反映。

“这是话里藏话。”胡湘海赶紧带着村级纪检
小组走访调查。原来，村民钟某、龙某有30多亩的
苗木，已经征收了需要移栽，为使这批苗木再次

“生钱”，两人找到社区主任王绍军帮忙，促成苗
木顺利移栽到征收项目范围的另一块空地上。经
核实，王绍军利用职务之便，伙同他人骗取国家
青苗补偿款。2015年7月，区纪委给予王绍军“双
开”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压力和责任更重了，倒逼我们更加用心专
注地钻研业务、主动履职尽责。”胡湘海深有感触
地表示，专职化以来，自己紧盯村级财务问题，不
定期组织村（社区）纪检小组交叉检查。

基层纪（工）委书记们告诉记者，专职前，不
少乡镇（街道）一年到头没有一起自办案件，查处
的也都是违反计划生育、赌博、吸毒等已被行政
处罚或者经司法机关处理的违纪问题等。 专职
后，从简单应付到主动思考，从墨守成规到推陈
出新，基层纪（工）委书记认真钻研业务、积极履
行纪律审查职责，有的还成了业务能手。

2015年，浏阳市、宁乡县、望城区等区县的纪

律审查数比上年平均增长45%；宁乡县2015年信
访举报量同比下降50%左右，浏阳市信访举报量
和疑难复杂信访问题分别比去年下降37.6%、
32.5%。一连串的数字显示，专职化给基层纪（工）
委注入勃勃生机、工作凸显活力。

变“单打独斗”为“整体联动”
今年元旦前夕，宁乡县夏铎铺镇纪委书记陈

红兵带领双江口镇和夏铎铺镇纪委4名工作人
员， 来到菁华铺乡开展作风建设交叉暗访督查。
该乡工商所所长不在岗，个别党员干部上班看视
频，均受到相应处理。

这是长沙市推行片区联动协作机制的一个
缩影。

在专职化过程中，为破除人员力量不足等基
层执纪瓶颈，长沙市将乡镇（街道）按片区划分，
分别设立片区联合工作组，由乡镇纪委书记担任
片区组长，聚合执纪力量，联动开展片区作风建
设、党风廉政建设交叉检查、案件查办协作等。

去年8月，浏阳市龙伏镇连续接到3封群众信
访件， 反映该村2008年至2013年之间存在村级
财务混乱、涉农政策难落实等问题。该镇纪委书
记邹甘林立即协调片区内沙市、社港、蕉溪、淳口
四个乡镇纪委书记，成立专案组，深入该村开展
信访接待，进行财务清理，最终查明事实，立案查
处2人。去年来，浏阳各片区共交叉办理信访件7
起、立案3人。

“下一步，我们将在全市范围内进一步规范
乡镇（街道）纪（工）委书记职责分工，探索创新基
层纪委执纪监督方式，不断深入推进基层党风廉
政建设。”长沙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说。

� � �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阳瑜） 怀化市芷江县萝卜田乡
农民邓国均几年前被诊断为肺癌，靠种
水果、卖柑橘筹集治疗费用。今年由于
柑橘滞销， 他的医疗费用没了着落。湖
南交通频道在节目中播出邓国均的故
事后，5天之内， 他滞销的6万多斤椪柑
全部被预订一空。

今天，长沙运达中央广场地铁商业
街热潮涌动，“湖南省第二届爱心年货
会”在这里温暖开市。一大批像邓国均
这样的偏远山区农民，带来了大山里纯
天然、无污染的腊肉、香肠、农家自酿米
酒、水果等爱心年货，为市民的餐桌增
添了地道年味。

本次爱心年货会由湖南交通频道
联合长沙市望城区政府共同举办，将持
续到2月3日。 来自千龙湖的风吹鲌鱼、

雪峰山的茶油礼盒、 新康乡的生态甲
鱼、柯柯农业基地的绿色蔬菜……望城
区和全省的200多种优质地方特产汇聚
年货会，物美价廉的放心年货吸引众多
市民争相抢购。望城区副区长喻霞元告
诉记者，望城既是省会市民的“米袋子”
和“菜篮子”，也是市民“周末去哪儿”的
首选目的地。本次区政府组织了辖区内
的20多家优秀企业参展，为城市居民提
供众多绿色、优质的农副产品。

同时，湖南交通频道派出多路记者
奔赴湘西、永州、怀化等偏远山区，寻访
贫困农民，搜集其特色农副产品并在微
信公众号搭建预售平台，发动市民积极
认购爱心年货。 该频道总监杨跃表示，
主办方还将向一线交警、 环卫工人、低
保家庭及返乡务工人员赠送年货大礼
包。

� � � �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刘从武） 记者从1月28
日国家林业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
第一批濒危野生动物专项调查的14个
物种中，莽山烙铁头蛇为430至502条，
数量呈下降趋势。

我国特有的莽山烙铁头蛇，仅见于
湖南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宜章县和
广东南岭国家森林公园内，1989年被
陈远辉蛇博士发现。它是世界上第50
种毒蛇，也是蛇类王国的“大熊猫”，
当时数量约300多条。1996年被国际
保护组织列入 IUCN（世界自然保护
同盟）红色名录。该蛇头部呈三角形，
形如一块烙铁，通身黑褐色，尾部呈
白颜色， 因此又被称为莽山白尾蛇。
该蛇是剧毒蛇，由于体形巨大毒液分

泌量大， 已捕获的最重者达17.75千
克，超过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记载最
重毒蛇的15.44千克。

该蛇被发现后，就被列入了重点保
护对象。陈远辉进行了系列研究、人工
繁育和相关保护，撰写了40多篇学术论
文，开展人工养殖繁育。通过系列保护，
到2008年全国性大冰灾前，该蛇种群数
量达600至800条。

面对新调查的莽山烙铁头蛇数量，
陈远辉说：“目前最好能野外繁育，保持
蛇的野性本色， 但现在保护经费不足，
急需建立野外繁殖基地、研究中心等。”
如他所言，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
通过提议案，建立野外繁育基地，加大
投资力度保护好莽山烙铁头蛇栖息地，
开展野外繁育等。

通讯员 彭展 李玉洲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1月25日， 岳阳市中医院方春华的
病室里，暖流涌动。

巴陵石化己内酰胺事业部三班的
同事们带着捐款和为他卖500多公斤鱼
的所得，共计38505元，来看望老班长。
方春华感动得泪湿眼眶， 一个劲地说：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今年48岁的方春华，曾担任己内酰
胺事业部己内酰胺车间三班班长，爱人
没有工作。去年初，方春华确诊身患肺
癌住院治疗，12月初病情扩散。 当其家
人为巨额医疗费犯愁时，方春华所在车
间率先发出募捐倡议。

春节将近，病床上的方春华还有个
放心不下的事，他爱人在老家岳阳县筻
口镇承包的一个养鱼场该起鱼了。得知
这一情形后，三班同事合计，决定利用
调休时间，开私家车轮流到30公里外的
老班长家放水干塘打鱼。

三九严寒，在副班长周再德的带领
下，1月15日，三班同事“全副武装”，在
刺骨塘水中连续奋战8小时，将5000多
公斤鱼打捞上岸。临近傍晚，在当地鱼
贩收购大部分鱼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
租车将剩余的500多公斤鱼从筻口运送
到巴陵石化职工所在的鹰山社区叫卖。

与此同时，己内酰胺车间党支部书
记李先华通过“酰胺党员之家”微信群，
发布帮方春华销鱼的消息。车间主任王
文彬和班长易强鹏等老早守候在社区
广场，送鱼车一到，他们就立刻带人借
着路灯光，卸车吆喝叫卖。为了尽可能
帮助方春华， 大家商量鱼不论大小品
种，一律每公斤10元钱。

5公斤、10公斤、15公斤……尽管定
价略高于市场价，但前来买鱼的同事排
起了长队。不少居民围观后，也纷纷加
入“抢购”队伍。

至深夜11时， 鱼全部处理完毕。大
家手指冻得通红，累得筋疲力尽，但每
个人心里却是暖暖的。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邓微 杨万里

1月30日，永州市零陵区消防大队工作人
员来到水口山镇蒋家村， 对日前救下的一棵
百年古樟进行回访，发现该树仍然充满生机。
村民们握着消防人员的手说：“谢谢你们及时
出手，救了这棵古樟一命。”

1月28日下午2时15分， 零陵消防大队接
到119指挥中心报警，称蒋家村有棵百年古樟
自燃着火。消防人员迅速出动1辆消防车、6名
消防官兵前往处置。15时47分，消防官兵驱车
70多公里赶到现场， 发现古樟树的树干内部
中空位置正在燃烧， 数根粗壮的树枝已被烧
断掉了下来，树洞中不停地冒出缕缕青烟。

“大树的主干处是空心的，火在树干内部
燃烧。”树大，地形复杂，大树起火后人们不敢
上前扑火。消防官兵上前查看，该香樟树树干
内部中空， 缕缕青烟从树干多个洞口及一些
节点冒出。 带队指挥员根据现场情况立即下
达命令：用一只水枪先将树木淋湿，并从树干
顶部的树洞中向树干底部灌水， 将树干中心
部位的火势扑灭， 随后将水枪从树干的孔洞
处伸进树干，对着火部位进行喷射。

由于老樟树底部位置的树洞多， 在外部
风力的作用下， 树心着火部位形成“烟囱效
应”，火势向树心上部蔓延。救援官兵只能将
水枪从树干空心部位进入， 将水枪口朝上射
水控火。经过10余分钟的扑救，16时，火势被
成功扑灭。

这棵被救古樟树在2013年被零陵区政
府挂牌保护。信息显示，该树树龄有320年，胸
径150余厘米，覆盖面积约50余平方米。据推
断，由于该树树龄较大，树干内部很有可能被
虫蛀腐蚀， 腐败物在树洞内发酵产生了易燃
气体，从而引发自燃。

� � � �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通讯员 杨佳
俊 唐煜斯）日前，一场为长沙市民精心
打造的有关数字艺术画展的视觉盛宴
在湖南省展览馆浓情上演。据悉，这是
目前为止湖南省内举办的首场大型数
字艺术画展。

此次画展为《走进印象派·100年数
字回顾大展》， 是由湖南省文化厅及长
沙市委宣传部牵头筹备的湖南省（国
际） 艺术博览会中法文化交流项目。旨
在丰富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提升市民

的艺术鉴赏能力。 据悉， 该画展已于
2015年12月18日开馆，将持续到3月16
日。

本次画展旨在通过3D-MAPING
雕塑投影秀、动态人物幻影成像、多层
纱幕投影、微型建筑投影秀、步入式弧
形碗幕投影秀、3D影院和真实裸眼3D
等全新多媒体技术，力求为观众提供一
次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让观众感受艺
术家通过画作所表达的深层意境，领悟
艺术的魅力。

专耕“责任田”
———长沙探索乡镇（街道）纪（工）委书记专职化模式

三湘风纪

“爱心年货”俏星城

莽山烙铁头蛇数量下降

首场数字艺术画展举行

百年古樟自燃
消防百里驰援

� � � � 1月30日，参赛的小选手拼装制作机器人。当天，第四届湖南省科技
馆家庭机器人挑战赛在省科技馆举行。来自长沙、衡阳、娄底的近百位
选手参加了比赛。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机器人
“打擂台”

工友情深暖严寒

� � �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振 陈再兴）今天，记者从平江县城管局获悉，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昨日对外公布2015年国家园林城
市名单，该县荣膺“国家园林县城”。

近年来，平江县委、县政府把创建国家园林县
城作为提升县城品位、 改善人居环境和构建大
美平江的重要抓手，大力实施县城绿化、硬化、

美化、亮化、净化五大工程，先后投入绿化专项
资金1.9亿元，投入绿化养护资金850万元，积极
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园林建设， 鼓励相关单位创
建园林单位。

目前城区绿化覆盖面积达462公顷，绿地面积
达410公顷， 绿化覆盖率为38.5%， 绿地率为
34.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9.8平方米。

平江荣膺“国家园林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