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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26日讯（记者 李传新）记者今天从省食
安办获悉，省食安办日前印发《关于开展第二批湖南省食
品安全示范县（市区）创建工作的通知》，决定在长沙市天
心区等18个县市区开展第二批湖南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
区）创建工作。这是我省组织长沙市和张家界市开展国家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浏阳、醴陵、资兴3个县级市开展
首批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市创建试点后，为贯彻落实《湖南
省“十三五”食品药品安全规划》、稳步推进食品安全示范
创建的又一重大举措。

湖南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创建每2年为一个创建
周期，由省食安委统一部署，省食安办具体组织，创建地区
人民政府自主争创，按照启动部署、组织创建、自查申报、
市州复查、综合评价、命名授牌等程序进行。示范创建要求
做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群众满意、坚持社会共治等“五个
坚持”。着力通过示范创建，推动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和食
品企业责任落实，建立健全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制
度，以点带面、示范引领，全面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确
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纳入第二批湖南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创建的县
市区有长沙市天心区、炎陵县、韶山市、衡阳市南岳区、邵
东县、绥宁县、华容县、岳阳县、常德市鼎城区、常德市武陵
区、慈利县、益阳市赫山区、郴州市北湖区、永州市零陵区、
江华瑶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娄底市娄星区、花垣县
18个县市区。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记者 陈永刚）今天上午，“福泽
潇湘 爱心童行———2017关爱留守儿童” 公益活动在长沙
麓山国际实验小学启动。 本次活动由湖南福彩向溆浦、涟
源、宁乡3个县(市)的民政部门共投入60万元公益金，专项
用于帮助当地的留守儿童服务机构改善基础配套设施，提
升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

“福泽潇湘 爱心童行———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活动，
由省民政厅统筹指导，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和湖南电
台交通频道联合发起。2016年举办的首届公益活动， 向我
省12家留守儿童服务机构投入60万元福彩公益金。今年是
连续第二年举办。未来一年，还将在省民政厅的统筹协调
下，对受到资助的留守儿童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指导、跟踪
督查和验收评比。

在启动仪式现场， 主办方还为溆浦县油洋中心小学5
名留守儿童举办了一场特殊的集体生日，来自长沙市麓山
国际实验小学的学生代表和大山里的留守儿童爱心结对，
建立长期互动联系。湖南日报9月26日讯（通讯员 裴昌

胜 记者 左丹）9月23日，湖南农业大学
携手新邵县委、县政府联合创建的继续
教育扶贫“双提双创”基地在新邵县龙
溪铺镇启动。据悉，这是我省首家校地
合作、 建立于乡镇的继续教育扶贫基
地。

继续教育扶贫“双提双创”是高校
社会服务的新模式、教育扶贫攻坚的新
尝试。 既提高村民能力和村民学历，也
为村民提供创新驱动和创业指导。该基
地建设将以湖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为支撑，发挥湖南农大教育扶贫的人
才、智力、科技、信息优势，致力在解决
新邵县龙溪铺镇10个村12259人的脱贫
基础上， 进一步带动新邵县扶贫工作，
打造“精准扶贫、深度扶贫”教育扶贫
新模式。

第二批省级食品安全
示范县（市区）创建
18个县市区入选

“福泽潇湘 爱心童行”在长启动
60万元福彩公益金
关爱留守儿童

首家继续教育
扶贫基地落户新邵

9月26日，市民在欣赏
画作。当天，喜迎十九大主
题画展“徽风皖韵”安徽省
中国画学会作品展在湖南
省画院美术馆开幕， 共展
出作品52幅。 傅聪 摄

“徽风皖韵”
长沙开展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卿洪春

放眼三湘四水， 全面从严治党和反
腐败斗争实践无比波澜壮阔。

在这场实践中， 全省广大纪检人步
履匆匆。他们，淬炼成钢，赤胆忠心，嫉腐
如仇，打“虎”拍“蝇”，用铁肩担当、侠骨
柔情，彰显党纪之光，书写人间大美。

9月25日， 在全省纪检监察系统表彰
大会的现场，湘潭市纪委等18个单位获评
“全省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谢强盛等
31名同志获评“先进个人”。更让人感动的
是，此前，湖南还有一批纪检集体和纪检
人获得全国纪检监察系统表彰。

荣誉的背后，点点滴滴融汇的，是全
省纪检人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是用
信念和行动书写的实践史诗。

坚定信念，铸忠诚之魂
纪检监察干部是“护林员”，他们凭

着信仰、靠着忠诚，一直在埋头苦干、拼
命硬干。

别的单位都讲“5+2”“白+黑”，省纪
委机关却讲“8+3”：白天上班8小时，晚
上办案还要加班3小时。

省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是顺应“三
转”改革需要，由原纠风室“蝶变”而成，
鄢利民成了第一任主任。改革一到位，这
里就吹响了“打虎拍蝇”的“冲锋号”。

2015年5月22日， 怀化市原副市长
李自成接受组织审查， 七室打响了组建
来的反腐“第一枪”。怀化市政协原副主
席黄泽春等7名省管干部先后倒在七室
的反腐利剑之下。

最令七室人刻骨铭心的， 还是查处
原衡阳市委书记李亿龙案。接受任务后，
七室的每一位同志顶住重重压力， 采取
证据围城、十面埋伏战术，从大处着眼，
从细处入手，使素以“霸蛮”著称的李亿
龙栽了“跟头”，引发各界关注和热议。

“辉煌属于过去，作为一名老纪检，
不能躺在荣誉上睡大觉。”如今已是省纪

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的鄢利民说。
长沙市纪委，也是“打虎拍蝇”的“英

雄连”。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沙市纪检监
察机关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全
市共立案5280件，结案5318件，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560人。

参加工作以来， 长沙市纪委副书记
熊东华几乎没有休过公休假， 一接到案
件，更是两三个月都不能回家。有一年，
他查处案件涉及到一个关系特别好的高
中同学，但纪律面前没有私情，最后还是
依纪查办了。

张家界市纪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肖鹰，自从1998年进入纪检队伍，在纪
检监察岗位上一干就是18年，曾参与过
全省乃至全国多个重大案件的审查。他
说自己小时候的梦想， 就是当警察抓坏
人，现在监督执纪就是实现了梦想。

骑自行车上下班， 是隆回县监察局
原局长钱志伟30多年来的“标配”。他上
山下乡， 组织开展建档立卡专项督查和

“回头看”， 一连下发26份督办整改函，
剔除不符合贫困条件的“四种人”7268
人，动态调整近2万人，问责38人，避免

“富人戴帽、穷人落选”。而他女儿快30
岁了，至今都没有一份正式工作。

纪检人就是这样。忠诚为党、忠诚为
民，永远是他们最响亮的回答。

无私无畏，守干净之节
腐败与反腐败水火不容。 对干净这个

词，纪检人把它当作一种力量、一份底气。
“做我们这个工作， 要学会享受‘孤

独’，稍有不慎，就可能在鲜花和掌声中‘中
枪’。”这是湘潭县纪委常委王沛的感慨。

2015年9月， 曾是同学的县直某局
副局长提出跟王沛喝茶叙旧。王沛明白，
这个副局长涉及正在办理的案件， 便出
言婉拒。

第二天晚上， 该副局长竟提着大包
小包敲开王沛的家门。“你再不走， 我就
打电话给你们单位的纪委书记， 让他来

接人了。”王沛的“强势”，吓走了老同学。
最后， 这位副局长被依纪依规给予了处
分。

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洪江
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 纪检组长肖杨，
也接受过考验。2014年4月，一位远房亲戚
的孩子涉嫌强奸罪，亲戚通过母亲找到肖
杨，想要疏通私了，被肖杨坚决拒绝。

她说：“作为一名检察官， 我对得起
法律。作为一名纪检干部，我对得起自己
的良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对得起当
初在党旗下的承诺。”

石门县纪委常委覃道进更是“有家
不能回”。 在办理县烟基办腐败案时，涉
案人员多次想邀请覃道进和调查组人员
参加宴请。被拒绝后，干脆直接开车在覃
家楼下“堵截”。覃道进发现后躲在暗处，
等涉案人员扑空之后才上楼， 到家已是
深夜。

纪检人心中有把尺。 省纪委驻省财
政厅原纪检组副组长张明，人称“包公的
脸面”“菩萨的心肠”。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纪委干部向魁胜，人称智勇双全“将
军”。 永州市纪委正处级干部张国峰，因
拒绝帮助外甥女找工作， 姐姐与他长期
不相往来。

“纪检监察干部是管党员的党员。我
时时接受着震撼心灵的警示教育。”张家
界市纪委副书记许云锦说。2013年一次
明察暗访， 他就严肃查处了饮酒违纪的
曾是自己学生的某局干部张某与多名国
家公职人员。

直面问题，扛担当之责
攸县纪委原副书记、 现任渌田镇党

委书记刘分粮，到县纪委工作前，是县林
业局机关林场场长。

2013年，他在纪委岗位上，查办了
自己的老领导、 县林业局原副局长丁某
私分公款一案。 丁某在谈话中以长者自
居，拒不配合，提出用50万元“摆平”。但
刘分粮不为所动，直面交锋。最后所有涉

案人员依纪依法受到处理。
敢不敢得罪人、怕不怕得罪人，是对纪

检干部是否有担当、是否敢担当的一块“试
金石”。

在娄底市纪委， 有个人名声在外，那
就是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曾月娥。 人称

“曾一刀”的她，办案过程中不畏艰难，“刀
刀”碰硬，“刀刀”见血。

2007年7月，曾月娥负责查处市政府搬
迁办系列违法违纪案。原市政府搬迁办负责
人气焰嚣张，认为公家的钱吃了、送了，是因
为项目需要，不算什么。她顶着巨大的压力，
带领专案组日夜奋战、调查取证，查处涉案
人员27人，涉案金额达3000万元。

2013年，央视《焦点访谈》栏目以“挖
金山、毁青山”为题报道平江县某矿业公
司违法开采黄金、 破坏生态环境一事。由
于该案涉及国土、林业、环保、矿管办等多
个部门，调查工作纷繁复杂。平江县纪委
专案组顶住压力、破除阻碍，将该案彻查
清楚，共问责处理21人。

处理涉刑案件严重滞后的现象，是曾
海平担任省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伊始
的首要任务。他加班成家常便饭，不久就
病倒在岗位上，住院两个多月。大病初愈，
他来不及回家养病，又回到办公室，坚持
主持完成了所有的积案清理。

“从事审理工作，一方面要做‘黑脸包
公’，坚决捍卫纪律的威严和公正；另一方
面又要有菩萨心肠，运用‘四种形态’教育
挽救干部。 我要做一个侠骨柔情的审理
人。” 如今已是省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的
曾海平说。

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4770件， 处分
62369人。 其中立案审查厅级干部211人，
处级干部2357人， 移送司法机关2608人。
正是全省两万五千多名纪检人的坚守，全
省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才有来
之不易的成绩。他们用顽强意志、用责任
担当、用血肉之躯，考出了纪检人的言与
行、情与爱、神与魂。

铁肩担当铸忠诚 嫉腐如仇写大美
———全省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典型群像素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