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肖立军 王琳） 省水利厅从源头治
理“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一手抓整治，一
手抓规范，让伸手者必被捉。截至8月底，全
省水利系统通过“大起底”，已发现问题数
226件，查处67人，其中2人被移送司法机
关，共追缴违规资金317万元。

畅通渠道促整治。 省水利厅在抓好信
访举报主渠道的同时， 全方位拓宽案件线
索来源。每月收集整理水利舆情，归集问题
线索。通过明查暗访、交叉检查、随机抽查
等方式， 收集损害群众利益等方面的问题
线索。 对水利工程建设领域、 惠农政策落
实、投资计划、资金使用管理等方面进行专
项检查，重点收集关键岗位工作人员、基层
干部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线索。 建立

案件线索资源和信息共享机制， 在实施财
务监督、审计监督过程中发现问题线索。

改革建制促规范。 针对水利工程建设
领域、水行政管理、水利资金安排使用等廉
政建设风险点，省水利厅从源头上找原因、
堵漏洞。制定了《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
意见》《行政审批事项合并办理实施办法
（试行）》，进一步精简下放审批事项，简化
审批流程，全面推行项目集中审查审批。针
对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易发多发的问
题，省水利厅加强对水利工程招投标监管，
在全省率先推行电子化招标投标系统，基
本实现全省政府投资水利工程施工和监理
招标投标全过程电子化， 招投标各环节全
部在线进行， 全流程采用电子文件在线流
转。

从源头治理“雁过拔毛”

省水利厅一手抓整治一手抓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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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8月23日， 祁阳的李先生发现一辆印有
“规划建设执法”标识的皮卡车停放在小区楼
下，他意识到该车可能涉嫌公车私用，便拿出
手机随手一拍， 将照片上传到省纪委官方微
信“‘四风’举报一键通”栏目。

5天后，网上公布处理结果：李先生反映
的问题被当地纪委查实， 涉事工作人员被严
肃追责。李先生由衷感叹：“发现‘四风’问题，
拿出手机一摁就可以直通省纪委，真方便！”

这是湖南省纪委今年来打造网络举报平
台纠“四风”，推动“开门反腐”的一个缩影。

剑指“四风”顽疾，
8个月处分120余人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
风等“四风”问题，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反映
最突出、影响也最恶劣。

目前， 纪检监察机关收到的群众举报件
中，很多与“四风”问题有关。其中，公车私
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违规操办宴席等反
映最为集中。

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才能让“四风”顽疾
在群众的“火眼金睛”之下无立锥之地、藏身
之所。今年2月24日，湖南省纪委在官方微信

“三湘风纪”上开通“‘四风’举报一键通”功
能，与三湘风纪网“‘四风’举报一键通”栏目
实行一个平台管理，多渠道、立体化、全天候

接受群众举报。
截至今年8月，该栏目共收到网民各类举

报3718件，回复处理3567件。其中，对属于栏
目受理范围的133件举报进行了发函交办，督
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各类“四风” 问题
350余个，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20余人，并在网
上对举报件办理情况进行公开回复。

盯紧关键节点，
“点穴”式根治“节日病”

每到春节、端午、中秋等重要节点，“‘四
风’举报一键通”往往会发挥巨大的威力：通
过紧盯关键节点， 坚持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纠

“四风”，“点穴”式根治“节日病”。
9月1日，省纪委官方微信刊文《中秋国庆

将至， 省纪委“四风” 举报一键通全天候等
你》，动员广大网友“擦亮”双眼，举报节日期
间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四风”问题，并再次详
细介绍了“一键通”的使用方法。

节日期间，“‘四风’举报一键通”栏目将
重点受理党员干部违规收送月饼和礼品、违
规公款吃喝、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使
用公车、出入私人会所等十类行为，并将协调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违规者进行严惩。

“群众反映的事，再小也是大事！”面对四
面八方而来的“四风”举报，栏目组积极协调
和督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相关职能部门进
行及时、妥善处理，力争做到“事事有回音，件
件有着落”。

“钉子般”督查督办，
“湖南经验”受推介

今年年初， 一封只有寥寥数语的举报信
引起了栏目工作人员的注意。举报人反映，怀
化市地震局局长贺慧明长期将单位公车加油
卡占为己有， 多次用该加油卡为其私家车加
油。

按照相关程序， 工作人员立即对投诉件
进行研究分析， 并第一时间向怀化市纪委发
函交办。当地纪委立即成立调查组，以“三公”
经费例行检查的名义进驻地震局展开调查，
获取了大量的“一手”证据材料。

栏目组工作人员没有“一交了之”，始终
与调查人员保持联系， 及时了解调查进展情
况，并赶赴当地开展有关协调工作，推动调查
顺利开展。

在大量的证据、事实面前，当事人终于承
认了自己使用单位油卡给私家车加油、 公车
私用、 私车维修费用在单位报账等问题。最
终，怀化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贺慧明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建议按程序免去其市地
震局局长职务，责令退出违纪所得。

这起“四风”问题的受理交办、调查处理、
公开回复的全过程，还图文并茂地被新华网、
人民日报客户端、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及官
方微信等纷纷转载，引起网友们的强烈反响，
在全省党员干部当中起到了良好的警示教育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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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
2+3456789:;(< %! =>.?@A/BC #&
"D $' EF.<GHIJ-KL8

MNO.PQ ( RSTUVWXYZ[\S]%! =
>.?@A^TB & _`Uabc.d `UVW.ef
ghiTjkl & <?@Aamn& opabqrYZ.h
stuvwxyz

{|h}~��?Q���h���?������
?z

O.Ih-���v�����#���������
��#���� ¡z l9¢£c.<¤¥¦§.E <
¨©ª«¬h®.¯<°±²³´µh¶·¸�¹º¸
»¼½»¼h ��<.¯¾¿À,-ÁÂ<¤¥ÃÄÅ
Æz

0%&'(Ç+ÈÈ�� É+KÊËÌÍÎ/67
ÏÐIÑÒÓÔÕÖ×ØÙN*+,-.hÚÛÜ�ÚÝ
Þßà\á��� âaãäå �,-ÁÂ�æçè<é
êha»ëìí*+î±ïð]B*+,-ñòóô»_
õö4÷�õöqø<ùúz !!"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张铁山 ）今天，长沙市开福区公
安分局通报了一起特大传销案， 捣毁传
销窝点195个，抓获传销人员266人，群众
拍手称快。

近日，接群众举报，在开福区月湖大市
场附近，经常有一伙“唠唠叨叨”的人，他们
向大家宣传可以一夜暴富的“1040阳光工
程”，声称只需要缴纳69800元会费，就可
以在一到两年内拿到1040万元的回报。经
过警方缜密调查， 这是一个由广东发展而
来的巨大传销组织。

9月7日凌晨，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
署下，公安、工商、街道等多部门开展联合
行动，一举捣毁传销经理室14个、传销窝
点195个， 刑事拘留传销组织领导骨干成
员39人，教育遣返传销参与人员227人，扣
押涉案银行卡200余张、 传销宣传资料若
干份，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当中。

公安机关提醒，不要相信所谓的“连
锁经营业资本运作”， 这种空穴来风的
“纯拉人头” 投资就是典型的非法传销，
而且大部分传销人员都是从亲戚或朋友
关系入手。

三湘风纪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先志 王蓉 邱亚平

名片
李志明，中共党员，1991年1月出生。蓝

山县归雁创业园一家毛织服饰加工企业
负责人，公司产品远销欧美、韩国等10多个
国家和地区。
� � � �故事

9月12日， 李志明创办的毛织服饰加
工厂门口， 等待拖货的车辆排成长龙。在
出口疲软的大环境下，2015年， 李志明的
企业营业额实现2286万元。今年预计突破
3500万元。

李志明的一位“发小”告诉记者：“军
营锻炼了李志明。”

李志明是独生子。2007年高中毕业，
他参军入伍。在部队，李志明荣获“优秀士
兵”称号，记三等功一次。

2009年,李志明退役，他从一家铸钢厂
的普通工人做起，成长为厂长，管理50多
人。2012年，李志明任一家毛织厂厂长，不
久，他发现了商机：蓝山县是全国第三大
“外向型毛织加工基地”，过去都是人工手
摇机生产，效率低下，生产成本特别是人
工成本高。而一台数控电脑织机的生产量
等同5名工人人工生产的总和， 一名工人
可控制10台数控电脑织机。 在他的提议
下，企业投入280万元进行产业升级，不到
半年收回成本。

“牛刀小试”，坚定了李志明自主创业
的信心。2015年初， 李志明东挪西借筹集
1000万元选址建厂。 尽管离预算的2000
万元差一大截，但李志明没有气馁。他用
厂房、住房和家里能够抵押的物品全部向

银行抵押， 邀请志同道合的创业者加入，
把看似不可能的事做成了。

李志明回忆：“困难无助时，我经常浮
想起在部队第一次30公里野外拉练时的
情景，我又有了动力。我想，创业就是一场
拉练，只要坚持，没有什么不可能。”在部队
第一次拉练， 李志明所在的班独生子占9
成，不被人看好。大家憋足了一股劲。出发
不到10公里，不少人双脚起泡，但没有一
个人放弃，大家互相鼓励着前进。班长最
多的时候肩上扛了4支枪。最终，他们第一
个到达目的地。

2015年3月企业投产， 李志明拿着样
品到广州等地跑订单。一开始到处吃“闭
门羹”，李志明使出了“缠”的办法，反复上
门推销。终于，有外贸公司给了少量订单，
但对产品针脚线的整齐度等都有苛刻的
要求。李志明日夜守在生产车间，带领大
家一次次调试机器设备， 严格生产要求。
公司烫衣部工人赵杰说：“一次，一件毛衣
欠平整，他亲自重烫了两遍。”

首批产品交付， 外贸公司赞不绝口。
从此，订单不断。去年下半年，李志明一改
传统毛织加工企业单一来料加工生产模
式，发展起原材料采购、生产、检验、出口
等一条龙业务，企业日渐红火。

创业就是一场拉练

李志明 图/张杨

让“四风”顽疾无处藏身
———省纪委“‘四风’举报一键通”力推“开门反腐”

“三实”信息采集
入侗乡

9月10日， 通道侗族自治
县坪坦乡克中村， 民警在进行

“三实”（实有人口、 实有房屋、
实有单位）信息采集。今年，怀
化市公安机关积极开展“三实”
信息采集工作， 挨家挨户采集
居民信息。 罗明媚 摄

四川，绝处逢生

开福警方一举捣毁195个传销窝点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昂 整理
本期联盟党报 四川日报

82年前，离开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始
了艰难而伟大的长征，红军长征在四川的历史
被视作是整个红军长征史中最浓墨重彩的篇
章。在红军长征途经四川的一年零八个月中，发
生了很多重大事件与奇迹。9月上旬，联合采访
团来到四川，沿着红军的足迹重温历史瞬间。

飞夺泸定桥
长征途中,红军多次绝处逢生,而飞夺泸定

桥是关键一役。
时间回到1935年5月27日。那天下着大雨，

红二师四团的战士们正沿着大渡河西岸一条
羊肠小道往泸定桥疾行。小道的一边是高耸入
云的山峰，一边则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稍不
留意就可能坠入大渡河。

泸定桥修建于300多年前， 是大渡河上的
第一座桥梁，由13条铁链共12164个铁环构成。
一昼夜奔袭120公里后，红军战士于5月29日赶
到泸定桥西岸。当时，桥面上大部分木板已被
敌军拆空，敌军还在东桥头构筑了工事，并用
轻重武器不停向桥西岸射击。

危急时刻，红四团从二连挑选出廖大珠等
22名勇士，组成党员突击队。下午4点，22名勇
士冒着枪林弹雨爬着光溜溜的铁索链向东桥
头缓慢前进。勇士们背着枪，一手抱木板，一手
抓着铁链，边前进边铺桥板。正当勇士们爬到
桥中间时，东桥头突然燃起大火。勇士们面对
这突如其来的烈焰，一跃而起踏上桥板，直扑
东桥头，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接近桥头时，对岸
工事中的敌人被红军勇士的无畏气概震慑，纷
纷掉头逃命。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成功夺占
泸定桥，为红军摆脱险境杀开了一条血路。

老红军刘金山就是当年22名勇士之一，
1999年离世，享年91岁。1930年，刘金山参加红
军，经历过突破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突破乌
江、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
桥等重大战斗。1939年， 刘金山在抗战中腹部
中弹，肠子外流。被战友救下后，白求恩大夫给
他做了手术，刘金山才得以生还。直至离世，刘

金山体内还有一截白求恩大夫缝进去的羊肠。

征服第一座雪山
主峰海拔4950多米的夹金山是红军长征翻

越的第一座大雪山,这座山被当地人视为“连鸟
儿也难以飞过”的神山。“即使是现在,吃饱穿暖
翻雪山都不容易,更别提当年缺少足够的冬衣和
御寒的烧酒,加上红军战士绝大部分从未经历过
严寒气候,也没有翻越雪山的经验,其困难可想
而知。”红军翻越夹金山纪念馆馆长舒敏说。

1935年6月8日晚，红军先头部队占领宝兴
县灵关场，9日顺利过宝兴县城， 由陈光率领，
担任先遣队的红二师四团来到了长征途中第
一座雪山———夹金山下。

当时正值盛夏。但一到雪山脚下，马上寒
风呼啸，雪花满天，温度骤降。战士们在身体十
分疲乏、衣服
十分单薄、干
粮很不充足
的情况下，积
极做好翻山
的准备：用柏
树皮和干竹
子扎起一捆
捆火把；砍来
竹竿、树条做
成一根根路
杖；找来棕皮
做背心穿在
身上；用藏民
们送来的干
海椒作御寒
食品，扔掉一
些不必要的
物品轻装上
阵，扎紧腰带
绑腿。经过休
整，战士们于
6月12日向终
年积雪的夹
金山挺进。

夏日的

骄阳，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却把白雪照得晶莹闪
亮，晃得人睁不开眼。虽然太阳当头，山风却冷
得刺骨，越往上走，积雪越深，气压越低，呼吸越
困难。在冰天雪地的高山上和恶劣的气候条件
下，谁一旦躺下就会永远起不来了。红军战士们
相互搀扶着前进，不让一位战友倒下。战士们的
草鞋渐渐地裹满了冰雪，脚也冻得失去了知觉。
山上狂风四起，雪花随风扑面而来，像刀割一般
拍打着战士们仅用单衣遮盖的躯体。有的战士
草鞋穿烂了，只好光着脚爬过雪山，许多人得了
雪盲症，只好让战友拉着下山。

当天中午， 红二师四团终于翻过终年积
雪、空气稀薄、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在下午与红
四方面军一部在夹金山北边的山脚下突然相
遇，两军意外首次会师。14日，红军中央纵队顺
利越过夹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