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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陈昂

他们是这样一股力量：以“党建+”加起党
员干部群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用党建抓起
了连续3645天安全生产， 多渠道为流动党员
搭建舞台、 架起了外来人员和当地党委政府
之间的连心桥……

他们是这样一群人： 经历不同， 岗位不
同，所处环境也不同，但他们都以实际行动展
示了共产党员的良好风范， 赢得了人民群众
发自内心的敬仰、爱戴与称颂。

6月30日，我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
年大会在长沙举行，100名优秀共产党员、100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99名优秀乡镇（街道）党
（工） 委书记和1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简称
“三优一先”)获得表彰。荣誉的背后，是他们对
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捍卫国家、集体、人
民利益的不懈追求。

特别讲奉献，特别讲担当
他们普通朴实， 在平凡甚至艰苦的岗位

上执着坚守奉献———他们，有着实干的脊梁。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宇翔从

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已经有25年。“别人都
觉得思政课枯燥无味，但我觉得‘冷灶’也能

‘弄热乎’。”陈宇翔说，他们运用视频、甚至动
漫，用网络，还有微视频，炒出了一份份美味
的“思政大餐”。

在学校耕耘“思想田地”的同时，陈宇翔
还是一个移动的“政治课堂”。2012年以来，陈
宇翔连续4年，先后动员50多位老师，800多名
本科生和研究生， 成立40多个暑期社会实践
和理论宣讲小分队，利用暑假和其他休息日，
奔赴省内20多个县市、近百个乡镇、社区和村
庄， 广泛宣讲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和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 解答基层党员、 群众关心的问
题。4年来师生共撰写调研报告100多份，通讯

稿100多篇。

群雁高飞头雁领
正是有了一个个党务工作者的“领飞”，

基层一线的群众才看到了更加清晰的未来，
拥有了更为真切的获得感。

在蓝山县毛俊镇毛俊村村民心中， 村支
书廖仁旺是毛俊这个“百家姓” 村的“黏合
剂”，原本一盘散沙的村支两委硬是被他“黏”
成了一座坚强的战斗堡垒。“讲民主， 遇事与
群众商量，是我的‘管家妙招’。”廖仁旺介绍
说，为了管好每年两三百万元的集体收入，村
里专门成立了由老党员、老干部、老先进“三
老”和村民组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
的理事会， 分成账目监督和财产清算两个小
组，每年对村集体资金收支情况进行监督，并
将资金使用情况定期张榜公示， 让全村百姓
清楚地知道每一笔资金的去向， 切实做到由
群众“算账”、让群众“对账”、向群众“交账”。

“官”虽不大管得“宽”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乡镇党委书记就是

基层群众眼中党的干部的“形象代言人”。
为了改善干部队伍面貌，激发工作活力，

怀化麻阳苗族自治县高村镇党委书记陈操在
全镇推行“百分制”量化考评机制。所有干部
每月进行一次考核，结果与补助挂钩；年终进
行综合考评，由全体干部进行公开投票，对投
票结果排名前10名的干部职工， 在年终奖基
础上增加500元到1000元；对排名最后2名的
干部职工， 年终奖则按干部职工标准的一半
执行； 对总分低于60分的干部职工报告组织
人事及主管部门，提请或建议调离本镇工作。

“制度推行起来遇到过阻力，也有过不理
解。”陈操说，但我们坚持这是改进干部作风
的一剂“良药”，“再苦口也要喝下去”。现在，
全镇干部作风焕然一新。 群众说，“有这支队

伍在，高村的明天一定更美好。”

“非公企业党建不能弱”
一个基层党组织，就是一座战斗堡垒。
株洲江山置业有限公司是一家由原株洲

市木材公司改制重组的非公有制企业，主要从
事生物制药、房地产开发、传统工业和市场租
赁四大产业。2004年公司成立之初， 董事长刘
晓武就提出要建立党委：“我们非公有制企业
与国有企业在所有制性质上有区别，但党的建
设必须加强，不能减弱。”为此，公司安排了专
门的党建活动场所和活动经费，并建立了“党
员活动日”、“党员示范岗”、“党员轮训”、“一对
一帮扶”等许多行之有效的服务平台和活动载
体。公司还利用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平台，鼓励
员工终身学习，对取得学历学位的给予现金奖
励，员工自学获得技术职称、技术等级证书的，
凭有效发票报销学费，公司根据所获得的技术
职称、技术等级安排适当的工作岗位。

抓党建就是抓生产力。2015年公司经营
收入9亿元，实现利税1.1亿元，公司所属四大
产业安置社会就业12000余人。“实践证明，党
建工作越有作为， 企业发展就更加稳健。”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晓武信心满满地说。

先进源于责任,优秀彰显党性。受到表彰
的1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和299位优秀共产党
员、党务工作者和乡镇党委书记，在推动我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上， 发挥着先锋模
范带头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 让党的旗帜高
高飘扬在三湘大地。 他们的信念、 责任与担
当， 也必将引领和带动390万党员和7000余
万三湘儿女取得新的辉煌。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邹太平 庄严）6月30日，经省纪委立案
审查并报经省委批准，决定对7名省管党员
领导干部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省有色地质勘查局原党组
书记、局长王迪生严重违纪案

经查，王迪生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
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权在
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亲属谋取利益； 严重违
反生活纪律， 长期与她人保持不正当性关
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
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已涉嫌犯罪。

王迪生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理想信念
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性质恶劣，情节
严重。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等相关规定，
决定给予王迪生开除党籍处分、 并取消其
退休费待遇； 已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省政府办公厅原副厅级
干部欧爱国严重违纪案

经查，欧爱国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不按
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严重违反生
活纪律，长期与她人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 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
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已涉嫌犯罪。

欧爱国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理想信念
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性质恶劣，情节
严重。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等有关规定，
决定给予欧爱国开除党籍处分、 并取消其
退休费待遇； 已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巡视员
刘会和严重违纪案

经查，刘会和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不按
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严重违反廉
洁纪律， 利用职务之便低价购房侵犯集体
利益，违规发放、领取补贴，长期向服务对
象借用车辆；严重违反生活纪律，长期与她
人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并进行权色交易；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 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
人谋取利益并伙同他人收受财物， 滥用职
权，致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失等问题，已
涉嫌犯罪。

刘会和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理想信念
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性质恶劣，情节
严重。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等有关规定，
决定给予刘会和开除党籍处分、 并取消其
退休费待遇； 已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益阳市政府原党组成员 、
副厅级干部李霖严重违纪案

经查，李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
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对个人拥有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等问题，已涉嫌犯罪。

李霖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理想信念丧
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性质恶劣，情节严

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
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等有关规定，决
定给予李霖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已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处理。

湖南日报社原党组成员 、
社务委员薛伯清严重违纪案

经查， 薛伯清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为
谋求职务升迁送给他人财物， 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上为他人谋取
利益并收受财物；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
规经营与其任职公司同类业务， 谋取非
法利益；严重违反生活纪律，与多名女性
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并非法生育一孩；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 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
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送给他人财物， 挪用巨额公款进行非法活
动和营利活动， 参与赌博， 赌资巨大等问
题，已涉嫌犯罪。

薛伯清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理想信念
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且在党的十八
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
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参
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
定，决定给予薛伯清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 已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

衡山县原县委书记周建
严重违纪案

经查，周建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
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在干部录用中
为他人谋取利益；严重违反廉洁纪律，接受
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 礼品及旅
游活动，违规领取奖金、补贴，在购买住房
中侵犯集体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
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
物，参与赌博等问题，已涉嫌犯罪。

周建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
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且在党的十八大
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
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参
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
定，决定给予周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 已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

沅江市原市委副书记、 市长
肖胜利严重违纪案

经查，肖胜利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为谋
求职务升迁送给他人财物； 严重违反廉洁
纪律，送给他人礼金、礼品；严重违反工作
纪律， 违规将公款借给私营企业并造成重
大损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
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等问题，
已涉嫌犯罪。

肖胜利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理想信念
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且在党的十八大
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
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
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等有关规定，决
定给予肖胜利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已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湖南日报评论员

6月30日，湖南省委决定给予王迪生等
7名严重违纪的省管党员领导干部开除党
籍， 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一决定，充分彰显
了省委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 表明了省委
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的坚定决心， 传递出越往后执纪
越严的强烈信号。

腐败，是老百姓最深恶痛绝的事。建党
95年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反腐倡廉作为
一项重要工作。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重拳反腐，对腐败现象决不姑息，对腐败分
子决不手软，“打虎”“拍蝇”“猎狐”，成绩有
目共睹，群众拍手称快。我们党严肃查处一
些党员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
明态度，向全党全社会表明，全面从严治党
不是口号，而是切切实实的行动。

激浊扬清，坚持激浊和扬清两手抓，让

党内正能量充沛，让歪风邪气无所遁形，铲
除腐败这个最致命的“污染源”，是我们党
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高度关注
的重大政治问题。打铁还需自身硬。坚定不
移惩治腐败，坚决清除害群之马，这是我们
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
的共同愿望。我们党成立95年以来，之所以
能够赢得人民支持拥护，不断发展、不断壮
大、不断胜利，就在于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坚决捍卫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反对腐败是党心民心所向， 铁腕反腐
才能凝聚党心民心。坚决惩治腐败，不是权
宜之计； 查处腐败问题， 也不搞 “适可而
止”。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持反
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猛药去
疴、除恶务尽，我们就一定能在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中，实现干
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就一定能赢
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定性胜
利，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 （记者 李国斌）昨
晚，“党的光辉照我心·红色经典之声” 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合唱交响音乐会在
省委党校举行，这是今年“雅韵三湘”系列演
出的一场。

本次音乐会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厅等
单位共同主办， 由省歌舞剧院合唱团担任合

唱，省愿景交响乐团担任交响乐演奏。省歌舞
剧院合唱团团长包燕飞介绍， 本次合唱交响
音乐会从筹备到演出历时一年， 参与演员达
300余名。

音乐会上，众多艺术家通过男女声独唱、
混声合唱、 乐器协奏等多种艺术形式与表现
手法庆祝党的95岁生日。 男中音歌唱家王耀

宏演唱了新歌《你的名字》，女高音歌唱家包
燕飞带来《党啊亲爱的妈妈》，今年初在三湘
大地广为流传的《不知该怎么称呼你》也在现
场唱响。 来自湖南省红领巾艺术团合唱团和
湖南小荷尖角合唱团的孩子们合唱了《红星
歌》和《共产儿童团团歌》，用他们清脆嘹亮的
歌声表达对党的纯真情感。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 （记者 张斌）省
纪委三湘风纪网今天发出消息， 常宁市委
书记曾义国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接受组
织调查。

曾义国，男，汉族，1963年8月出生，湖
南衡阳县人， 本科文化。1988年11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83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衡
阳市雁峰区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雁峰区
区委常委、副区长，衡东县县委常委、县纪
委书记， 衡阳市白沙洲工业园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等职务，2015年4月至今任
常宁市委书记。

湖南7名省管党员领导干部
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坚定不移惩腐败

常宁市委书记曾义国接受组织调查

先进源于责任 优秀彰显党性
———全省“三优一先”群像速写

合唱交响音乐会庆祝党的95岁生日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谢群）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
年，由湖南省文联举办的“潇湘魂”文艺作品
展今天在省展览馆开幕。 省政协副主席、省
文联主席欧阳斌出席开幕式。

此次展览分为“经典记忆”和“武陵追
梦”两大篇章。“经典记忆”展出优秀美术
作品150幅。“武陵追梦”的作品 ，是去年

省文联组织开展的“武陵追梦”文艺采风
创作活动中遴选出的110幅优秀美术、书
法、摄影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层面反映
了党和政府带领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美好画面，表达了我省经济社会文化等各
项事业在改革发展中取得的丰硕成果，充
分体现了我省文艺家们爱党爱国爱家乡
的情怀。

记者在现场看到， 展览囊括了陈白
一、黄铁山、钟增亚、朱训德、刘云、段江华
等众多湖湘名家的代表作。 省文联副
主席 、省美协主席朱训德告诉记者，此次
展出的作品是近些年来湖湘文艺家最好
的一批作品，可以看出湖湘文艺家的水平
和激情。

展览时间至7月5日。

6 月 30
日下午，湖南
省展览馆，精
湛的文艺作
品吸引了众
多艺术爱好
者。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潇湘魂”文艺作品展开幕
欧阳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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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30日讯（记者 张颐佳）昨晚，
长沙音乐厅内灯光璀璨，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
党成立95周年，由长沙市委宣传部、长沙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等共同主办的“颂歌献给党”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音乐会隆重

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肖雅瑜等与1000
余名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了音乐会。

作为一部献礼建党95周年的倾情力作，
整台音乐会以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改
革开放和新时代的经典旋律为贯穿主线，精选

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最具有代表性
而又广为流传的音乐作品。由湖南交响乐团和
中青年歌唱家易秒英、吕宏伟、刘洋真理、李思
组成的庞大演出阵势，将整台音乐会的氛围衬
托的庄严隆重又绚丽多姿。慷慨激昂的《阳光
中国》、《绣红旗》， 优美大气的《你是这样的
人》、《永远的雷锋》、《母亲》， 充满民族特色的
《瑶族舞曲》、《火把节的欢乐》……讴歌了湖湘
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
强所做出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功绩。

颂歌献给党
长沙市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