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段时间来，作为国内
最大HIV感染者社区的白桦林
联盟，陆续接到了全国30个省份
超过330位“艾友”打来的投诉电
话，称形形色色的诈骗分子能精
准找到自己。

艾滋病人本就不幸。在谈艾
色变的当下，被扒光般的隐私泄
露，比电信诈骗本身，于他们是
更致命的一击。到底谁动了艾滋
病患者的隐私？

眼下 ， 部分艾滋病患者已
经开始动摇对一些疾控中心的
信任， 这种信任危机也波及到
一些涉艾关爱项目的机构和组
织。

倘若这种信任链条崩坏 ，
势必会让一些高危人群不愿去
检测和治疗， 客观上增加了病
毒扩散的机会 。 这显然是所有
人都最不愿意看到的。

文/图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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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谁使长征胜利的呢？ 是共产
党。”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
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加强
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对“走
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的极端
重要性。

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 。
党的十八大以来 ， 中央全面从严
治党的布局 ， 就是一个由破除积
弊到固本培元 、由 “关键少数 ”到
广大党员 、 从集中性教育到经常
性教育的过程 。 我们一边拧紧思
想的 “总开关 ”：“三严三实 ”、“两
学一做 ”专题教育 ，补足共产党员

的 “精神之钙 ”；既绷紧作风的 “高
压线 ”：八项规定 、群众路线踏石
留印 ，会风 、学风 、文风 、工作 、生
活作风焕然一新 ； 又夯实制度的
“防护网 ”，从 《关于党政机关停止
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
通知 》、 《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
管理规定 》的出台 ，到 《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 》、 《中国共产党
问责条例 》的施行 ，制度成为硬约
束而不是 “橡皮筋 ”。

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八项
规定颁行至今近4年来，全国累计查
处问题13.9万起， 处理18.7万人，给
予党纪政纪处分9.1万人；2014年处
分人数较之2013年增2倍；2015年较

之2014年增长44%；2016年1至8月处
分人数已超过 2014年全年总数 。
2013年至2016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
机关惩治腐败共立案101.8万件，给
予党纪政纪处分101万人。 其中，立
案、结案、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数量逐
年上升。

无论是体现整体的 “大数据”，
还是横向比较的百分比都表明，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 “依
然严峻复杂”所言非虚。热播的纪录
片《永远在路上》也不时出现这样的
镜头： 好酒装在矿泉水瓶里， 购物
卡、螃蟹券夹在文件里，高级宴请躲
进食堂里……这是在说： 四风问题
藏得越深， 作风建设越需要稳扎稳

打、久久为功。
百代兴盛依清正，千秋基业仗

民心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党中央
4年来肃风整纪的实践已经试出
了人心向背 。 引来各方关注的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 将研究全面
从严治党重大问题 、 制定新形势
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 、 修订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
行 ）》等等 。这样的议程 ，正表明党
中央走好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长征
路的坚定决心。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作为一
个善于自我净化、 敢于自我革新的
执政党， 我们党正在用实际行动兑
现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省委书记杜家毫指出 ： 湖南不
靠海 、不沿边 ，走向世界靠蓝天 。省
委常委 、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要求
长沙县依托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加
快实现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的率先
突破 。 坐拥发展大临空经济优势的
长沙县 ， 应主动担当起构建湖南临
空型国际化增长极的发展重任 ，把
发展大临空经济作为促进产业结构
调整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
手抓实抓好。

坚持高起点规划定位 ， 主动融
入国家战略大格局 。应以国家 “一带
一路 ”、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湖南 “一
带一部 ”建设等战略为引领 ，以构建
湖南临空型国际化增长极 、 打造我
国中部和长江中游主体增长极为目
标 ， 高起点编制大临空经济发展规
划 ， 科学谋划大临空经济的产业发
展方向 、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 ，在更
大范围 、更高层面聚集资源 、人才和
市场 ， 努力把这一区域建设成为全
省经济最活跃的区域 。 对于最终确
定的规划 ，要坚持做到严管严控 ，以
铁的决心和手腕 ， 严格控制非规划
性建设 ，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 、连
续性 。

坚持高标准推进建设 ， 全力打
造对外开放主战场 。 临空经济是新
经济形态的代表 ， 最明显的特征就
是开放性 。要以空港新城 、黄花综合
保税区为核心 ， 以长沙国际会展中
心 、高铁新城为两翼 ，高标准打造长

沙临空经济示范区 ， 使之成为引领
湖南 、辐射全国 、走向世界的中部对
外开放 “主战场 ”、“新高地 ”，全力助
推长沙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和长沙县
挺进全国五强 。高标准抓好水 、电 、
路 、气及教育 、医疗 、文体等公共服
务配套建设 ，加快推进航空 、水路 、
仓储等口岸基础设施建设 ， 同步推
动电子口岸实体平台建设 ， 着力构
建立体口岸开放体系 ，努力形成 “大
进大出 ” “快进快出 ” “优进优出 ”的
大通道 。 做大做强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 ，努力实现干线机场变枢纽机场 、
航空港变航空城 、 国内一流机场变
国际一流机场 “三大跨越 ”，着力开
辟覆盖国内重点城市 、 通达全球的
“空中丝绸之路 ”。 要确保黄花综合
保税区 2017年 5月如期封关运行 ,努
力使之成为长沙乃至湖南 “开放发
展新引擎 、外贸服务新基地 、临空经
济新平台 、结构优化新战场 ”。做优
做特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 加快打造
现代化 、大容量 、辐射广的国际会议
会展商务区和中部现代服务业新高
地 。

坚持高门槛招大引强 ， 加速培
育创新发展新引擎 。 发展大临空经
济 ，离不开项目支撑 。要充分发挥区
港联动的竞争优势 ， 持续推进开放
招商 、精准招商和高门槛招商 ，突出
招大引强 、招商选资 、招商引智 ，推
动大临空产业集群式引进 、 链接式
承接转移 。要精心策划 、论证 、包装
一批符合国家政策导向 、 符合环保
要求 ，且投资密度大 、技术含量高 、
辐射带动性强 、 规模效益好的大项
目 、好项目 ，加快建立大临空产业项
目库 。 要坚持在引进目标企业来湘
创业 、引导重点企业外贸本地化 、引
领中小企业抱团出海等方面发力 ，
集中力量引进一批产业链条长 、“两
头在外 ” 的保税加工贸易 、 融资租
赁 、跨境电商 、展览展示 、航空物流
等领军企业 。 要大力推进开放式创
新 ，进一步加大引技引智力度 ，积极
吸 引 创 新 能 力 强 的 国 内外 科 研 院
所 、院校和企业进驻设立研发机构 ，
建立转化基地 ， 纵深推进双赢多赢
合作，不断提高大临空产业丰厚度 。

李云

10月21日，国务院发布 《关于
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
增收的实施意见》，瞄准技能人才、
新型职业农民、科研人员、小微创
业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基层干
部以及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分
类施策，实行激励计划，带动城乡
居民增收。

此举，应当视为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的重要一环。 这七大群体代
表了劳动者中的大多数和关键少
数。例如，科研人员是知识分子群
体的缩影， 技能人才是大量企业
职工的典型， 基层干部队伍可以
辐射到各级干部与公共管理从业
者。因此，政策选择的目标群体具
有明显的带动引领能力， 对全体
城乡居民增收能起到以点带面的
作用， 体现着政策设计的善意与
智慧。

人群有代表性，《意见》也提出
了不少的增收实招、硬招。如，针对
技能人才，《意见》明确，探索建立
企业首席技师制度， 鼓励企业采
取协议薪酬、 持股分红等方式，试
行年薪制和股权制、期权制，提高
技能人才收入水平。 爱因斯坦曾

说：“我没有特殊的才能，我只是激
情般地好奇。” 眼下国家经济要转
型升级，最缺的还是拥有创新精神
的高技能人才。在地位上予以充分
肯定， 在待遇上予以充分保障，技
能人才“激情般地好奇”才有可能
被激发出来。

再如 ， 针对基层干部队伍 ，
《意见 》明确 ，实施地区附加津贴
制度 ，将规范后的工作性津贴和
生活性补贴纳入地区附加津贴 ，
实现同城同待遇 ，推进公务员工
资调整制度化 。基层公务员工资
低压力大 ， 近年来各地屡有反
映 。既然工作生活不容易 ，基层
干部工资该涨还得涨 。国家从制
度层面优化收入机制 ，对提高基
层干部工作积极性和能力水平
无疑是一大利好。

《意见 》百般好 ，关键还在落
实 。增收激励不是简单地 “涨工
资 ”与 “增福利 ”，而是要将涨工
资的效果落实到 “促能力 ”上来 ，
为全社会营造 “知识创造价值 、
劳动获得回报 ”的收入分配改革
效果 ，让通过知识积累与技能提
升获得更多的收入 、享有更好的
生活 ，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
值追求。

走好全面从严治党“新长征” 新声

发展大临空经济
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高七类人收入”的
民生重量

新闻漫画

谁动了患者的隐私

长沙县委书记 曾超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