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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选人用人， 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 用一贤
人，则群贤毕至。

党的十八大以来， 湖南省委特别是第十一
届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 始终把从严抓好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摆在突
出位置。 全省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落实中央和省
委的部署要求， 坚持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凡提必
核、干部档案凡提必审、纪检监察机关意见凡提
必听、线索具体的信访举报凡提必查，严格选任
标准、条件和程序，严把人选的政治关、廉洁关，
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凡提四必”已成为全省
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识别干部的“透视机”和“诊
断器”。

坚持“凡提必核”，把个人有关
事项报告作为检验领导干部是否
对党忠诚的“试金石”

“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后果很严重。”
开展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是深化全
面从严治党、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
政纪律的有力举措。 一方面个人有关事项报告
可以反映出党员领导干部的忠诚度。 另一方面
通过对领导干部家产家事情况的抽查核实，对
领导干部遵规守纪、廉洁从政起到了促进作用，
让更多的领导干部心存敬畏、行有所止。

从2006年的8项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
等“基本情况”， 到2010年的14项“家事”“家
产”，再到2017年2月，中央《领导干部报告个人
有关事项规定》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
查核结果处理办法》“两项法规”的印发实施，要
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如实向党组织亮家底。

个人有关事项从“只报不查” 到“部分抽
查”,再到拟提拔为副处级以上干部人选、换届
考察人选、后备干部人选、转任重要岗位、“两代
表一委员”等人选的“凡提必核”，我省扎实推进
报告制度深入开展。 近年来，全省共查核3.6万
人次。

今年3月1日，省委常委会专题学习了“两项
法规”，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强
调：“各级领导干部尤其省级干部要带头执行，
切实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和组织观念，切实
做到忠诚老实， 严格按照要求如实报告个人有
关事项，自觉接受组织监督”。

省委常委、 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少峰要求各
地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加强抽查核实， 强化结
果运用，严把拟任人选政治关廉洁关，坚决防止

“带病提拔”“带病上岗”。
2015年实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凡提必

核”以来，全省各级组织部门对经甄别核实存在
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领导干部， 依规依
纪进行严肃处理， 增强了党员领导干部队伍的
纯洁性。

坚持“凡提必核”是预防“带病提拔”的重要

手段。在领导干部调整使用前先过“体检关”，对
其婚姻、出国（境）、收入、房产、投资、配偶子女
从业等方面情况进行抽查核实， 核的是领导干
部是否有“带病提拔”之嫌，是否“安分守纪”，家
产是否“干净”，家事是否“清白”。 对心存侥幸
者、投机取巧者、刻意隐瞒者、明知不可为而为
之者坚决“叫停”，确保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
严肃性、准确性和科学性。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在从严治
党、从严治吏方面的作用已初步显现，在防止干
部“带病提拔”、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等方面
起到了积极作用。

坚持“凡提必审”，让干部人事
档案信息回归“本真”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 档案所记载的一
切，既可以用来传承文化、资政育人，也可以用
来探索规律、还原历史，为防止干部“带病提拔”
提供重要凭证。

干部人事档案记载了干部的基本信息,�是
历史地、全面地考察了解干部的重要依据，体现
了干部的基本诚信。 档案真实是最基本的底线
要求，实际是道德底线。如果一个干部连档案都
不可信， 别人还能相信你什么呢?�如果干部连
档案都要造假，德又从何谈起？

全省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干部
人事档案“凡提必审”要求，坚决防止干部“带病
提拔”，将干部人事档案真实性作为衡量干部诚
信的基本底线，全面从严管理干部人事档案，坚
持集中清理整治突出问题与加强制度建设相结
合，坚决整治干部人事档案工作中的不正之风，
干部人事档案工作的严肃性和公信力显著提
升。

根据中央组织部的统一部署，自2014年10
月至2016年6月，按照“分级分批、从严从实、公
平公正”原则，在全省范围部署开展了干部人事
档案专项审核工作，对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干部、
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等的档案进行了一次
大“体检”，对干部人事档案工作中的顽疾进行
了集中“清淤”，累计审核干部档案41.1万卷，组
织重新认定干部信息6.8万人，去伪存真、正本
清源，还干部档案信息“本真”。

为有效遏止档案涂改造假的不正之风，扎
紧档案管理的制度“铁笼子”，按照省委的要求，
在充分调研、 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2016年12
月省委组织部出台了《干部人事档案任前审核
办法》，明确提出干部人事档案“凡提必审、凡转
必审、凡进必审”，任前审核发现档案涉嫌涂改
造假等7类情况的，要立即核查，未核准前一律
暂缓考察并停止任职和录用程序。 任前审核办
法执行以来， 凡因档案存在问题的一律被停止
提拔任职程序，使制度真正成为硬约束。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人事档案造假问
题，省委始终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坚持从严
从重查处，全程倒查追责，不仅查处当事人，而
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2017年，怀化市1名

副处级干部违反组织纪律， 在本人职务晋升过
程中更改年龄、伪造档案，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行政撤职处分。

坚持“凡提必听（查）”，坚决把
“带病”的干部挡在选拔门外

对“带病”的干部，必须坚决挡在选拔门外，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省委对此态度坚决。

省纪委、 省委组织部联合印发省管干部任
职前省委组织部听取省纪委党风廉政意见和省
纪委回复省委组织部意见的办法， 目前又根据
新的形势作出修改完善，进一步明确职责、压实
责任，密切配合把好选人用人关；省委组织部研
究制定《省管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实施办
法》，进一步扎紧严把选人用人关的制度笼子。

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 各级组织人事部
门及时将拟任人选名单提供给纪检监察机关，
全面听取对拟任人选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有无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有无举报反映、问题
线索及调查处理等方面情况的意见。 对党风廉
政上存在问题的干部，坚决挡在选拔门外，不予
使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开展以来，全
省各级组织部门共就4.38万名领导干部拟任人
选和17.7万名“两代表一委员”人选党风廉政情
况听取纪检监察机关意见， 根据纪检监察机关
反馈的意见，共对3617人作了暂缓使用处理。其
中在14个市州领导班子换届中， 就对52人作了
暂缓使用处理。

全省各级组织部门畅通电话、网络、信访、
短信“四位一体”的举报受理平台，及时受理群
众监督举报。 同时建立完善干部监督信息管理
系统，充分运用纪检、巡视、审计、信访、干部年
度考核、集中教育、民主生活会等方面的成果，
及时掌握干部的重要情况和敏感信息， 深入了
解干部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践行“三严三实”等方面的表
现，为干部选拔任用提供决策参考。

对内容具体、线索清楚、具有可查性的举报
反映， 坚持特事特办，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组
织部门及时抽调精干力量， 加大核实力度， 排
除疑点、 查清问题， 给出明确的结论性意见。
时间再紧、 任务再重、 工作量再大， 也不能让
一个“带病” 干部蒙混过关， 坚决防止干部

“带病提拔”。
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 全省各级组织人事

部门坚持把“凡提四必”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必
经程序和基本要求， 把审核结果作为评价识别
干部是否忠诚、是否清廉、是否“带病”的重要依
据。 对发现问题影响使用的，无论哪个环节、哪
个阶段都坚决中止选拔任用程序。“凡提四必”
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构筑了牢固的“防火墙”，
有力有效地防止了“带病提拔”，在加强干部管
理监督、树立正确用人导向，营造风清气正的选
人用人环境和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 发挥了重
要作用。

� � �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沙兆华 ）
今天， 2017年全省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
周在湖南司法警官学院正式启动。

启动式由省委法治办、 省教育厅、
省司法厅、 共青团湖南省委联合主办。
今年的宣传教育周活动的主题是：“学习
宪法知识， 做最美守法少年”。 宣传教
育周期间， 各地要在全省青少年中间组
织开展宪法宣传教育， 通过灵活多样、
寓教于乐的方式， 向广大青少年大力宣
传宪法知识， 开展宪法意识、 宪法观
念、 宪法权威教育， 帮助广大青少年初
步了解掌握我国的基本社会制度、 政治

制度、 经济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
等宪法常识， 深刻认识宪法是我国的根
本大法， 是公民权利的根本保障， 是我
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 是治国安
邦的总章程， 努力培养青少年的爱国意
识、 公民意识、 民主法治意识， 从小养
成自觉遵守宪法、 自觉维护宪法权威的
法治意识， 正确树立权责一致的权利义
务观， 努力成为一名具有较高科学文化
素质、 思想道德观念、 民主法治意识的
现代新型公民。

启动仪式上， 省教育厅向湖南司法
警官职业学院赠送法律书籍2000本。

学习宪法知识 做最美守法少年
2017年全省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周启动

� � � �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通讯员 刘辉）
今天， 全省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
现场推进会在资兴市召开。2015年以来，
全省建立行业性、 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
会1635个，3年共调处行业性专业性矛盾
纠纷20余万件，为社会创新治理、平安稳
定作出了贡献。

2015年以来， 我省行业性专业性人
民调解工作实现了新跨越和新发展。调解
组织体系形成新格局，工作领域实现新拓
展，规范化建设呈现新面貌，队伍建设激
发新活力， 矛盾纠纷化解开创新局面，工
作保障得到新提升。据统计，目前，全省派
驻各行业各专业人民调解室2392个，派
驻法、检、公人民调解室覆盖率分别达到

91%、69%、87%，县、乡级边界纠纷人民调
解组织1200个。 现有行业性、专业性人民
调解员6168人， 其中专职人民调解员
2117人，3年来调处行业性专业性矛盾纠
纷20余万件，调解成功率达到95%，履行
率保持在90%以上，成效明显。

会议指出，今后，要全面推动行业性
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加速发展，在行业覆
盖上下功夫，努力做到哪个行业专业领域
有矛盾哪里就有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
要在做精专业上、 公正调解上下功夫，做
到调解程序公开、调解过程公正、调解结
果公平。 要在当前维稳上下功夫，切实把
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 吸附在当地，确
保党的十九大期间的社会安全稳定。

哪里有矛盾 哪里就有调解组织
全省建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1635个,3年调
处矛盾纠纷20余万件

� � � �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倩）秋分节气里的高温天，即将
被冷空气终结。省气象台预计，未来7天，省
内降水北多于南，26日晚至29日、10月1至
2日，省内有2次降水过程，气温有起伏。

眼下，南方的一季稻正在收割，阳光
热烈，稻浪翻滚，气温高涨，直如盛夏。今
天，湘潭、衡阳、郴州等地均发布了高温
橙色预警，9月下旬的高温橙色预警，确
实不多见。

不过，今晚起，湖南将迎来新一轮降
水过程，气温也将有所起伏。省气象台预
计，26日晚至29日，湘西、湘北有中等阵

雨或雷阵雨，27日晚最强，湘西、湘北局
部暴雨；10月1至2日，湘北局部有大到暴
雨。气温方面，26日至27日，湘中以南部
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 局部
38摄氏度左右，27日至28日受冷空气影
响，过程最高气温将下降11至13摄氏度。

新一轮降温降水过程蓄势待发。专
家提醒，此轮过程后，气温明显下降，公
众需做好防范准备，及时添加衣物，避免
感冒。此外，秋分节气里天气干燥，身体
容易因为缺水而出现“秋燥”现象，可以
多吃一些温润的食物，如百合、银耳、淮
山、秋梨、莲藕等。

雨水光临，高温却步
降温幅度可达13摄氏度

� � �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记者 何淼玲）
今天，株洲市政协原副主席王建平（副厅
级）受贿一案在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
记、副院长成灿担任审判长，娄底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李芳芳出庭支持公诉。

被告人王建平，大学文化，株洲市政
协原副主席（副厅级），曾任醴陵市委副
书记，株洲市石峰区委副书记、
区长，株洲县委书记、株洲市委
统战部部长。因涉嫌受贿罪，于
2015年10月12日被刑事拘留，
同年10月29日经湖南省人民
检察院决定逮捕。

检察机关指控，1998年至
2015年， 被告人王建平利用职
务便利或利用职权与地位形成
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
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醴陵市瑞
祥瓷业有限公司、醴陵市时代鑫

湘科技有限公司、醴陵市湖电燃气管道有
限公司、湖南株岳航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衡阳航道管理局以及唐城魁、易迪
军、邹兵等单位和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
其他利益，单独或与其妻共同收受上述单
位及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45.89919
万元，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案将择期宣判。

涉嫌受贿545万余元
株洲市政协原副主席王建平受审

“凡提四必”筑牢干部选任“防火墙”
———湖南省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工作系列报道之三

花团锦簇
喜迎国庆

9月26日，长沙市湘江
中路杜甫江阁前花团锦
簇， 呈现一派喜庆的节日
气氛。国庆节临近，长沙市
区的园林部门精心设计布
置， 用立体花造型和各式
花卉、绿植扮靓星城，营造
浓厚的节日气氛， 迎接国
庆节和党的十九大。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