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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
际， 我们缅怀在旅法勤工俭学时第一次
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
党”的主张的建党先驱蔡和森。

蔡和森（1895—1931），湖南省湘乡
县（今双峰县）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
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
级革命家，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
工人运动领袖。

蔡和森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
时， 与毛泽东结识并成为挚友。1918年4
月， 由毛泽东、 蔡和森等发起， 成立了
“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为宗旨”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学会
成立后的第一项活动， 就是组织青年留
法勤工俭学， 蔡和森被推选前往北京联
系。在京期间，受十月革命影响，他决心
“仿效列宁”，立志要在中国“加倍放大列
宁之所为”。 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与

母亲葛健豪、 妹妹蔡畅及女友向警予一
起，乘坐法国邮船公司“盎特莱蓬”号，踏
上赴法勤工俭学旅程。 在其带动下，到
1921年1月， 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者达360
余人，“为各省之冠”。

到达法国后， 他进入蒙达尼男子中
学就读。由于觉得学校功课太浅薄，不到
1个月后他就离校决心自学。他每天对照
法文字典读书看报，刻苦自学法文。仅仅
四五个月，他“猛看猛译”阅读各种法文
版小册子几十种， 研究了各派社会主义

学说和俄国革命的基本情况，用“霸蛮”
精神译出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
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左”派幼
稚病》《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的重要章节，
认定中国人民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1920年7月，蔡和森在著名的蒙达尼
会议上，明确提出“主张组织共产党，使
无产阶级专政”， 力求改造新民学会，揭开
在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创建党组织的第一
页。蒙达尼会议后，蔡和森在写给毛泽东和
陈独秀的三封信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列宁的建党学说，明
确告知毛泽东：“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
立一主义明确、 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
党。”他第一次提出了“明目张胆正式成
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的主张。 毛泽东复
信：“见地极当， 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陈独秀更将题为《马克思主义学说
与中国无产阶级》 的蔡和森来信与
本人复信一起在《新青年》上公开发
表，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蔡和森的建党思想， 对国内早
期共产主义者的建党活动起到了有
力的引导和推动作用。留法期间，蔡

和森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热情宣传马克思
主义， 将一批先进分子引向崇尚马克思
主义的方向； 三次领导留法勤工俭学学
生的革命斗争， 成为杰出的学生运动领
袖；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一起筹组中国共
产党旅欧早期组织，是“法国支部的创始
人”之一。蔡和森虽然没有参加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但他的建党思
想和建党活动， 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中
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1年10月，蔡和森等104位旅法勤
工俭学学生因参加革命斗争被法国政府
遣送回国。 当年， 蔡和森加入中国共产
党。 历任中共中央委员、 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英勇牺牲。

(撰稿：省委党史研究室 邹瑾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全省地税收入从1993年的33.9亿元，
跃升至2015年的1506.74亿元，21年增长
了44倍多；局机关连续9届18年保持“全
省文明单位”称号，局机关党委连续10年
被评为“省直基层党建示范点单位”，
2015年获评“全国文明单位”，目前全省
唯一一家拟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殊
荣的省直单位……建党95周年之际，省地
税局机关交出的这份“成绩单”， 璀璨亮
眼。

一串串数字里、一项项荣誉中，有一
种力量让人刻骨铭心。“是机关党组织的
坚强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鼓
舞着湖南地税人‘带好队、收好税、执好
法、服好务’，履行好‘为国聚财、为民收
税’的光荣使命。”省地税局党组书记、局
长张云英如是说。

确保党建责任层层压实到
每一个支部、每一名党员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省地税局面临经
济下行、营改增、系列减免税政策带来的
税收减少、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等多
重压力，机关定位转型势在必行。怎么定
位怎么转？局党组判断：党建工作是抓手！

让党的领导更有力更有效， 前提
是强化责任担当。 局党组一班人牢记
习总书记“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的
要求，经常研究加强党建工作，分析党员
的思想状况，带头联点、带头讲党课、带头

过组织生活。仅2015年，局党组就有6次
就党建工作进行专题研究。领导示范就
是最好的带动。 在党组成员的带领下，
各处室和部门的负责人也切实落实了

“一岗双责”，省局机关21个党支部书记
全部由处室和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担任，
既担当完成业务工作的责任，又担当做
好支部党建工作的责任。

理论学习是先导。结合学习型党组
织建设， 省局机关党委整合党性教育、
廉政教育、地税讲堂等资源，通过培训
班、报告会、上党课等形式抓学习，对支
部学习情况进行日常督查、 年终检查，
对支部和个人学习笔记进行抽查，从而
有力地保证了学习效果。2015年， 省局
机关21个支部共组织学习328次， 每个
支部的学习都在15次以上。

为了增加抓党建工作的压力，局机
关还建立了严格的考评机制，把党建考
核的指标量化纳入到了全省系统绩效
考核体系，明确了每月开展一次支部学
习、 每年支部书记至少讲一次党课、支
部书记向机关党委和支部全体党员述
职等“铁制度”，确保党建责任层层压实
到每一个支部、每一名党员。

地税业务工作开展到哪里，
党建工作就延伸到哪里

省税务部门是一个业务性很强的
部门，而党员占干部总人数的73%，党建
工作成效、党员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工作
大局。地税局机关根据税务部门工作特

点，坚持党建工作总揽全局。一直以来，地
税业务工作开展到哪里，党建工作就延伸
到哪里，实现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深
度融合。

2015年，税务总局确定我省上线“金
税三期” 项目，这是“互联网+税务”信息
(化)管税的重点工程。为了确保项目如期
上线，从当年4月起，省地税局相关处室的
工作人员组成“金税三期”项目开发组，每
天加班加点，“白加黑”、“5+2”成为了工作
常态。

项目建设中，党员干部高高树起了一
面旗帜。项目开发组共112人，其中党员就
有103人。 在开发组里， 加班最多的是党
员，任务最重的是党员，效率最高的还是
党员。

在项目开发最紧张的时刻，现已退休
的原征管和科技发展处处长、支部书记王
振军接到岳阳老家打来的电话：80多岁的
老母亲因为冠心病住院。 王振军思量再
三，只能愧疚地对妻子说：“‘金三’上线时
间紧、任务重，一个萝卜一个坑。我要是走
了，会影响整个项目的进度。作为一名党
员、一名支部书记，我只能坚守岗位。请你
替我照顾母亲，等忙完了我再回去陪老人
家。”

在“金税三期” 项目开发组，夫妻党
员、 父子党员齐上阵的故事还有很多。在
党员的示范带动下，自4月“金税三期”工
程启动到10月8日成功上线， 参与项目的
成员平均加白班46个，晚班161个，完全没
有节假日。

机关党员走出办公室，与一
线企业、群众“同坐一条板凳”

“正愁算不清楚企业的税收优惠政
策， 省地税局机关干部就送来了‘及时
雨’！” 6月15日，在听完省地税局财产和
行为税处处长莫曲波的“资源税政策宣
传课” 后， 辰州矿业有限公司有关负责
人满意地说。

6月14日至16日，省地税局财产和行
为税处党支部的全体党员来到沅陵，与
结对联系的县地税局第五税务分局党员

“同学习、同劳动、同吃住、同过组织生
活”。这样的“机关支部联基层”活动，省
地税局机关的21个党支部每年至少要举
行一次。

省局机关党员干部每天工作大都集
中在办公室， 与一线企业和纳税人的交
流少之甚少。 为了让机关党员拉近与基
层群众的距离， 省局机关党委每年都组
织机关支部党员到农村、 进社区开展访
贫问苦、结对帮扶和税法宣传。省局机关
每个支部联系 1-2家基层税务分局
（所）、办税服务中心党支部，在送资金、
送政策、送服务下基层的同时，与基层一
线干部群众和企业负责人“同坐一条板
凳”，体会基层的酸甜苦辣。

近两年， 省局机关党委共组织21个
党支部的300余人党员深入地税系统基
层一线帮扶促收；到农村、进社区开展扶
贫解困、爱心助学等活动，仅去年就引进
帮扶资金290万元。

肖华

党纪党规划出了党员干部行为的红线、底线，却仍有人
“削尖脑壳”想打“擦边球”。重庆巫山某部门工作人员陈春林
及妻子，拟以其女考大学名义操办宴席。为规避调查，两人在
操办升学宴前4天办理了离婚手续。当地街道党工委、纪工委
对陈提出告诫，但他辩称宴席系前妻所设，与其无关。目前陈
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辞退。

用自作聪明的手法，来绕避党纪党规的约束，自然会在
铁一般纪律面前碰得鼻青脸肿。就前述的案例而言，参加升
学宴的人，都是冲着陈春林的身份去的，与其妻关系不大。因
此，用离婚的“障眼法”掩盖升学宴的违规本质，并妄图逃脱
处罚，无异于“掩耳盗铃”。

近些年，各地为了杜绝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出台了
不少规定，对宴请范围、宴席规模、事前备案等方面作出严格
要求，而且明确规定要严肃追究违规当事人责任。但一些人
还是恶习难改，心存侥幸，认为手段高明些，办得隐蔽些，就
可以蒙蔽下去。岂不知规矩绝不是讲在嘴上、挂在墙上的“形
式”，再“习惯性变通”，必吃苦头。我省党员干部要以那些身
边的反面典型为戒，严保遵纪合规的政治自觉，切不可任性
而为。

早在高考、中考放榜之前，湖南省教育厅就下发通知，严
禁教育系统公职人员操办和参加“庆功宴”、“谢师宴”，强调
对借机变相敛财、铺张浪费、公款宴请等行为，要严查严究，
公开曝光，决不姑息。

严肃党规党纪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变通”行不
通，方显党规党纪的威严。在学生升学的特殊时段，我省各级
纪检机关以严执纪、抓早抓小，必能让“文明、节俭、廉洁”的
谢师方式蔚然成风，使党纪成为真正的“带电高压线”。

防汛抗灾进入关键阶段
省防指要求强化防汛抗灾督查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汤喜春）当
前，我省防汛抗灾进入关键阶段，湘中以北地区将迎来两次
强降水天气过程。省防指今天召开防汛抗灾视频会商会，部
署强降雨防范工作。省防指要求，强化防汛抗灾督查，狠抓
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凡是因责任不到位、措施不落实造成
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必须严肃查处，绝不姑息。

据省气象部门预报，6月27日至29日，湘西北、湘北地区
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 部分大到暴雨；7月1日至4日，湘
西、湘北雨势再度加强，部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两次强
降雨过程，均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会商分析，即将到来的两轮强降雨过程，基本覆盖湘中
以北地区，跨越湖区和山丘区，防御范围广、防守难度大。

副省长、省防指指挥长戴道晋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继续
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坚决打赢防汛抗灾这
场硬仗。 要突出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 水库和尾矿库防
守、中小河流及洞庭湖区防洪、城镇防涝、人口集中区防汛
等5个方面的重点防范。 要主动加强与驻地部队的工作对
接，为部队投入抗灾抢险提供全面服务和必要的技术指导，
齐心协力做好军地联防。

湖南共产党人
———省委党史研究室协办

旅法勤工俭学的

蔡和森：在法国率先提出
“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潇湘先锋

党旗高扬耀税徽 ———记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省地税局机关党委

三湘时评

“变通”行不通，
方显党规党纪威严

� � � �蔡和森 （资料照片）

里耶防洪堤
多处受损
省防指派出专家组现场指导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常世名）受特大洪水袭击，酉水
龙山县里耶镇防洪大堤多处受损。6月
26日，省防指派出专家组连夜赶赴里耶
镇指导抢险。

6月26日12时， 酉水里耶镇防洪大
堤桩号2+230米～2+380米堤段发生滑
坡险情， 其中有50米堤段变形特别严
重，坡面整体隆高0.4－0.6米。险情发生
后，副省长、省防指指挥长戴道晋紧急
赶赴省防指值班室，迅速召集抢险技术
专家会商， 并派出专家组赶赴现场指
导。

据已抵达里耶镇的省防指专家组
组长彭如新介绍， 针对这处溃垸性险
情，专家组已提出抢险方案，主要是以
编织袋装砂卵石， 进行抛石固脚护坡。
当地已准备2万个纺织袋和大量砂卵石
以及雷诺护垫，6月28日开始施工。

因受洪水浸泡、冲刷，酉水里耶镇防
洪大堤内坡（背水面）多处受损，当地正
在抓紧处理，所幸外坡（迎水面）除前述
滑坡险情外情况良好； 另一条河流长潭
河的拦河坝也出现内坡受损险情。此外，
酉水里耶镇防洪大堤排涝泵站的进水设
备因淤泥堵塞， 预计需要10天时间才能
恢复运行。

（上接1版②）
杜家毫指出，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需要各

方面的鼎力支持。 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继续关
注、支持和参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多调研、多协商，多提宝
贵意见，同时监督政府抓落实，使各项政策、措施见到实效。
省政府将充分吸纳政协的协商监督意见和参政议政成果，
认真办理政协委员的提案和意见建议， 自觉接受政协民主
监督。

下午，进行了分组讨论，常委们围绕关于“推进我省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向中共湖南省委、 省人民政府的建议案
（草案）进行了说明，协商了有关人事事项。

（紧接1版①）福建等试验区要突出改革
创新，聚焦重点难点问题，在体制机制
创新上下功夫，为其他地区探索改革的
路子。

会议强调，加快推进对失信被执行
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建设，有利于
促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决定的义务，提升司法公信力，推进社
会诚信体系建设。要建立健全跨部门协
同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明确限制项目
内容，加强信息公开与共享，提高执行
查控能力建设，完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制度，完善党政机关支持人民法院执行
工作制度，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的信用惩戒大格局， 让失信者寸步难
行。

会议指出，中央授权海南开展省域
“多规合一”改革试点一年来，海南结合

实际，积极推进改革探索，梳理化解规
划矛盾，统筹主体功能区、生态保护红
线、城镇体系、土地利用、林地保护利用、
海洋功能区规划，在推动形成全省统一
空间规划体系上迈出了步子、探索了经
验。深入推进这项改革，要着重解决好
体制机制问题，处理好改革探索和依法
推进的关系，一张蓝图干到底。中央有
关部门要加强统筹指导。

会议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
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
真枪干是不行的。地方各级党委要多在
攻坚克难、解决问题上下功夫。目标任
务要抓实，围绕体制机制创新，自觉运
用改革思维和改革办法推进各项工作，
区分轻重缓急，优先推进、重点保障党
中央明确的重要改革任务、地方破解发
展难题迫切需要的改革任务、同群众切

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改革任务。精准落地
要抓实，对症下药，制定实施方案直奔
问题去，充分调研论证，突出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 要准确把握改革内在联系，
提高改革系统集成能力。探索创新要抓
实，继续鼓励基层创新，形成改革者上、
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及时总结推广
地方的创新做法。 跟踪问效要抓实，抓
好改革督察，开展评估工作，做到基本情
况清楚、问题分析清楚、工作方向清楚。机
制保障要抓实，完善督办协调、督察落实、
考评激励、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重视改
革队伍建设，搞好业务培训，加强业务指
导，提高推进改革能力和水平。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地
方改革创新的支持，对地方改革出现的
问题要加强研判，制定专案，有针对性
地加以解决。 要加大改革宣传力度，在
全社会形成良好改革预期，凝聚起推动
改革强大气场。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员
出席，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及有关地
方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聚集改革资源激发创新活力
更加富有成效抓好改革工作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廖晓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保卫黄河》《团结就是力量》……昨天下午，

“颂歌献给党”———湖南省文化厅系统庆祝
建党95周年合唱比赛在湖南音乐厅举行。

比赛现场，一首首红色经典歌曲铿

锵有力，荡气回肠，激发起文化工作者热
爱党、 热爱祖国、 热爱事业和生活的情
感。此次合唱比赛，共有省文化厅系统的
760多位干部职工参加。 湖南艺术职业
学院、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省
文化厅艺术幼儿园获得一等奖，另评出
二等奖5个、三等奖6个、特别奖2个。

文化工作者颂歌献给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