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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微博举报东安县芦洪市法庭
法官魏某在开庭时因醉倒导致休庭 。对
此 ，东安县法院官方微博及时回应 ，提请
县人大常委会免去其副庭长职务，对其违
纪问题进一步立案审查。

据东安法院的《情况通报》介绍，开庭
当日中午 ，魏某接待远归同学 ，盛情之下
未能自制 ，酒后匆匆赶赴开庭现场 ，未曾
想酒力不佳 ，直接醉倒于台上 ，其醉态被
人传到网上。

严格的禁酒令已成为作风建设的常
态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早已出台 “禁酒
令八条”，其中一条就是“严禁法院工作人
员在工作时间和工作日早 、 中餐饮酒 ”。
魏某醉卧 “庭场 ”，明显违反工作纪律 ，因
而被提请县人大常委会免职处理。

魏某的行为令人啼笑皆非。实际生活
中，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 ：去年3月 ，湘潭
市纪委就一天通报了8起党员干部违反禁
酒令典型案例，他们均被所在单位分别给
予行政记过、党内警告、行政警告等处分。
东安县这位法官或因 “一场同学酒宴”而

断送其前程，也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形
象和公信力 。这样的教训 ，对魏某而言可
谓深刻，其他公职人员也应当引以为戒。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 ， 但贪杯易误
事 ，公务人员要避免被酒杯击倒 ，有必要
三措并举：

一要筑牢“防火墙”。作为公职人员，要
树立“喝酒即踩雷”意识。千万不能心怀侥
幸 ，毫无节制 ，让好端端的职业生涯因酒
杯毁于一旦。

二要拉起“高压线”。作为主管部门要
把严格执行 “禁酒令 ”作为履行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的重要内容，确保制度落到
实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对顶风违纪者
实行“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
姑息。

三要立下“责任状”。所有公职人员都要
以此为鉴，汲取教训，各级党组织要整理典
型案例，把违规饮酒的危害给党员干部讲清
楚，说明白，让他们认识到落实“禁酒令”的
重要性，签订“禁酒令”，立下“责任状”。

有道是，醉卧“庭场”人耻笑，古来“违
纪”几人回。每位公职人员须谨记，执行“禁
酒令”，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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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卧“庭场” 咎由自取
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陈勇 詹
娉俏 ）今天，在祁阳县召开的全省受灾困
难群众生活救助和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
建工作推进会上，副省长、省减灾委主任
杨光荣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政治责
任感， 做好当前困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
保障所有因灾倒房困难群众春节前入住
新居，确保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被
盖、有病能得到及时救治。

会上， 省民政厅负责人报告了全省灾
后重建和群众生活安排情况，省发改、住建
等部门作了发言，祁阳、平江、宁乡、涟源等
县市介绍了经验。与会代表还到祁阳县八宝
镇香山岭集中建房重建安置点、进宝塘镇河
埠塘社区分散建房重建安置点实地考察学
习，观摩防灾减灾救灾模拟演练活动。

杨光荣说，在全省上下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之际， 召开这次会议，既
是以更加具体有力的措施来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又是一次动员部署会、经验交
流会、工作推进会。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
治站位，进一步突出工作重点，积极整合
倒房恢复重建政策资源，加快恢复重建工
作进度，全力保障建房安全质量，坚决打
赢这场攻坚战。

他要求，各市州、相关区县要对受灾
群众的生活救助开展情况、住房恢复重建
工作进行一次回头看，看工作落实的情况
和效果，看工作推进的时间节点，看工作
中还存在哪些不足、问题，研究相关工作
措施，迅速行动起来补短板，抓紧组织实
施，分类保障好受灾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通讯员 王济林 记
者 周月桂）11月6日在北京举行的“鲁班奖”
颁奖大会上，44项境外工程荣获2016-2017
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其中，水电八局承
建的加纳布维水电站、 马来西亚沐若水电站
喜获鲁班奖。

据了解， 加纳布维水电站是水电八局以
EPC模式承建的首个海外工程， 位于加纳北

部和科特迪瓦交界处， 总装机容量404MW，
年发电量10亿千瓦时，该工程连续3年获得加
纳政府颁发的工程建设最高荣誉。

沐若水电站位于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热带
雨林地区，总装机容量944MW，是水电八局在
东南亚地区首个完全按照中国标准施工的
EPC项目。在沐若电站建设中，水电八局大胆
创新碾压混凝土施工工艺，成功取出21米的碾

压混凝土长芯，刷新了世界碾压混凝土的长芯
纪录。该工程2015年被国际大坝协会授予第三
届国际碾压混凝土里程碑工程奖；2016年被中
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授予2016年度中国电力
优质工程奖牌和证书（境外工程奖）。

据介绍，近年来，鲁班奖评审委员会将中
国企业承建的海外工程纳入评选范围， 并且
实行“一年一评，两年一颁”的制度。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记者 陈淦璋 胡信
松）记者今天从省住建厅获悉，住建部公布了
2016至2017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
优质工程奖）获奖名单，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
中心、 上海迪士尼乐园等238项工程上榜。其
中，我省境内10项工程获得鲁班奖。

鲁班奖一直以来被誉为我国建筑界的
“奥斯卡”，今年刚好是鲁班奖创立30周年。我
省此次获奖的10项工程分别是： 南岳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血液制品产业园项目建安工程
（一期），东方红—麓谷星辰4、5号栋住宅楼及
地下室工程， 三新房屋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金
霞生产基地，攸县发展中心主楼，运达中央广
场商业综合体（东塔楼、中部裙楼），东方红—
麓谷星辰综合楼工程（东方红大厦），宁乡市
民之家PPP项目， 长沙县妇幼保健院整体搬
迁项目-医疗保健综合楼，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综合实验大楼，荆岳长江公路大桥。

随着“建筑湘军”阔步走向省外境外，此
次作为承建单位或参建单位获得了多项鲁班
奖。如甘肃西宁曹家堡机场二期工程航站楼，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作为承建单位获
奖，湖南六建机电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建
工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参建单位获
奖。据了解，此次湖南建工集团承（参）建的7
项工程上榜， 成为省级建工集团获鲁班奖最
多的企业之一。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记者 李国斌）今天
上午，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湖南省委宣
讲团动员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
部部长蔡振红出席会议并就做好党的十九大
精神宣讲工作发表讲话。

蔡振红指出， 中央和省委高度重视党的十
九大精神宣讲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省委宣讲
团成员要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饱满的政治
热情投身宣讲，既要遵循宣讲提纲，又要跳出宣
讲提纲，努力发挥创造性，体现特色和风格；既

要全面系统宣讲大会精神， 又要突出重点问题
进行深入阐释，切实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讲清楚、
说明白；既要严谨准确，又要生动形象，努力增
强宣讲的吸引力感染力；既要讲好普通话，又要
讲好地方话，努力增强宣讲的针对性实效性。

蔡振红强调， 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宣讲
涉及面广、任务重、规格高、受众多、影响大，
全省各级各地各部门要强化责任，周密安排，
精心组织，优质高效做好各项工作。

省委宣讲团成员、 各市州委宣传部和省直
相关单位分管理论工作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动员会后，省委宣讲团成员将分赴各市州宣讲。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省委宣讲团动员会召开

蔡振红出席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记者 李国斌）今天
下午，“红色潇湘·薪火相传”———湖南省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庆祝党的十九大形象展示大赛
总决赛在长沙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
长蔡振红出席并颁奖。

本次大赛由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文

化厅、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省委党史研究室、
省文物局联合主办， 评选产生湖南省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十大“魅力场馆”和十佳“金牌讲
解员”，全面推进我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
管理和讲解员教育培训工作。

经过前期评审，总决赛现场，我省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十大“魅力场馆”揭晓，韶山毛泽东同
志故居及纪念馆、刘少奇同志故居及纪念馆、胡
耀邦同志故居及纪念馆、秋收起义纪念馆、通道
转兵会议旧址及纪念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受降纪念馆、湖南党史陈列馆、杨开慧故居及
纪念馆、湖南雷锋纪念馆、贺龙同志故居及纪念
馆获评为湖南省首届十大“魅力场馆”。

来自全省各纪念馆、 陈列馆的15位讲解
员，经过复赛的角逐，入围十佳“金牌讲解员”
总决赛。总决赛现场，选手们经过主题讲解、
才艺展示的比拼，喻丹丹、邹磊、张颖、王茜、
周旋、刘畅、王倩颖、李倩茹、周密、李霞获得
十佳“金牌讲解员”。

我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十大“魅力场馆”揭晓

蔡振红出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形象展示大赛总决赛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曹辉 通
讯员 陈兰 彭婷)“湖南省第四届侨商侨智
聚三湘”主体活动今天走进湘潭。全国政
协常委、中国侨联原副主席王永乐，省委
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出席并讲
话。

该活动通过邀请海外侨智、 侨商、侨
领来到湖南，感受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探寻合作商机。
自2011年以来已成功举办3届， 促成了多
个招商项目的合作签约。

王永乐指出，湖南正在奋力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湘潭正在努力打造富裕
富强之市，宜居宜游之区。希望侨领侨商
侨界人才多提宝贵意见，多为重大项目建

设、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出谋划
策。 希望当地有关部门坚持为侨服务宗
旨，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华侨、专家
学者来湘创业发展。

黄兰香指出， 湖南产业基础良好，战
略优势独特，创新实力强劲，近年来的发
展也凝聚着海外侨胞的赤子之心和桑梓
情怀。 希望各位侨领侨商发挥自身优势，
组织和介绍更多朋友走进湖南、 了解湖
南、宣传湖南、加盟湖南。当前，湘潭正在进
一步加大创新力度，进一步加快深化改革
的步伐，希望广大侨领侨商更多地看好湘
潭、关注湘潭、兴业湘潭。

当天，千人智库等9个项目现场签约，
总签约额达41.2亿元。

“侨商侨智聚三湘”主体活动走进湘潭
王永乐黄兰香出席并讲话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王卫）11月7日， 民革全省机关建设
工作研讨会在长沙召开。副省长、民革湖
南省委主委何报翔出席。

何报翔指出，民革作为参政党，认真学
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切实加强机关建
设，推动各项工作深入发展，是民革的政治
责任。民革省委要按照“打铁必须自身硬”的
要求，全面推进民革全省机关建设，着力构
建学习型机关、服务型机关、创新型机关。要
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为契机，结合推

进“两学一助”学习教育活动常态化、制度
化，切实提高履职水平。要增强服务意识、提
升素质能力， 在机关树立起全员创新意识，
坚持观念创新、思维创新和理论创新，探索
和改进工作方法，确保生机和活力。

会议期间，全体与会人员听取了中共
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湖南行政学院副院
长吴传毅所作的《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新
征程———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解读》，以
及湖南天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志员所作
的《参政议政是乐事》辅导报告。

何报翔在民革全省机关建设工作研讨会上要求

增强服务意识 提升素质能力

杨光荣在全省受灾困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推进会上要求

加快恢复重建进度
保障春节前新居能入住

“建筑湘军”“一带一路”显身手
2项境外工程斩获鲁班奖

湖南10项工程荣获鲁班奖

打造麓山南路特色街区
11月7日，长沙市麓山南路新民路口段，沿路建筑的屋顶及外立面改造工程基本完成。麓山南路综合整治项目是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

建设的首个项目，于7月启动。目前，新民路至师大老校门段、湖大天马忆街段、书香坪、艺术坪、悦购坪“两段三坪”五个节点的立面改造施工
已完成大半。预计年底全面完成。届时，麓山南路将被打造成为创新活力迸发、都市魅力浓郁的特色街区。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邓晶琎）
今天，湘南、大湘西片区省重点项目协调推
进会在永州市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陈向群出席并讲话。

前9月， 全省完成重点项目建设投资
4423.3亿元，为年计划的85.57%。其中，湘
南片区完成年计划的66.45%，大湘西片区
完成年计划的73.62%。

陈向群指出， 迈入新时代、 踏上新征
程，要把准新方位、践行新理念、展示新作
为，把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践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的强大动力， 推动经济发展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项目为
载体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他强调，要

坚持问题导向， 把发现和解决问题作为推
进重点项目建设的重要手段， 加强用地保
障、做好资金对接、优化建设环境。要对标
任务清单，把责任落实、任务落地作为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的根本保障，强化工作责任、
统筹协调、考核激励和项目谋划，确保全面
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
精准研判形势、转变工作理念、改革考核方
式，提前谋划明年的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
把重点放在扩大产业投资和民间投资上
来，切实抓好园区发展和招商引资，提升项
目谋划和建设水平。

在永州期间， 陈向群还调研了长丰猎
豹、中信重工、康都药业、零陵古城等项目，
并巡查了湘江永州段。

陈向群在湘南、大湘西片区省重点项目协调推进会上强调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动力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

负责同志在巡视反馈时强调，巡视是政治
巡视，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整改自觉，以
永远在路上的恒心和韧劲抓好整改，以整
改实际行动体现“四个意识”，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要坚持政治标准，以
抓铁有痕的劲头抓好巡视整改工作，在落
细落实落小上下功夫， 建立问题清单、任
务清单、责任清单，一项一项抓整改、促落
实，做到条条要整改，件件有着落，推进标
本兼治，净化政治生态。要强化政治担当，
以敢于碰硬的精神落实巡视整改责任，党
组（或党委）书记和班子成员要主动认领
责任，带头落实整改，做到真认账、真反
思、真整改、真负责。要把巡视整改与改革
发展各项工作结合起来，把整改成果转化
为改进作风、推动工作、提振党员干部精
气神的新成效。

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对巡
视反馈的意见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将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履行巡
视整改第一责任人责任， 明确任务书、时
间表、路线图，着力解决突出问题，构建长
效机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落到实处，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的
巡视整改答卷。

�荨荨（紧接1版②）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分别实现利润 56.66亿元 、
98.28亿元，依次同比增长4.3倍、1.7倍；汽车制
造业实现利润63.62亿元，同比增长78.9%，继续
保持高速增长。 以上五个大类行业共拉动我省
工业利润增长15.8个百分点。

各类规模工业企业均保持良好发展， 前三
季度全省小型企业利润总额最高， 达609.77亿

元，同比增长13.0%；大型企业利润增长最快，
实现利润337.44亿元，同比增长59.4%；中型企
业共实现利润371.19亿元，同比增长16.9%。

市州发展仍不平衡， 长沙规模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460.26亿元， 拉动全省工业利润增长
10.6个百分点；衡阳、娄底、湘潭工业利润增幅
突出，分别达到43.1%、67.3%、58.5%，为全省工
业利润增长作出较大贡献。

�荨荨（紧接1版③） 受灾地区普遍建立“党政主要
领导担任组长，分管的领导担任副组长，有关部
门参加”的高规格领导机构，健全工作机制，积
极整合资源，充分发动群众，尊重农民意愿，调
动了受灾群众重建家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省财政、民政部门及时下拨中央和省级救灾
资金，督促市县落实地方资金投入。目前，中央和
省级5.3亿元救灾资金已经全部下达，全省巨灾保
险理赔工作正在紧密推进中。民政、发改、财政、
国土、 住建、 扶贫6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
2017年全省因灾倒损农房恢复重建工作的通
知》， 积极整合恢复重建、 国土地质灾害避险搬

迁、住建危房改造、扶贫易地搬迁等政策，放大资
金合力，减轻农户资金压力。宁乡县通过整合部
门政策资源， 对全倒户按8万元每户的标准进行
救助，仍有困难的，通过慈善救助兜底解决，全倒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新房，基本不用自己花钱。

省民政厅联合省直工委、省慈善总会开展“洪
水无情聚爱三湘， 我为灾区献爱心” 主题募捐活
动，省驻京办、省红十字会、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等
单位积极发动募捐，受灾地区政府部门、志愿者组
织也举行多种活动筹集赈灾款物，截至目前，全省
各级慈善机构累计接受救灾款物价值10.3亿元，
这些款物也已用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

� � � � �荨荨（上接1版④）
科技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 高技术服务

业、 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规模以上服务业
重点领域营业收入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全省服务业企业营业利润同步增长，前

三 季 度 累 计 盈 利 187.62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4.5%。航空运输业、邮政业、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居民服务业、文
化艺术业等14个行业营业利润同比增幅超过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