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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特刊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甘艳

物资采购、财务开支、农村宅基地审批、低保
五保申请、救灾救济款物发放……走进长沙市岳
麓区雨敞坪镇新卯村， 村部楼下的村务公开栏
上，35条“小微权力”清单清清楚楚地晒在老百姓
面前。

“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清单上写得清清
楚楚，村民们一目了然。”村民余钱高兴地告诉
记者。

近年来， 雨敞坪镇大力实施村级“小微权
力”阳光规范运行，通过公开村级“小微权力”清
单、规范阳光透明运行程序等举措，把权力关进

了制度的“笼子”。在公开的同时，新卯村全面推
行“村账镇代理”、“组账村代管”、“村级公务零
接待”、“村务质询制”，给村干部的“小微权力”
戴上“紧箍”。

新卯村大山环绕，地势高，严重缺水。在持续
干旱的年份，村民吃水往往要靠消防车送，解决
饮水问题很快提上了日程。

余钱亲身经历了“改水”的过程。去年下半
年，岳麓区启动农村饮用水改造工程。消息传开，
她就和村民们一起来到位于村部一楼的“村民议
事吧”，与村干部围坐一起，建议实现自来水“户
户通”。

经过协商，实现全村全线铺设自来水管项目

落地，村民们欢呼雀跃。捧着清甜的自来水，余钱
一家人乐开了花。

“我的五保户资格怎么被取消了？”“我的危房
户申请怎么没通过？”今年6月，在新卯村上半年村
民质询会上，有村民对五保户、低保户认定和危房
户申请等结果有意见，并提出质询。在随后的质询
答复会上， 村党支部书记李应平将调整之后的新
政策进行了详细解释，村民都表示很满意。

“‘小微权力’一点都不小，它是事关百姓的
大事。”雨敞坪镇党委书记曾英姿表示，用好‘小
微权力’的核心就是村民参与，推进源头防腐工
作向农村各个领域“最后一公里”延伸，是个好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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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嘉宾
周 农 省党代表、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 超 省党代表、郴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王昌义 省党代表、邵阳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
熊哲文 省党代表、安化县委书记
唐 军 省党代表、新田县委书记
马 艳 省党代表、永顺县第一中学教师

� � � �事业成败，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
特点的伟大斗争中，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领导
核心地位，自觉担当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把严的要求贯彻到管党治党全
过程，落实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到管党有方、治党有力、建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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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权力”阳光下运行

� � � �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开启了党的
建设新实践，吹响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
号角。

11月4日，紧跟中央步伐，湖南出
台了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的《意见》。11月15日，杜家毫同志又在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中，专门用一个
章节详细阐述了全面从严治党。

这彰显了我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的决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湖南如何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
相结合，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记者就此采访了部分省党代表。

落实主体责任，当好从严治党的书记周农代表：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
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省党代会报告
提出，各级党组织必须严格履行管党治
党责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不断提
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这要求我们各级党委（党组）书记
必须落实主体责任，当好从严治党的书
记。我们将按照这一要求，努力建设政
治清明的新衡阳。” 周农代表在接受采
访时说。

“衡阳破坏选举案深刻警示我们，
没有党内政治生活的严格化、 正常化，
就会庸俗化、随意化，变成一团和气，好
人主义盛行。”周农代表说，要把严肃政
治纪律、政治规矩摆在首要位置，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向党中央看齐，始终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

“必须从严落实好党委的主体责
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周农代表
认为，落实主体责任，当好从严治党的
书记， 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

强干部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
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同时，注重制度建
设、抓常抓长，着力构建不想腐、不能
腐、不敢腐的体制机制。

“动员千次，不如问责一次。落实主
体责任，要牢牢把握责任追究这个关键。
要让主体责任失责必问成为常态， 让不
认真、 不全面履责的受到严肃追究。”周
农代表表示， 认真落实党的监督条例和
问责条例，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
数”。作为党委（党组）的主要负责人，自
己将把开展经常性谈心谈话作为工作常
态， 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及时发
现、提醒、纠正存在的问题，抓早抓小抓
苗头抓预防，实现党内关系正常化，真正
体现对党员和干部的关心爱护。

“对各级党委（党组）书记的考核，
首先要考核落实主体责任、抓从严治党
的成效，对其他党员领导干部也要加大
落实‘一岗双责’的考核权重。同时，层
层传导责任、压实责任，把问责的戒尺
举起来、打下去，解决‘上面九级台风、
下面纹丝不动’的问题。”周农代表说。

把“严”字贯穿监督执纪问责全过程李超代表：

“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内监督执纪
的专责机关，必须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找
准职责定位，不断增强使命意识和担当
意识，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于监督
执纪问责全过程。”李超代表说。

“以严明的纪律要求维护党纪权
威。”李超代表认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
严治党的治本之策。一方面，我们要加
强对党章、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
例、问责条例、党内监督条例等党纪条
规的学习教育，使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
识；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纪律执行情况
的监督检查，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放在首位，督促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坚决查
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
不止的行为，维护政令畅通。

省党代会报告指出，要深化标本兼
治，大力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李超代表
认为， 以严格的执纪监督深化正风反

腐，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由之路。同时，
要注重发挥纪律审查的治本作用，统筹
推进源头治理、教育监督、制度建设等
工作，达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规范一
方的效果。

“例如，在纠治‘四风’中，要坚持经
常抓、抓经常，紧盯重要节点，紧盯重要
环节，紧盯‘关键少数’，对‘四风’问题
一抓到底、一寸不让。在严查腐败案件
中，紧盯违反‘六大纪律’行为，不断减
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着力解决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 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李超代表说。

他还认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
对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科学总结，要坚
持把践行“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种形
态”作为党委监督的经常性工作，把“第
一种形态” 贯穿于监督执纪全过程，真
正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选准用好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王昌义代表：

� � � �“这次省党代会，在坚持思想建党
和制度建党相结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方面作了具体部署，明确指出要把握正
确选人用人导向，选准用好党和人民需
要的好干部。”王昌义代表说。

他说，选准用好党和人民需要的好
干部，作为组织部门，关键是坚持党管
干部原则，正确选人用人。这次省党代
会报告提出的“政治强、懂专业、善治
理、敢担当、作风正”15个字，既为我省
新时期的干部成长指明了方向，也为全
省组织部门正确选人用人提供了遵循。

“好的政治生态才能更好地激发党
员干部的正能量。”王昌义代表认为，营
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组织部门首先
要做的是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严
把干部选拔任用关，切实提升和强化识
别干部的能力和手段， 坚决防止干部
“带病”提拔、“带病”上岗。在严选严管
干部的同时，要认真落实好“三个区分
开来”，建立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提振干

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要坚持‘好干部’标准，切实把干

部选好、把班子配强。”王昌义代表说，
始终坚持以严的标准和实的要求，在经
济社会发展实践中考察干部、 评价干
部、使用干部，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
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
部标准贯彻到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
设的各个方面，选配出政治强、懂专业、
善治理、敢担当、作风正的优秀干部、优
秀班子，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奋发
有为，推动发展。

“要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
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 确保通
过换届选出一个好班子、 描绘一张好
蓝图、换出一种好风气。”针对选人用
人，王昌义代表认为，要坚持把监督检
查和责任追究贯穿到换届提名推荐、
考察、公示、选举等各个环节，以坚决
的态度、果断的措施狠刹歪风邪气、树
立清风正气。

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严起熊哲文代表：

在熊哲文代表看来，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认
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关于新形势
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营造良好的政治
生态。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坚持常抓不懈。”熊
哲文代表认为，要把抓党内政治生活作为日常性
工作内容，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三会一课”、民
主生活会、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
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时刻关注党内政治生活状
况，时刻关注细节、盯紧细节，抓好党员干部的经

常性教育、管理和监督，随时纠正出现的带有错
误倾向的苗头性问题，及时惩处违反党内政治生
活原则的党员干部。

“要坚持问题导向，以着力解决好影响党内
政治生活的各种突出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熊哲文代表说，无论是“四风”问题，还是违纪违
法问题， 以及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都要坚持对症下药， 切实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
要不断发现、研究、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以抓铁有
痕、踏石留印的韧劲和壮士断腕、铁面问责的勇

气，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此外，还要突出实质内容。”熊哲文代表表

示， 要坚决反对党内政治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好
人主义，防止党内政治生活随意化、平淡化、庸俗
化。“特别是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要实
打实、硬碰硬，使‘红脸出汗’成为常态。”他建议，
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中开展的专题民主生活会的好做法、好经验
保持下来，以整风精神开好民主生活会，营造既
紧张严肃又宽松和谐的党内政治生活氛围。

剑指“蝇贪”，大力整治“小微腐败”唐军代表：

“对基层而言，真正在身边的，还是那些‘小
微腐败’。比如扶贫资金被挪用、索拿卡要、冒领
惠农资金、以权谋私等。”谈起县级层面的全面从
严治党，唐军代表一语中的。

党代会报告指出，坚持既要打“老虎”，又要
拍“苍蝇”， 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
风。这正对应了唐军代表的感受。

她告诉记者，新田是国家级贫困县，历年来，
国家投入了很多扶贫资金， 设立了很多扶贫项
目。但是，这些资金与项目是不是真正用在扶贫
上了，要打个问号。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基层就

要剑指“蝇贪”，大力整治“小微腐败”。
“很多‘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发生在乡

镇，如果乡镇纪委不具备办案的能力、没有办
案的力量，就难以发现更多‘苍蝇’。”唐军代表
介绍，从今年开始，新田结合乡镇党委换届与
县一级党委换届， 配齐配全了乡镇纪委班子，
主职工作就是全力以赴查处发生在老百姓身
边的贪污腐败。

这一配，效果非常好。以往一个乡镇一年
都办不了几个案子， 今年12个乡镇办了100多
个案子，平均每个乡镇10个案子。“乡镇纪委一

旦动起来，他们最清楚村里面的情况，通过培
训，具备办案能力，不仅打击了乡镇一级的贪
腐问题，还震慑了县一级的干部。现在，我们县
里所有乡镇的纪委都可以独立办案。” 唐军代
表欣喜地说。

“办了一批案子，震慑了一批人，形成了打击
贪腐的高压态势，最关键的是老百姓真正得到了
实惠。”唐军代表说，国家对贫困县投入很大，如
果不从源头上把歪风刹住， 今后大量的资金投
入，就会在大量的“小微腐败”面前变得毫无意
义，最终损害的还是老百姓的利益。

“作为基层党代表，我对全面从严治党、深化
标本兼治，充满了期待。”马艳代表说，面对全面
从严治党，基层群众热切期盼享有更多反腐“红
利”。

她说，过去5年，全省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人民群众有目共睹、有口皆碑。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全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当前，群众非常关注精准扶贫各项政策的落实和
资金的落地。

“在精准扶贫这个节点，大力开展对精准扶
贫的监督，对湘西百姓来说非常重要。”马艳代表

说，近年来，纪检监察系统围绕精准扶贫专项监
督开展了“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治理，查处
了一大批扶贫领域违纪违法问题和基层干部腐
败问题，让群众感到了从严治党到了基层、到了
身边，赢得了民心。希望这项工作继续常态化地
抓下去，全面构建基层良好的干群关系，以此建
立良好的政治环境。

“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少了，群
众的‘红利’就更多，‘获得感’也会更直接。”她表
示，在基层项目建设、征地拆迁、资金分配、社会
救助等方面政策不落实或者执行政策缩水走样，

甚至优亲厚友、贪污侵占、克扣截留、索拿卡要等
问题，是群众关注的重中之重。全面从严治党，要
进一步建立、完善和公开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信
访举报平台，让群众反映合理诉求的渠道更加通
畅，让基层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无处藏身。

“基层干部的一言一行，事关党和政府的形
象。”马艳代表认为，中央、国家的政策非常好，但
个别村干部在实施的时候让政策变了味、 走了
样。要把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延伸到最基层，延伸到最末端，让基层干部成为
“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主力军。

人民群众期盼更多反腐“红利”马艳代表：

6月29日， 嘉禾县晋
屏镇大平岭村,新老党员
在“红军树”前宣誓,重温
入党誓词。“七一” 前夕，
该县各级党组织开展“坚
定，做合格党员”主题活
动，组织党员参观革命遗
址、重温入党誓词、观看
党性教育片、唱革命歌曲
等活动，进一步增强党员
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
感， 争当优秀共产党员。
（资料照片）

黄春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