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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谢璐 田甜
通讯员 杨园 ） 今天，2017年度锦绣潇湘
SMART文旅创客大赛暨乡创峰会在长沙
市望城区开幕， 来自全国的乡创领域专家
学者、 商界精英等约300人汇聚一堂，“把
脉”望城文旅乡创，为湘江古镇群的创新发
展出谋划策。

近年来，乡村旅游成为多项国家战略聚
焦点，文创产业是加快乡村旅游发展的新引
擎，拥有丰富文旅资源的湘江古镇群如何创
新？如何孵化优质文创内容？主旨论坛上，与
会专家围绕相关问题展开思想交锋。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联盟协会荣誉理事

长李永萍以台湾的客家桐花祭、 莺歌陶瓷、
柿饼等文创伴手礼为例，抛出“地方旅游伴
手礼产业的建立，是特色小镇全域旅游能否
成功的关键要素”观点。世界艺术小镇联盟
中国委员会副主席黄建成、新媒体联盟创始
人袁国宝、景德镇陶瓷大学教授金文伟等专
家也结合自身从业经验与文旅研究，从古镇
群特色文化产业系统营造、打造新媒体视角
下的古镇文化ID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据了解，此次峰会将持续两天，期间还
将开展湘江古镇群及乡村创客示范基地现
场指导、2017年度锦绣潇湘SMART文旅
创客大赛颁奖典礼等系列活动。

� � � �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晓萌）11月9日， 湖南省第二人民
医院与湖南本土医疗集团“南湖医院集团”
举行医联体建设签约仪式， 将打通优势医
疗资源下沉渠道， 形成公立医院带动民营
医院、综合医院带动专科医院发展的局面。
据悉， 这是我省首个三甲公立医院与民营
医院集团签约的医联体。

近年来， 为了发挥三级医院专业技术
优势及带头作用， 构建分级医疗、 急慢分
治、双向转诊的诊疗模式，方便群众就医，
我省大力推进区域医疗联合体系(简称“医

联体”)建设。据了解，南湖医院集团旗下有
长沙南湖医院等12家医院， 覆盖长沙、株
洲、益阳、岳阳等地，该医联体成立后，所在
地的患者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快速、
有效得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专家指导
与治疗，疑难杂症、急危重病人需要双向转
诊时，还能享受绿色通道优先就诊。

省第二人民医院李小松院长介绍，通
过医联体建设， 将公立医院的医院管理和
专业技术水平融入民营医院， 能有效提升
基层服务能力，有利于医疗资源上下贯通，
更好实施分级诊疗和满足群众健康需求。

文创专家“把脉”望城文旅乡创
2017年度锦绣潇湘SMART文旅创客大赛暨乡创峰会举行

三甲公立医院携手民营医院成立医联体

最美纪检人

不忘初心，道是无情却有情
———记中央纪委嘉奖获得者、石门县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长覃道进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万检新

凡是由他主办的案件，纪律就是天，至高
无上， 哪怕遇到三亲六故他也会“翻脸不认
人”；

凡是他负责的工作，总是倾力付出，追求
极致和完美，每一项工作都堪称样板和标杆；

从事纪检监察工作近20年，他参与、主办
或牵头查办各类违纪案件160余件，查处了多
起重大典型案件， 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上千
万元……

他就是石门县纪委常委、 监察局副局长
覃道进，一直在基层纪检监察岗位默默耕耘，
不忘初心，善终如始。今年9月，覃道进获得中
央纪委嘉奖。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进一步
加大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力度， 切实增强
群众的获得感。”11月上旬，接受记者采访时，
面对新征程，覃道进目光如炬，信念如初。

用智慧创造工作成效
从进入石门县纪委工作起， 覃道进先后

在执法监察室、纪检监察室、信访室、办公室
工作，今年9月开始，又分管党风政风室。无论
在哪里，不管工作内容如何千变万化，覃道进
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在信访室工作期间，他创新推出“阳光信
访”，让群众参与信访办理全过程，其经验得
到中央和省、 市纪委认可， 取得了很好的反
响。

石门，虽然地处偏僻，经济欠发达，但过
去办酒之风盛行，党员群众苦不堪言。

2013年， 分管作风建设的覃道进以整治
违规办酒等群众反映强烈的六大问题为突破
点，牵头起草了《石门县改进干部作风“六项
严禁”规定》。

规定出台后， 石门县自来水公司一职工
按当地土家族风俗， 以过36岁生日的名义办
酒，覃道进要求重点查办该案，对相关人员进
行了严肃处理。最终，立案审查1人，追责6人，
除当事人外， 自来水厂分管领导和当地乡镇
负责人均受到纪律处分， 相关违纪人员当天
被要求在电视台公开作检查。

案子影响很大， 成为当地遏制办酒风的
重要拐点。石门县纪委常委刘勇介绍，从那以
后，当地办酒之风急转直下。全县当年共查出
作风建设案件20余件， 通报了一大批典型案

件，久治不愈的违规办酒之风得到有效遏制。
覃道进在查办案件中， 同样发挥了不同

于常人的敏锐和洞察力。
今年3月，石门县纪委查办二都街道卫星

社区原党总支委员、组织委员孙某一案。该案
最初是围绕扰乱换届纪律的举报进行， 查办
过程中，由于时间过去一个月，相关监控视频
已无法调取，案子陷入了僵局。

当时正处换届期间，案子备受关注，压力
相当大。覃道进顶住压力，独辟蹊径，带领同
事查起了与案子看似毫无关联的一个劳务队
的账目， 最终发现了同一张票据的存根联和
入账联数字、名目均不一样的“鸳鸯票”。他以
此为突破口，顺藤摸瓜，查出了一个涉案金额
35万多元、 包括孙某在内涉案人员达20多人
的窝案。最终，孙某因此被留党察看2年。

纪律面前没有三亲六故
办案10多年来，对覃道进而言，内心最受

煎熬的还是查办自己的熟人。
要狠下心来确实不容易， 但想到干这份

工作就得面对腐败问题， 他渐渐学会了如何
做一个孤独的纪检人。

“时间长了，渐渐大家也知道我的脾气。”
覃道进从一开始就立下规矩， 所以现在无论
是在家里还是亲戚朋友， 为案子的事说情的
几乎没有，他在家也从来不谈案子，家里人有
时候都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 亲戚朋友也
不问。

2013年， 覃道进带队查办石门县烟基办
腐败案， 两名涉案对象都是曾经的同学和朋
友。两人除自己出面求情外，还找了很多老领
导、老朋友出面说情。

涉案人之一盛某， 就曾委托自己和覃道
进的共同老友出面， 一次掏出10条高档香烟
向覃道进求情，被覃道进坚决拒绝。最终，涉
案的两人都被移送到司法机关。

今年初， 石门县直某单位一主要负责人
被群众实名举报， 被举报者是覃道进在乡镇
工作时的老领导。在县纪委调查过程中，老领
导多次找覃道进说情都被他拒绝。 对方不甘
心，在覃道进带母亲去医院看病时，在覃道进
打开车门的瞬间， 迅速将一个鼓囊囊的信封
丢进车里，然后一溜烟跑了。第二天，覃道进
将红包通过办案室同志退还了回去， 这名负
责人最终被立案查处。

坚定不接受案发单位、被查对象的吃请；

坚持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该说的不说，不该拿
的不拿，不该做的不做。18年来，覃道进始终
如一。

对本职工作，总有一股“痴劲”
工作认真，吃得苦，这是同事们对覃道进

的一致评价。
县纪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陈技与覃道

进共事多年。在他印象中，多年来，覃道进坚
守在办案一线， 在办案点经常一待就是好几
个月，通宵达旦、夜以继日是常事，从来没有
怨言。

盛侠去年从乡镇进入县纪委工作。 在这
位“80后”眼里，覃道进几乎每天都是最早来
到单位的人。“工作上遇到困难，他主动帮我
们承担压力、分担任务。尤其办案期间，他经
常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替大家顶班，要我们
回去休息，多陪陪孩子和家人。”盛侠深有感
触。

对本职工作， 覃道进总是有着一股“痴
劲”。他告诉记者，干好纪检工作，除了责任，
关键还是要热爱。因为热爱所以义无反顾，因
为热爱所以无怨无悔。

正是凭着这股热爱，从事纪检工作以来，
覃道进几乎记得自己办过的每一起案件。

“很多经典案件回味起来， 觉得津津有
味。”覃道进坦言，纪检工作很辛苦，待遇也不
高，时间长了，还会招致家人埋怨、亲朋疏远，
但只要想起每处理完一起信访件、 每查办完
一个案件后，老百姓的利益得到了维护，心里
就会充满成就感。

� � � �覃道进 通讯员 摄

� � � �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熊远帆）
今天， 由国家文化部与欧盟委员会教育与
文化总司共同主办的“东亚文化之都”与
“欧洲文化之都”合作论坛（简称“双都”论
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上，长沙元素格外引
起与会嘉宾关注。

论坛首先在长沙市艺术研究院精心
创排的文艺节目《水韵·丝语》中开场，演出
选用了中国古乐器编铙为主要乐器， 与双
簧管等西洋乐器共同演奏《浏阳河》《蓝色
多瑙河》。同时，以舞蹈形式分别展示茶艺、
湘绣刺绣等传统湖湘手工艺， 寓意中西文
化相互交融和东亚与欧洲携手合作， 共谱
“一带一路”新篇章。

开幕式上， 塞浦路斯帕福斯市市长菲
东·菲多诺斯首先代表“欧洲文化之都”发
言。之后，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湖南湘江
新区党工委书记陈文浩代表“东亚文化之

都”作主题发言。随后，在以“‘文化之都’对
城市转型和城市重塑的推动”为议题的市
长论坛中，陈文浩表示，长沙将坚持以文
铸魂， 让城市血脉活起来； 坚持以文兴
业，让城市实力强起来；坚持以文惠民，
让城市居民乐起来；坚持以文为媒，让城
市名片靓起来。 这些理念得到现场嘉宾
的鼓掌认同。

近年来， 长沙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效果
显著，文化设施逐步完善，文化产业发展迅
速，民众的文化获得感增强。目前，长沙全
市有各类文化经营单位59882个， 从业人
员约54万人，占全市从业总人数的12%。日
前，长沙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
城市网络”，成为我国首个世界“媒体艺术
之都”， 文化成为长沙熠熠生辉的城市名
片。据悉，接下来将有欧洲城市代表团赴长
沙，与长沙市达成相关文化发展的协议。

东亚、欧洲“双都”论坛在上海举行

长沙元素大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