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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邹太平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切实担
负起管党治党责任， 始终保持作风建设和
反腐倡廉的高压态势，努力实现干部清正、
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2016年，在中央精
神的指引下，省委率先垂范，带领全省各级
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和毅力，坚定
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全省党风政风为
之一新，政治生态明显改善，人民群众满意
度不断提升。

以上率下，把主体责任扛在肩上
2016年12月22日，省委书记杜家毫邀

请来自县市区、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高
校、 企业的9位基层党组织书记到省委座
谈时说：“始终把基层所想所盼作为我们加
强和改进工作的方向， 把全面从严治党的
责任牢牢扛在肩上。”

2016年以来， 省委坚持以上率下，把
带头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牢牢抓在
手上。

同年11月1日， 省委中心组围绕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集
体学习研讨，杜家毫要求“从省委常委会、
省委中心组带头做起， 学深悟透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11月4日，省委十届二十次全会审议通过
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意见》。

坚持从省委常委会抓起， 从省委常委
会严起，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加强党内监
督， 推动六中全会精神的持续深入贯彻落
实，省委先后出台《中共湖南省委加强常委
会自身建设的意见》《省委全会工作规则》
《省委常委会工作规则》等文件。

与此同时，湖南在出台“两个责任”实
施意见及责任追究办法的基础上， 省委委
托省纪委编印下发《党员领导干部落实主
体责任操作手册》《落实监督责任操作手
册》，推行主体责任清单、领导干部落实主
体责任全程记实制度， 完善约谈、 签字背
书、述责述廉等做法。

省委常委和党员副省长带头履行“一
岗双责”，明确要求和督促所管方面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 荩荩（下转3版①）

■编者按
2016年，在中央、中央纪委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省纪委和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中心任务，全面履行监

督执纪问责职责，保持坚强政治定力，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从今天开始，湖南
日报刊发系列报道，回顾2016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铿锵足音，敬请关注。

拧紧责任链条———

管党治党层层推进
�■短评

责任“链子”不能掉
沈纪平

2016年11月 ，省委出台了 《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意见 》，这既是落实中央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在湖南落地生根的重要举
措 ， 也是推进我省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的有力宣言 。

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
部的政治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是全面从严治
党的书记，必须当好第一责任人，对党负责、对
本地区本单位的政治生态负责、 对干部健康成
长负责。班子成员要切实履行“一岗双责”，加强
对本机关本单位的监督管理， 强化对本系统的
日常监督管理。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全党一起动手。强化责
任担当，就得层层压实责任，把责任传导给每一
个领导干部，把要求落实到每一个共产党员。既
牵紧“两个责任”的“牛鼻子”， 又拧紧“两个责
任”的“链子”，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
严，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在湖南落地生根。

从严治党在路上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记者 冒蕞 ）连日

来，省政府召开多场座谈会，征求部分省人
大代表以及院士、专家、企业家等各界人士
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
建议。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希望大家坚
定发展信心，凝聚强大合力，共同开创全省
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省领导黄关春、刘莲玉、何报翔、张剑飞、
戴道晋、谢建辉、杨光荣出席相关座谈会。

座谈会上，钟子平、刘朝辉、张晓男、张
早平、刘济东、朱宏、张建辉、黄伟雄等省人
大代表，张尧学、丁荣军、杨胜刚、陈永忠、柏
连阳、张勇、杨漾、杨军等院士、专家、企业家
代表，纷纷踊跃发言。大家开门见山、直奔主
题，围绕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省党代会
精神，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全
域旅游、推进智能制造、促进创新创业、保障
食品药品安全等积极建言献策，并对《报告》
文本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

许达哲认真倾听大家的发言，不时插话
交流。他说，大家结合湖南省情和自己的工
作实际，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对修改
完善《报告》、促进政府工作很有帮助，起草小
组要认真研究、充分吸纳、落到实处。希望大
家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发挥自身优
势， 聚焦全省改革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多

提有见地、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帮助和支
持政府部门科学决策、优化服务、提升实效。

许达哲强调，2017年是落实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精神、实施“十三五”规划、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年，湖南面临许多
新的机遇和挑战， 改革发展的任务十分艰
巨， 需要凝聚全省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要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 统筹抓好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五大任
务，实施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要大力
振兴实体经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引导
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增加有效供给，不断强化
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要坚持深化创新驱
动，发挥好“三驾马车”稳增长作用的同时，
以创新为引擎培育发展新动力，不断提高发
展质量和效益。要务实抓好民生改善，重点
抓好脱贫攻坚和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许达哲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宪法和
法律的高度，尊重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
权力，为人大代表履行职能创造条件、提供
支持、做好服务。要为院士专家、企业家提供
精准高效的服务，在思想上重视、工作上支
持院士专家的工作，创新支持企业发展的政
策和方式，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为企业
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共同开创全省改革发展新局面

省政府就《政府工作报告》
征求各界人士意见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
讯员 蒋素珍）今天，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第101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于1月9日至
10日在长沙召开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永文主持会议，
党组副书记许又声，副主任谢勇、刘莲玉、陈
君文、王柯敏，秘书长彭宪法出席会议。

根据主任会议建议议程，常委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将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草案·三次审议
稿）》，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议程（草案）、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听取和审议省
人民政府关于湖南省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2017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关于湖南省
2016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7年预算草案的
报告，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关于部分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
查批准《常德市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条例》；
审议和决定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列席人
员名单；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永文率
团访问俄罗斯、丹麦、瑞士三国情况的书面
考察报告； 荩荩（下转3版②）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
第101次主任会议

会议决定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于1月9日举行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记者 周月桂）“Con-
gratulations!� On� behalf� of� Forbes,� I’m�
thrilled� to� welcome� you� to� the� 30� Under�
30� Class� of� 2017.（恭喜你， 我代表福布斯杂
志， 很高兴地欢迎你加入30岁以下30位俊杰
榜。）”北京时间1月3日晚11时，在美国麻省理
工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湖南青年何江， 收到了来
自《福布斯》的贺信，祝贺他成功入选2017年
《福布斯》医疗健康领域30岁以下30位俊杰榜。

福布斯30� under� 30榜单， 是由美国福布
斯杂志于2011年创办，每年年初揭晓，旨在表
彰上一年美国30岁以下在不同领域做出卓越
贡献的30位青年才俊，包括音乐类、体育类、风
险投资类、教育类、科技类、医疗健康类等20个
类别，共计600人。 荩荩（下转3版③）

湖南日报1月4日讯（曹辉 蒋睿 张杰）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对国务院第
三次大督查发现的典型经验做法给予表扬
的通报》， 湘潭县以项目建设攻坚助推经济
增长的做法名列地方典型经验之中。这是我

省唯一获得通报表扬的地方经验。
近年来，湘潭县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

抓经济”的思路，持续实施“双百”行动，即百
个项目、百亿投资，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发
展重中之重来抓。 荩荩（下转3版④）

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寇冠乔 ）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今日发布，
2016年黄花机场旅客吞吐量达2129.67万人
次，同比增长13.8%，位居中部机场第一。

黄花机场数据统计，2016年该机场单日
旅客高峰日达7.12万人次， 运输起降架次达
550架次，均创下了历史新高。

据黄花机场分析， 长沙始发航线数快速
增长， 成为机场旅客吞吐量不断攀升的重要
因素。

2016年， 在长沙运营的航空公司达67
家，可通航国内外机场119个，运营航线158
条。其中，新增了直飞洛杉矶、悉尼、墨尔本3
条跨洲际航线。2016年， 黄花机场始发旅客
数973.53万人次，同比增长16.04%。

今年， 黄花机场还将不断提高航班保障
能力，开辟新航线。目前，黄花机场第二跑道
已完成试飞，预计3月投入运营；今年，黄花机
场还有望新开通多条跨洲际直飞航线， 满足
日益增长的出境游客流需求。

去年5月作为2016年优秀
学生代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
礼上演讲

宁乡伢子入选
《 福布斯》俊杰榜

以项目建设攻坚助推经济增长
湘潭县地方经验获国务院通报表扬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记者 史学慧 ）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各部门各
单位的共同努力下，2017年度全省主要
党报党刊发行任务已圆满完成。

《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
报》、《经济日报》、《湖南日报》、《新
湘评论》均超额完成计划 。

14个市州全面超额完成任务。 特别
是郴州市继续推行“集订分送、 财政代
扣、 部门牵头、 目标管理、 政策引导、
市场运作” 的发行模式， 并将这一有效
方式向县 （市、 区） 延伸， 大大加快了
党报党刊收订进度， 于2016年12月初率
先全面超额完成任务。 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 常德市、 株洲市、 张家界市、
娄底市不断创新方式方法 ， 积极推行
“集订分送， 财政代扣”， 确保发行任务

提前全面完成。 益阳市、 怀化市、 永州
市、 湘潭市、 岳阳市、 邵阳市、 长沙
市、 衡阳市把党报党刊发行纳入文明单
位评选依据和绩效考核内容， 并通过新
闻媒体通报发行进度， 有力促进了党报
党刊发行工作。 省直机关工委、 省委教
育工委、 省国资委、 省旅游局继续履行
牵头单位职责， 专题会议部署、 联合集
中收订、 专人督办督查， 推动了省直单
位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再上新台阶。

2017年度全省主要党报党刊发行任
务的圆满完成， 充分体现了各级党委政
府和各部门各单位讲政治、 讲大局、 讲
责任， 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特别是
各级宣传、 邮政部门精心部署、 团结协
作， 在全面超额完成2017年度全省党报
党刊发行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要党报党刊
发行任务超额完成

黄花机场旅客吞吐量中部第一

枫香瑶寨篝火旺
1月4日晚，溆浦县穿岩山国家森林公园枫香瑶寨，村民们举行热闹纷呈的舞狮、舞龙及篝火晚会迎接远道而来的游客。1月5日是传统腊八

节，该景区准备了杀年猪、品腊八粥、打糍粑、抛绣球、演木脑壳戏、舞龙灯等一系列民俗活动，喜迎八方游客。 湖南日报记者李健余蓉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冒蕞 ）今天
下午， 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以普通党
员身份参加了所在党支部———省政府研究
室综调一处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与支部成
员谈心交流。 许达哲强调， 要以忠诚为首
要品质， 以为民为核心价值， 以担当为政
治责任， 以干净为从政底线， 以发展为第
一要务，锤炼党性修养、强化自身建设、提
升工作水平，努力把党支部打造成坚强战
斗堡垒，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贡献
更大力量。

会上，党支部书记代表支部通报了组织
生活会准备情况和班子查摆问题、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情况。处室负责同志联系支部和
个人实际分别作对照检查发言、开展自我批
评，支部其他同志逐一开展批评，并结合各
自实际剖析了自身存在的不足，明确了今后
努力方向。

许达哲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并分享自
己的工作经历和学习体会。他说，研究室作
为“参谋部”和“智囊团”，承担着全省综合性

政策研究和重要文稿起草等重要任务，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要自觉践行2014年5月8日
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办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
部职工代表座谈时提出的“五个坚持”，保持
定力、耐住寂寞，不断进取、厚积薄发，将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工作
的强大动力。 要以忠诚为首要品质， 增强
“四个意识”， 对党绝对忠诚， 坚定理想信
念，自觉在思想政治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观大局、
识大局、顾大局，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高度，用实际行动为党和人民的
事业贡献力量。要以为民为核心价值，自觉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时时处处秉
持为民价值取向， 围绕改革发展和脱贫攻
坚、改善民生深入调研、认真思考，务求拿
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要以
担当为政治责任，切实做到勤勉进取、攻坚
克难，力克“不想为、不敢为、不会为”等问
题，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业务能力，不断提
升工作水平和质量。 荩荩（下转2版）

努力把党支部打造成坚强战斗堡垒
许达哲参加省政府研究室综调一处党支部

组织生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