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龙源

见到张明时， 她披着简洁利落的齐肩长
发，明媚笑容传递温暖问候，让人很难把她与
铁面执纪的纪检干部联系起来。

现为省财政厅乡财管理处处长的张明，
2011年至2016年任省纪委驻省财政厅纪检组
副组长、监察室主任。在监督执纪一线，她用
铁面和柔情守护着财政干部政治生命和财政
资金的“两个安全”。

过去五年，省财政厅多次荣获全省“党风
廉政建设先进单位”，多项工作被评定为纪检
监察特色工作， 驻厅纪检监察室被评选为省
级“巾帼文明岗”。今年9月，张明个人获得中
央纪委嘉奖。

柔女子有铁手腕
几年前， 省财政厅纪检组在一次厅属单

位干部调整中收到举报， 一位拟任人选被反
映未如实申报个人事项等问题。

接到举报后，张明牵头细致调查，确认该
同志存在“裸官”问题。由于该同志能力突出，
厅属单位曾提出， 拟对该同志给予党内警告
处分，再予以转任。张明毫不犹豫地代表组织
否决了建议，明确表示该同志在“裸官”问题
整改到位之前，坚决不准“带病上岗”。面对张
明的坚决态度，该同志最后主动提出了辞职。

作为纪检干部， 类似这样得罪人的事情
在所难免。张明态度明确：党把我们放在这么
重要的岗位，是对我们的信任，是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寸土不让。

在党纪国法面前，张明铁面无私。但面对
干部，却始终一副“菩萨心肠”，她用女性特有
的温情，“刚性”纪律“柔情”执行。

2012年，省财政厅一名干部被组织调查，
当时其小孩正在医院手术， 其妻听闻消息后
当场晕厥。 张明一边协助做好案件的调查取
证，一边迅速赶到医院，代表组织慰问家属，
亲自安排好其小孩的术后护理， 并与其妻子
深入谈心，重申纪律检查“治病救人”的原则，
化解其心理顾虑。 这位干部后来看到现场视
频后痛哭失声并表示，感谢组织的关怀，接受
组织的处分，一定以此为戒、重新出发。

“如果我们的一次谈话、一句提醒，能够
真正警示并挽救我们的同事， 那就是我们的
获得感。 如果我们的付出和努力能帮助同事
们筑牢防腐拒变的制度防线， 那就是我们最
大的幸福感。”张明如是说。

勤思善谋的工作能手
勤思善谋、 敢为人先是同事们对张明的

一致评价。
2013年，在任纪检组副组长期间，针对财

政系统没有一个“接地气”的廉政教育课件的
问题，张明带领同志们从全国300多个财政典
型案例中精选，制作了“基层财政廉政风险防
控课件”，弥补了全国财政系统的空白。如今，
该课件通过财政部推广， 成为全国财政系统
培训的必备课程。

她致力于推动内部管理规范， 陆续出台
《信访举报内部规程》《厅机关协助调查取证
内部规程》等一系列制度。2015年，张明带领
监察室同志，逐一登门，将纪检组印制的《廉
政谈话记录本》 发放给每位厅级领导和处室
主要负责人，促使廉政谈话工作有痕、倒查有
据。自2013年出台《省财政厅廉政谈话实施办
法》以来，全厅每年各个层面的廉政谈话有近
千人次，教育预防的作用明显。

2016年9月，张明从纪检岗位转到省财政
厅乡财管理处任处长。据了解，省财政厅乡财
管理处不仅加挂了省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的
牌子，还承担着全省财政系统“雁过拔毛”式
腐败问题的专项整治工作。

出任乡财管理处处长后， 张明结合纪检
工作经验， 围绕乡镇财政管理和农村综合改
革工作实际， 针对容易产生腐败的工作岗位
和工作环节，排查潜在的业务和廉政风险点，

并制定防范风险措施。
今年上半年， 厅乡财处组织全省财政系

统针对“雁过拔毛” 式腐败问题开展“回头
看”，共清理项目2266个、资金27.5亿元，发现
问题线索5个、立案8件。其中，某县财政局发
现辖内部分乡镇存在长期未结账资金1.4亿
元，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采用催缴还款、核
销坏账、结清项目款等方式结清存量资金，有
效预防了“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的发生。

“最后一公里的获得感不能少”
乡镇一级财政资金的管理处于全省财政

资金管理的最末端， 关系到全省几千万农民
切身利益的惠农资金的发放和使用管理工作
也落在该处室。

张明表示，惠农资金的发放规范与否，直
接关系到党和政府惠农政策的最终抵达和老
百姓“最后一公里”的获得感，乡财管理处担
负着最后一道门的安全把关。

根据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针对原来的
惠农补贴“一卡通”存在让农民“分不清楚，看
不明白”的问题,今年9月,由省财政厅牵头启
动了全省惠农补贴“一卡通”发放升级改革。
其中一项改革内容， 是将存折上每笔补贴项
目名称的简写摘要从2个字扩展到4个字或补
贴项目全称。如“易地扶贫搬迁补贴”，原摘要
为“扶贫”，现完善摘要为“易地搬迁”或全称,�
旨在让受惠农民对补贴项目了然于心。

乡财管理处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看似简
单的名目变更工作，张明和同事们为此付出
了不为人知的艰辛。每一次走访，都随机抽
取，不打招呼，不听汇报。而且，走访处尽是
偏远的山村。有一次，他们到株洲县龙潭镇
走访，一大早出发，夜里11点多才从山里回
来。

由于名目变更工作与国家金融安全标
准相关联，牵涉到金融核心系统、逻辑系统、
地方分行系统，以及银行系统改造升级后的
打印系统，流程极为繁复。张明与大家一道
不厌其烦地开会、出方案、提交资料、走流
程，没有节假日双休日、不分白天黑夜，用一
个多月的时间便完成了这项在旁人看来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的获得感不能少。”张
明表示，虽然离开了纪检工作岗位，但是全面
从严治党的步伐没有停歇， 从纪检的角度重
新思考和保证财政资金安全、 保护财政干部
政治生命安全的脚步也一直在路上。

2017年11月10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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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举行
农耕健身大赛

11月9日，2017年湖南省农耕
健身大赛在衡南县云集镇举行，农
耕健身大赛以“记忆乡情乡愁·体验
农耕文化”为主题，演绎民间农事，
展示乡土风情，突出运动趣味，来自
全省各地的110名运动员参赛。图为
参赛队员展示捉鱼比赛成果。

刘晓飞 周琪 摄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周闯）今天，2017知识产权湘江峰
会在长沙举行。 来自四方的宾客会聚一
堂，共商知识产权运营大计。峰会上，湖南
省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揭牌，湖南
知识产权服务联盟正式启动。

省科技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省知
识产权局局长肖祥清介绍，在国家知识产
权局、国家财政部支持下，湖南省重点产
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由湖南省知识产权
局、 湖南省财政厅出资7500万元发起设
立，总规模6亿元。基金投资领域为具有知
识产权优势，拥有核心专利、高价值专利
组合或其他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重

点关注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工程机械以及
具有特色的细分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中标
管理该基金的华软资本管理集团总裁江
鹏程表示，将把该公司在中关村取得巨大
成功的债股结合、投贷联动“中技模式”引
入湖南落地生根，促进湖南地区科技型企
业的快速发展。会上，该基金与湖南金富
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百川超硬材
料工具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签订了意向投
资项目合约。

峰会上，来自我国知识产权业内的专
家还作了《知识产权运营的五个基本规
律》《以知识创新驱动科技成果转化》等主
题演讲。

2017知识产权湘江峰会举行
湖南省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揭牌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记者 姚学文）今
天，长沙市教育局召开专门会议，部署专项
整治，严禁民办培训学校（机构）违规组织
选拔性考试。违反规定的民办培训学校、民
办义务教育学校将列入“黑名单”，并视情
况采取限期整改、削减招生计划、停止招生
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等处理措施。

在长沙， 小升初微机派位已实施多
年，然而每当小学毕业季来临，为了某种
目的，民办培训学校（机构）就会明里暗
里，与一些学校勾结，违规组织选拔性考
试、测试和竞赛，向学生收取各种考试、测
试和竞赛费用。向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
提供培训班学生考试、 测试和竞赛成绩，
同时还收取各种招生回扣等。破坏了教育
生态，扰乱了招生秩序，加重了学生和家

长的负担，损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家长
和社会颇多微词。

长沙市教育局对此开展专项整治。明
确查处主体。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明确
各区县（市）教育局为民办培训学校（机
构）监管主体，受理各方投诉举报，及时进
行调查处理。

落实查处措施。对违规的民办培训学校、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进行严肃处理。 对违规的
无证办学机构，将按照有关规定依法取缔。

今天的会议上，民办学校（机构）的负责
人和区县教育局主管负责人进行了表态发
言。到会的区县教育局主管负责人，义务教
育阶段民办学校、民办培训学校（机构）的负
责人，都向长沙市教育局局长卢鸿鸣提交了
承诺书，并在承诺签名板上进行了签名。

长沙严禁小升初进行选拔性考试
违规学校将列入“黑名单”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通讯员 王明义
记者 龙文泱）“肝病好转了，又住进新家，
真是感谢党的扶贫好政策！”11月9日，临
澧县烽火乡哗溪桥村异地搬迁贫困户杨
家东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杨家东患有肝硬化腹水，妻子离家出
走后， 他拖着病躯艰难地将儿子养大，家
中贫困，房屋破损严重。

为了帮助杨家东恢复健康， 摘掉穷
帽，烽火乡一方面为其办理了大病救助手
续，免费治疗，并联系临澧县中医院派遣
专职家庭医生入户对其进行保健治疗预
防；一方面，安排杨家东的儿子在本乡企
业务工，每月有3000元工资，务农打工两

不误。 父子俩还种植了12亩绿色水果，养
了30头生猪。

在农村， 像杨家东这样因病致贫的村
民有很多。针对这种状况，烽火乡将健康扶
贫与易地扶贫搬迁、特色农业、就地创业相
结合，进行分类扶贫，并建立了监管机制。如
在易地扶贫搬迁中，引导村民成立了建房理
事会，对集中建房实行统一资金使用、统一
用地规划、统一风格设计、统一队伍施工、统
一水电路绿化，确保易地搬迁贫困户“零负
债”。目前，已有129户贫困户入住新房，很多
农民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烽火乡哗溪桥
村安置点已发展绿色蔬菜50亩，油茶、水果
等经济林基地400多亩。

烽火乡“健康扶贫+”项目
助力农民脱贫

最美纪检人

以铁面柔情换明月清风
———记中央纪委嘉奖获得者、湖南省财政厅乡财管理处处长张明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梁辉 贾晓敏） 国际远程医疗系统
让医疗突破国界， 病人不用出国就能找美
国医生看病成为现实。11月9日上午，湖南
省人民医院通过新引进的“好医友美国卫
星诊所” 项目所提供的“中美远程会诊平
台”，为湖南患者开展首次可视化中美远程
会诊。

30岁的吴莹（化名） 是湖南长沙人，
2015年1月，右腿开始疼痛，严重时走路都
一瘸一拐， 右侧大腿处还可以摸到一个肿
块。她曾多处就诊，直到2015年5月到湖南
省人民医院肿瘤科进行穿刺活检后， 确诊
为“滑膜肉瘤”。从确诊至今，吴莹先后进行
了1次手术、2次介入治疗和9次化疗，靶向
治疗的药物都换了3次。

滑膜肉瘤是一种罕见的恶性肿瘤。
为了寻求国际上最新诊疗方案， 湖南省

人民医院为吴莹开展了可视化中美远程
会诊。11月9日上午9时，美国精准癌症医
学专家、 加州希望健康中心创始人兼主
任医师内德·贾瓦迪博士出现在湖南省
人民医院国际远程会诊中心的视频连线
画面中。 贾瓦迪教授建议对复发部位重
新穿刺活检，进行基因突变、免疫治疗位
点的检测，如果检测结果有合适位点，可
以考虑到美国使用最新靶向药参加临床
试验。

湖南省人民医院院长祝益民表示，为
搭建广泛的中美医疗交流平台， 省人民医
院在全省率先引进“好医友美国卫星诊所”
项目，所开展的服务涵盖肿瘤专科、心血管
专科、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等多领域。其中，
“中美联合门诊” 有固定的美国医生排班
表，患者可以依据排班情况，通过国内合作
医院进行预约。

湖南引进“卫星诊所”项目
不出国门就能找美国医生看病

张明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