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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彭新卫

日前， 作为每次巡检后的“规定动
作”，省纪委驻省政府办公厅纪检组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对省政府金融办“巡检”
反馈意见。至此，该组实现了对11家综合
监督单位政治生态的全盘扫描。

“只有摸清底数，掌握情况，工作才
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省纪委驻省政
府办公厅纪检组组长谢宏有告诉记者，
通过创新开展“巡检”工作，不仅擦亮了
派驻监督“探头”，全盘扫描了政治生态，
拔除了养痈遗患的顽疾， 更让遵纪守规
成为党员干部们的自觉。

擦亮派驻监督“探头”
省纪委驻省政府办公厅纪检组综合

监督的11家厅级单位， 分布在长沙、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海口等5省6市，厅
级干部57人，处级干部316人。

为擦亮派驻监督“探头”，改革伊始，
该组就制定印发《监督检查工作实施细
则》，推行定期、日常和专项三种监督检
查方式。其中，定期监督检查借鉴巡视的
做法，突出“政治体检”，被大家称为“巡
检”。

“‘巡检’分调研准备、现场检查、意
见反馈和整改落实四个阶段。‘巡检’组
进驻受检单位后， 以讲授党课、 民主测

评、查阅资料、个别谈话和设立信箱等方
式，对受检单位落实主体责任、执行六项
纪律等情况进行全面扫描， 重点是查找
问题、列出清单。 ”驻省政府办公厅纪检
组副组长刘东生介绍，“现场检查结束
后，‘巡检’组集体‘会诊’，开出‘药方’，
要求受检单位对照反馈意见限期整改，
对发现的问题线索则依规处置。 ”

据了解， 驻省政府办公厅纪检组首
轮“巡检”，就聚焦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的落实。 自2016年5月以来，驻省政府
办公厅纪检组通过“巡检”，共与312名副
处级以上干部个别谈话， 收集问题和意
见建议2567条，主动发现问题线索32条。
以此为基础， 驻省政府办公厅纪检组全
面建立了各综合监督单位信息台账，受
到省纪委的肯定。

打破因循守旧思维
“多年来，中心一直坚持每季度为干部

职工发放600元目标管理奖。 我接手以后，
觉得按照以前的惯例发放， 应该没什么问
题，没想到这是严重违纪行为。 ”这是一位
处长在接受纪律审查时向组织的坦陈。

一段时期以来， 一些党员干部喜欢
按所谓“惯例”做事。表面看问题不大，实
际上却反映出纪律规矩意识的淡薄。

2016年6月，驻省政府办公厅纪检组
在“巡检”时发现，某单位一位处长2012

年到2014年长期在下属机构兼职， 并以
咨询服务费形式领取报酬1万元，领取交
通、加班、通信费补助9万元。 在任职期
间，该处长还2次宴请、4次向有关部门工
作人员公款送礼，花费公款3.2万余元。

此外， 还发现该单位在党的十八大
以后仍存在违规兼职取酬、 超范围公务
接待、违规报销手机话费、违规发放值班
费和个人奖金等现象。

据介绍，2016年以来，驻省政府办公
厅纪检组受理该单位涉嫌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线索就有12件， 其中立案
审查3人，1人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人被
党内严重警告和警告。这些问题的产生，
很多都是因惯性思维而导致的。

“对于明显违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和现行政策法规的所谓‘惯例’，必须坚
决摒弃。 ”刘东生说。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越往后执
纪越严。 2017年，某单位党组会议研究决
定以误餐补助名义，违规发放夜间信访维
稳值班补助。 驻省政府办公厅纪检组“巡
检”发现后及时叫停，提出了严肃批评。

“‘巡检’，让大家的纪律规矩意识明
显增强了。 ”一位曾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
党员干部如是说。

拔除养痈遗患顽疾
为加强对驻外办事处干部职工的监

督， 省纪委驻省政府办公厅纪检组积极
通过“巡检”发挥作用：“将”在外，党纪更
要严格遵守。

2016年8月，驻省政府办公厅纪检组
在“巡检”时发现，某驻外办事处在周转
房管理上存在违纪违规现象。 他们带着
问题由点及面， 对其他几个办事处进行
重点检查， 发现周转房存在被已调离或
退休干部违规私自占用、 出租甚至购买
的现象。

参与“巡检”的驻省政府办公厅纪检
组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一问题屡屡发生、
久拖不决，干部群众反映强烈。 省政府机
关事务管理局曾多次发文要求整改，但
相关单位无人过问，有关人员置若罔闻、
放任自流， 问题愈演愈烈， 以致养痈遗
患，破坏政治生态。

为刹住歪风，拔除这一顽疾，驻省
政府办公厅纪检组及时向省纪委专题
汇报，随即向相关单位党组下达了问责
建议书， 要求坚决整改。 通过教育动
员，目前已有部分违纪人员自觉退还了
违规占用的住房， 上交了违纪所得，写
出了深刻检讨。 下一步，驻省政府办公
厅纪检组将针对整改情况从严开展执
纪问责。

“派驻纪检组就是不一样，敢啃这块
硬骨头！ ”某驻外办事处一位退休党员干
部点赞道。

我省大力推广电商扶贫小店
一站式帮助农户开店、推广、销售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李焱 ）
我省将在全省51个贫困县及非贫困县的贫困村推广10万家
电商扶贫小店， 预计明年通过该平台实现农产品销售5亿
元， 后年达到20亿元。 全省农村电子商务暨湖南电商扶贫
小店推广现场会今天在湘潭县举行， 湖南电商扶贫小店在
全省正式铺开。

为深入推进我省电商扶贫专项行动， 省商务厅联合省扶
贫办， 组织湖南省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和相关电商企业， 开发
了基于微信平台的社交电商平台———湖南电商扶贫小店。 该
平台可一站式帮助农户开店、 上传、 推广、 销售自产自销的
农特产品、 特色手工艺品、 自产生活用品等， 着力解决全省
贫困乡村农特产品销售问题。 该平台经上线运行测试， 具有
模式创新、 用户使用门槛低、 容易推广等特点。

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处长胡松强表示， 该平台将重点在
全省51个贫困县及非贫困县的贫困村推广运行， 目前， 湘
潭、 娄底等地已经开通了300多家电商扶贫小店， 售卖当地
的莲子、 柑橘等农特产品， 未来希望至少开设10万家。

今天的现场上， 与会人员先后来到湘潭县河口镇上桐
村电商服务站和湘潭县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进行现场观摩。
据了解， 近年来， 湘潭县农村电子商务工作取得了较快发
展， 建立健全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体系， 设立电子商务专项
扶持资金， 推动了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 已先后建设了
省内首家淘宝网县市级地方馆、 苏宁易购特色中华·湘潭
县馆； 推进86077平台建设， 目前入驻供应商达30余家，
各乡镇门店达2200余家， 建设了160余个村级电商服务站。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罗筱晓

这是一个酒的世界，酒罐成群，酒香
四溢，酒的芬芳令人陶醉……

湖南湘窖酒业，为期4天的全省“湘
字号”传统技艺“湘酒”技能竞赛，在这里
紧张地进行。

“纪律高于一切。 在‘湘酒’比赛举办
前，我分别给省总工会、邵阳市总工会和
湘窖酒业有限公司在现场的负责人发了
短信，都是为了强调‘不喝酒、不送酒’这
件事。 ” 湖南省总工会负责人的反复叮
咛，说明这场赛的特殊性。

由于始终把纪律挺在前面， 使这场
赛事达到了务实高效、 节俭清爽、“赛在
酒窖不喝酒”的目标。

11月13日起， 来自全省的75名酿酒

师齐聚邵阳，参加湘酒技能工匠竞赛。 算
上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 活动参与人数
近300人。

在竞赛现场，按照有关精神，湖南省
总工会作出了“竞赛期间不喝一滴酒、不
送一瓶酒”的规定。“光是我听到的，在制
定竞赛方案、 考察比赛地点和正式开赛
时，这项规定就反复强调了3次。 ”湖南省
总工会宣教部副部长罗伟说。

比赛前， 选手和嘉宾参观了湘窖酒
业有限公司的酿酒车间和酒窖； 比赛期
间， 选手和工作人员都在湘窖酒业公司
食堂吃自助午餐，“好酒闻得到，看得见，
又摸得着，但就是不能喝。 ”现场一位工
作人员这样形容。

300号人守着酒窖不沾酒，并不是一件
易事。 为此，湖南省总工会党组主动请省纪

委派驻省总工会纪检组和机关纪委都派出
纪检专员，对赛事进行全程监督。 好几位邵
阳市总工会的干部还向记者展示了市总党
组书记、 副主席刘文贤的短信：“竞赛期间，
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不论任何情
况和任何原因，一律禁止公款饮酒，一律禁
止工作时间饮酒，一律禁止公款送酒。”

整个4天的赛程中，除了在车间给参
赛选手“作品”（现场酿制的酒）打分的评
委以外，餐桌上就餐人员都自觉遵守“禁
酒令”。

赛区没有过去礼仪赛事常见的拱
门、气球、彩旗、花卉，只有一幅幅鲜艳的
宣传十九大精神的标语， 映照着参赛选
手、评委们充满自信和期待的笑脸。

据悉，“湘酒”技能竞赛是湖南省“湘字
号”传统技艺工匠竞赛的收官之战。 在此前
的“湘茶”“湘竹”“湘瓷”“湘绣”等项目中，竞
赛作品都具有一定的食用、观赏、收藏价值，
但湖南省总工会坚持做到个人“不拿不送”。

美酒飘香的现场，阵阵清风扑面而来。

桃江县第四中学发生一起
结核病聚集性疫情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记者 段涵敏）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今天通报， 今年8月，
桃江县第四中学发生一起结核病聚集性
疫情。

截至11月16日，共发现29例肺结核
确诊病例和5例疑似病例，另有38名学生
预防性服药， 共计72名学生接受治疗和
管理， 对疑似及预防性服药学生的诊断
待观察、 复查后再予以确认。 疫情发生
后，省、市、县各级卫生计生部门高度重
视，积极处置疫情，救治患病学生，疫情
已得到有效控制。

对政治生态进行全盘扫描
———省纪委驻省政府办公厅纪检组创新开展“巡检”工作掠影

共享汽车进驻黄花机场
租车费用最低0.6元/分钟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郑湘玲
曾晓青）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今日发布， 共享汽车品牌EV-
CARD于16日入驻黄花机场，旅客可在机场T2停车场、机场
临空壹号写字楼停车场选择该共享汽车出行。

此前，已有多家共享汽车品牌入驻长沙市，但尚未有共享汽
车品牌入驻高铁站、机场。 省道路运输部门在今年2月举行的工
作会上明确提出，我省今年将重点推进高铁站、机场、旅游景区
发展汽车租赁业务，并将率先在客流较大的高铁站、机场试点。

EVCARD是首家进驻黄花机场的共享汽车品牌。 此次
先期投放的车型有北汽ec180、荣威ERX5（SUV）等新能源
汽车，后期还将投入宝马i3等豪华车型。 黄花机场共有65个
专属停车位供旅客停车。

用户需持有半年（含） 以上C2驾驶执照， 下载该品牌
APP后，需缴纳1000元押金或者取得预授权，即可以分时租
赁形式驾驶车辆。租车费用按时间结算，最低为0.6元/分钟。
用户可通过银联、支付宝、微信等多种方式付费。

记者了解到，目前该品牌设有长沙坡子街和黄花机场两个
网点，用户需在这两个网点取车、还车。

黄花机场介绍，机场还将与更多企业合作，在T2航站楼
P1停车场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停车区等， 为旅客提供更多
出行选择。

“赛在酒窖不喝酒”
———“湘酒”技能竞赛现场侧记

� � � � 11月17日，中科院院士、中科大教授、长沙生殖医学医院首席专家刘以训院士
（右二）给大学生签名。 当天，南华大学举行2017年度刘习明奖学金颁奖仪式，为30
名学业优秀的学生颁奖。 刘以训院士进行了科研思维与生殖临床科研的最新进展
讲座，开阔学生的视野。 丁丽娜 曹正平 摄影报道

大学生追星科学家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李曼斯 姜佳）
今天， 首届中国医疗器械上市企业高峰论
坛在长沙举行。其中，长沙市确定建设医疗
器械“国际之都 千亿之谷”的目标，引来相
关领导、业内专家和学者纷纷建言献策。

此次论坛主要针对国产医疗器械产
业发展的现状和既存问题， 共同探讨民
族医疗器械产业的创新发展之路。

近年来， 医疗器械产业持续快速发
展。 作为医疗资源大省的省会， 长沙于
2016年获批“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
城市， 其中确定大力发展的12大重点产
业中就包含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产业。

根据目标， 长沙将以长沙高新区为重
点，集全市之力发展医疗器械产业，出台更
多支持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政策， 尤其要
重点支持和引进一批有一定技术门槛的高
性能医疗器械产品。推进研发、制造、流通
等各个环节的高效整合， 构建以研发为先
导、以制造为核心、以流通和医疗健康为市
场价值链终端的完整医疗器械产业体系，
大力发展体外诊断试剂及分析仪器、 高性
能诊疗设备及关键部件等产品。

据湖南省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常务副
会长张宏峰介绍， 此次论坛汇聚医疗行
业精英， 长沙的投资环境已吸引多家企
业有意向来长沙创业， 第一批项目预计
签约金额将达1.5亿元。

长沙将建医疗器械
“国际之都 千亿之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