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陆文 温钦仁

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 跑好“最后一公
里”？株洲市委在思考，市纪委在行动。

今年7月中旬以来，株洲市纪委开展“到
扶贫一线去”活动，强化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
责，以精准监督护航精准扶贫。

压实责任———“到扶贫一线去”
7月12日，株洲市纪委常委、秘书长颜文明

来到炎陵县鹿原镇金花村，走访多家贫困户。针
对部分村民反映的农村危房改造项目中存在
的违纪问题线索，督查组第一时间交办给炎陵
县纪委。3天后， 该村一名涉案村民和2名相关
责任人，被给予党纪处分，实现快查快结。

以非常之举聚非常之力。7月中旬， 株洲
市纪委部署开展“到扶贫一线去”活动，市纪
委常委带队，分成5个督查组，带领28名机关
干部分赴5个县（市）开展扶贫领域监督检查，
严查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紧接着，株洲市纪委立即部署“1+X”专
项检查。这种“纪委+职能部门”联合检查的模
式，使“一家抓”变成“大家抓”，实现了职能部
门主责监督和纪委再监督的同步， 切实增加
了监督实效。

目前， 市县两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派出工
作组57个， 入户访查2358户， 访问人数6656
人； 市纪委联合市直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专项
检查5次，发现问题线索36件。

“开展‘到扶贫一线去’活动，主要是强化
对主责部门的监督，强化对监督者的再监督，
督促各级各部门提高政治站位、 压实工作责
任，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按质完成。”株洲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赖馨正介绍。

整肃作风———消除“中梗阻”
“5人无故缺会，28人迟到，5人会场打瞌

睡。”7月10日，攸县召开全县脱贫攻坚工作调
度大会，38名干部因违反会风会纪被点名道
姓全县通报。

“会风就是作风，作风就是形象。扶贫领
域监督执纪问责就要‘无微不治’。”攸县纪委
相关负责人态度坚决。

随着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深入
推进，少数职能部门和党员干部不作为、慢作为
甚至乱作为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有的建档
立卡不规范，更新调整不及时，有的甚至对上级
整改要求置若罔闻；个别职能部门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突出，对扶贫资金申请把关不严……

对于这些“中梗阻”问题，株洲市坚决查
处、决不手软。8月1日，株洲市纪委通报了5起

脱贫攻坚作风不实的典型问题，19名干部因
作风不实被问责。同时，市纪委筛选50件扶贫
领域问题线索挂牌督办。目前已立案18件，给
予党纪政纪处分25人。

强化问责———严惩动“奶酪”者
8月3日， 株洲市纪委通报了10起向危房

改造资金动“奶酪”的典型案例，22名党员干
部被问责。

株洲市对胆敢向扶贫领域资金财物动
“奶酪”者“零容忍”，坚决予以查处、严厉问
责。 株洲市委建立了市委扶贫领域监督执纪
问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研究出台脱贫攻坚
工作问责办法，将未按规定要求走访贫困户、
未制定有针对性帮扶措施、“扶贫资金被拔
毛”“扶贫资金沉睡”“走读式扶贫”“数字扶
贫”等16种情形纳入问责内容。同时，坚持“一
案双查”，对落实“两个责任”不到位、查处群
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力的， 从严从
重予以处理。

目前，该市共发现扶贫领域问题线索152
件，立案89件，查处违纪党员干部130人，给予
党纪政纪处分70人，移送司法机关6人。

“下一步，将提级直办一批有影响的扶贫
领域违纪案件， 对脱贫攻坚履责不力的单位
和个人严厉问责。”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姜蔚

� � � �名片
石霞，1984年出生，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先后带领学生参加省 、市各类创业
项目比赛20多次，获奖30多项，还指导学生
成立了一个动漫公司。

� � � �故事
乌黑长发，一袭红裙，记者眼中的石

霞彬彬有礼。8月27日， 石霞带着策划方
案，来到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商量将江
豚设计成岳阳市的卡通形象代表：屏幕上
的小江豚，闪烁着乌溜溜的小眼睛，标志
性的微笑显得友善而可爱。

2007年， 石霞从湖北美术学院毕业，
成了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动漫专业最年轻
的教研室主任。 对这个让人羡慕的职位，
石霞很快失去了兴趣。她脑袋里“长”满了
色彩斑斓的创意设计。

2012年，石霞辞去行政职务，重回艺
术设计工作岗位， 带领学生参加各类比
赛。不少赛事主办方看重有实习经历的学
生，于是，石霞指导学生注册了一家公司。

石霞心里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既
然注册了公司，何不就此创业？她发现学
校经常做活动，需要展板、宣传册。“这是
个机会。”石霞盯上了这块“肥肉”。

她连忙将公司转型为艺术设计工作
室，吸收学生，并承接各种广告业务。学校
国际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彭利余特意挤出
一间办公室给她。石霞揣着自己攒的8000
元和借的2万元，“折腾”开了。

为了赢得信任，她先免费给顾客设计
名片，想让对方了解自己的能力，也感受
到合作的诚意。2013年， 石霞给一位顾客
设计名片后，对方很满意，随即将一个大
型活动的设计交给了石霞，她一鼓作气做
完了展板、画册、宣传单等产品。没想到此

项目成了创业的分水岭，石霞说：“很多人
看着效果好，就找上门来了。”

5年过去， 石霞仍没有忘记自己是个
“动漫人”。“成立广告公司， 既是为服务学
校， 也是为盈利， 赚些钱后就想回归初
心。”今年，石霞的冶百合动漫有限公司落
户岳阳，又开始了新的“折腾”。“石老师简
直是工作狂。” 学生黎玉进说，“她公司、学
校两头跑，每天手机铃声响个不停。”

6月，石霞带领团队参加“湖南省黄炎
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 比赛前3
天，她被告知PPT不符合要求，便立即修
改，将其换成FLASH，夜以继日熬了27个
小时才完成。最后，这支队伍成功进入决
赛。

春华秋实。 石霞现在一年至少承接
200个项目，利润50万元以上。她还荣膺岳
阳职院“优秀创业导师”“岳阳楼区十佳创
业巾帼”等称号。

石霞是个“热心肠”。她主动邀请残疾
学生陈文彬到自己的公司实习，教他基础
软件，还包食宿、发工资。有了实习经历，
陈文彬一毕业就找到了工作。石霞还主动
为刘帆报销路费，让农村学生陈圣实习期
间住在自己家。学生邹海华说：“石老师就
是我们的亲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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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孝荣 李李

“当年那场战争太惨烈了，我们整个连队
就剩下几个人……”7月26日， 接受记者采访
时，91岁高龄的金国民对抗美援朝那段岁月
仍记忆犹新。

金国民是资兴市汤溪镇人。1948年，22岁
的金国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 衡保战
役、广西剿匪。1952年，他又随部队横跨鸭绿
江， 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步兵第四〇二团高
机连的一名副班长。

“当时在朝鲜，我们班硬生生地用机枪打
下了美军的一架飞机。” 金国民清楚地记得，
那是1952年8月的一天中午，当时美军飞机疯
狂投弹，漫天的炸弹就像雨点一样落下来。金
国民和全班12名战友在枪林弹雨中冲向高
地。到达山头后，金国民按照估算的时间，抬

头看到敌机快飞过来时， 对准驾驶舱就是一
梭子， 敌机冒着黑烟一个跟头栽在了不远的
山谷里。 这次的英勇经历让金国民荣立了三
等功。

“当时因为敌机狂轰滥炸，部队供给线被
切断，我们经常断粮，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
偶尔才能吃上一顿窝窝头。” 金国民回忆说，
“当时根本不敢想象以后可以天天吃上白馒
头，更不敢想象能有现在的幸福生活。”

面对敌机的轰炸， 面对缺衣少弹的艰苦
环境，金国民和战友们毫不畏惧。“我们曾经7
天7夜没有睡觉， 坚持不下火线， 和敌人周
旋。”在朝鲜战场上，金国民参加了数十场战
役。据他回忆，有一次，埋伏着的敌军突然向
他们扫射，“帽子、衣服都被打穿了，打得里面
的棉花都飞出来了， 子弹几乎贴着我的肚子
擦过去……”

60多年过去了，讲到这段往事，金老声音

哽咽。“我是幸运的，不过是留了一些伤疤，但
是我的战友们，个个都是20多岁的年纪，就留
在那儿了……”从1952年到1955年，惨烈的朝
鲜战争中， 金国民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在炮火
中壮烈牺牲。

“我22岁参加解放军，作战无数。”战争年
代，金国民先后立大功2次、小功2次、三等功3
次。

1955年复员回到老家， 金国民先后当过
村党支部书记、乡党委副书记。后来又服从组
织安排，自愿放弃国家干部身份，当了一名普
通农民。“这么多年， 他从来没有向党和政府
提过一个要求，就做了一辈子农民。他跟我们
说，自己能够活着已经非常幸运，政府还经常
来看望他，还提供公租房，感觉非常满足。”金
老的儿子告诉记者。

“是党培养了我，有了党和政府才有我现
在的幸福生活，每次看到电视里阅兵的新闻，

都为我们强大的祖
国感到自豪！”现在，
金老最大的喜好就
是看看阅兵新闻和
战争题材电视剧。

石霞：功夫更在教书外

从严治党在路上 亮剑，到扶贫一线去
———株洲市强化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掠影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谢展南

8月24日下午，双峰县移民局干部周海
兵提着水果， 来到县人民医院看望李佳明
母子。李佳明对帮助自己母子3人的周海兵
感激不尽，但至今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8月19日上午， 李佳明骑着电动摩托
车、载着7岁的女儿和2岁的儿子，从县城回
石牛乡上段村娘家。 骑到常汉村路段时，突
然刹车失灵， 连人带车栽倒在路旁排水沟
里。女儿爬起来在旁边哭。她自己不顾伤痛，
抱着满脸是血的儿子坐在路边，不知所措。

这时， 去荷叶镇办事的周海兵经过这

里，听到孩子的哭声，他走过去一看，见李佳
明手脚擦伤，怀中孩子口里正在流血。情况
危急， 他马上和另一位好心人骑着摩托车，
把李佳明母子送到附近金田村一处诊所。简
单处置后，周海兵又紧急把李佳明母子送到
县人民医院急诊室，并协助李佳明办好住院
手续。李佳明家属赶到后，周海兵婉言谢绝
家属的酬谢，放心离去。家属询问他的姓名，
他说：“这只是小事一桩，不足挂齿。”

后来，记者无意中听周海兵的一位同
事说起此事，才找到周海兵，了解了事情
经过。其实，周海兵做好事不止一次，其同
事介绍，他曾多次捐款资助贫困户。

好干部救人不留名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通讯员 杨菊先
倪誉铭）“我是看了‘权力清单’上的流程图
来的，村干部很快就给办好了。这要是搁
以前，可能还得折腾跑几趟。”8月24日，在
郴州市苏仙区庄门村村部，刚办完事的村
民李善友高兴地说。

据了解， 为了规范村级组织运行，今
年5月，苏仙区出台“村级权力清单”。“我
们收到的农村信访件， 占信访总量70%左
右。其中村干部滥用权力，违规分配使用
民生、惠农等资金问题突出。”苏仙区纪委

副书记、区监察局局长陈廷祯说，为此，区
纪委列出了涉及村级组织和村干部在集
体事业和村民服务等方面的“权力清单”，
共10项33条。“权力清单” 出台后，6月至7
月该区受理的农村信访举报较前两个月
下降了61%。

“这33条‘权力清单’，是给村干部立
规矩，什么事能办、不能办一目了然。”庄
门村村主任杨雯竣说， 村级重大事项决
策、村级财务管理、建设项目管理和党务
村务财务公开等被一一规范。

规范村级组织运行

苏仙区列出“权力清单”

颜石敦 蒋晓斌

8月20日下午， 临武县南强镇龙泉水
生态主题公园，一名女子驾驶一辆越野车
在倒车时，不慎滑入2米深的池塘。当时，
车上有3个大人、4个小孩。

不远处，负责公园安全工作的周力星
发现越野车滑入池塘，立马跑了过来。“快
叫人来帮忙！”周力星边脱衣服，边叫同事
周建军喊人帮忙。周力星跳入水中，向越
野车游去。越野车开始慢慢下沉，周力星
叫司机把车窗玻璃摇下来，他快速钻进车
辆后座，先后把2个小孩抱到岸上。

“越野车下沉得厉害，必须砸开车顶

天窗。”周建军和周边群众赶来后，拿起石
头砸开车顶天窗， 大家使劲把3位大人拉
到岸上。

车辆不停下沉，周力星深深吸了口气，
再次钻进车辆后座，抓住小孩往岸上送。

从车辆滑入池塘到把7人全部救上
岸，整个过程只用了3分多钟，被救人员安
然无恙。

救援中，周建军的手被车窗玻璃划伤
了几道口子，血流不止。旁边的人问他疼
不疼，他腼腆地说，这点小伤不算什么，人
没事就好。

“太感谢大家了，你们都是热心肠的
人！”被救女司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好群众勇救落水人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
员 王艳明 李政)我省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
范化试点启动仪式暨现场动员会日前在浏阳
市举行。 会上宣布了试点县市区名单及试点
内容。

今年，国务院将我省浏阳市、株洲县、衡

阳县、武陵区、平江县、资兴市、蓝山县列为基
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单位， 重点围
绕就业创业、社会救助、社会保险、户籍管理、
医疗卫生、涉农补贴、城市综合执法、养老服
务等，开展试点工作。

同时，我省确定湘潭县、冷水江市、新宁

县、安化县、慈利县、中方县、永顺县为省级试
点单位，主要围绕城乡规划、重大建设项目、
财政预决算、征地拆迁补偿、农村危房改造、
扶贫救灾等重点领域政务公开工作开展试
点，并结合“互联网+政务服务”和“互联网+监
督”等工作，突出抓好民生领域政务公开的试
点和推广，总结、复制民生领域政务公开工作
经验。

动员会上，浏阳市、安化县分别代表国家
级、省级试点单位发了言。

“用机枪打下美军飞机”

基层政务公开 拟求标准化规范化
浏阳等7县(市、区)列为国家级试点单位

“新老打擂”
传帮带

8月26日， 武警通道侗族
自治县中队，老兵与新兵在进
行掰手腕擂台赛。又到一年一
度的老兵退伍季，该中队举办

“新老打擂”系列比赛，在娱乐
中引导老兵开展传帮带活动，
把好经验好传统留给战友。

刘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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