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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张
斌 通讯员 廖红军 杨晴）记者今天从
省司法厅获悉，今年以来，在省纪委驻
省司法厅纪检组积极推动下， 省司法
厅党组建立巡察制度， 保障了巡察工
作在省直司法行政系统落实落地。

今年5月，省司法厅党组成立巡察
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公室， 负责巡察组

组长、副组长、成员的遴选、培训，出台
《2017年度巡察工作方案》。8月，省司
法厅党组、 省纪委驻省司法厅纪检组
联合对东安监狱开展巡察， 深入检查
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结合司法行政工
作特点，对工程项目、物资采购、刑罚
执行、生产经营、干部选任、财务管理、

公务接待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检查，
共交办具体问题15件，提出问题清单
60个大项、101个小项。

巡察期间， 东安监狱注重立行立
改，边巡边改，修订了工程项目、物资
采购、公务接待、差旅费管理、车辆管
理、公务卡结算等管理制度；取消了一
家医药公司对监狱的药品供应； 诫勉

谈话、绩效扣分、取消评优评先、通报
曝光、批评教育10余人。近日，东安监
狱按照巡察反馈意见， 制定了整改方
案，整改工作正在深入开展。

据了解，根据此次巡察发现的问题，
省司法厅、 省监狱管理局已部署全省监
狱系统深入开展基层党建、公务接待、工
程项目、物资采购等重点领域专项自查。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通讯员 向
民贵 符永明 记者 张斌 )近日，泸溪
县屈望棚户区改造及防洪配套设施建
设亮化项目预算送审金额617万元。
通过县财政局投资评审中心实地走
访、取证、测算，最后审定金额265万
元，审减352万元，审减率57%。这是泸
溪县廉政财政评审后项目“大瘦身”、
助力精准扶贫脱贫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 泸溪县重点突出扶贫领

域目标开展廉政评审， 推行“管评分
离”工作机制，着重把关精准脱贫、民
生工程等领域评审， 对初审结果进行
复审考核， 并根据考核结果进行费用
支付。 对委托评审的项目全部安排跟
审人员，逐步减少自身直接评审，巧借
外力“放手不撒手”，对评审中的疑难
问题采用会审确定， 限制个人自由裁
量权， 不断提高评审效率， 为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保驾护航。同时，建立健

全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廉政制度、 评审
中心岗位责任制、 财政投资评审内部
控制和廉政“十不准”等规章制度，严
格按照评审程序，实行分工初审、交叉
复审和集体认定。并坚持早介入、早跟
踪，做到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全覆盖。

该县财评中心大力推行“阳光评
审”，规范完善评审程序。在具体评审
过程中，坚持以提供工程技术、法律法
规和财政财务管理服务为主旨， 充分

听取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和评审专家
意见， 使评审工作做到有“规”、有
“据”、有“法”、遵“规”守“纪”，让“雁过
拔毛”式腐败无处藏身。

紧盯财政投入这块“唐僧肉”，千
方百计挤掉项目“水分”。目前，该县已
完成投资评审扶贫领域等民生项目
1018个，送审金额20.91亿元，审定金
额18.19亿元， 为国家审减2.76亿元，
确保财政资金廉洁高效运行。

泸溪“廉政评审”挤掉“水分”

省司法厅从严巡察直属单位

11月19日下午，“丝路中国·大美
潇湘”2017世界旅游文化小姐湖南总
决赛在长沙举行。35名脱颖而出晋级
湖南总决赛的佳丽经过“中国梦”红
装、英伦校园短裙装、晚礼服、个人才
艺等多个项目的美丽鏖战，最终，来自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选手凌蛟斩
获冠军。 据悉，2017世界旅游文化小
姐湖南总决赛前三名选手将于12月
代表湖南角逐中国总决赛。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世界旅游文化小姐
湖南总决赛落幕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左
丹 余蓉）今天，第二届“湖湘教育家大
讲坛” 暨湖南省中小学教师高端研修
项目学员发展论坛（小学教育专场）在
长沙育英学校举行。我省近3年来“国
培计划”未来教育家班（小学）、青年精
英教师班（小学、幼儿园）、首批中小学
教育家孵化班、 首批义务教育阶段教
学名师班的近千名优秀教育工作者，
齐聚一堂，分享教育智慧，展示教育成

果，提升教育思想和水平。
本次论坛由湖南省中小学教师发

展中心主办， 长沙市芙蓉区教育局承
办。主题为“行走在教育家的路上”。全
国著名教育专家、杭州天地实验小学校
长王雷英带来了一堂题为《边界正在融
化》的学术报告，长沙育英学校校长周
方苗、育才小学校长朱爱朝、燕山小学
校长唐冬梅等10余名校长分别进行主
题分享。论坛以专家报告、互动交流、成

果展示等形式，就小学教育当前所遇到的
前沿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湖湘教育家大讲坛”是我省搭建的
一个提炼教育思想、分享教育智慧，展示
教育成果的交流平台， 去年举行了首届
活动。今年我省对讲坛进行了细化，分高
中教育分论坛、初中教育分论坛、小学教
育分论坛进行。11月18日，高中教育分论
坛、 初中教育分论坛在湖南师大附中举
行。全国著名教育专家、北京四中原校长
刘长铭为大会作专题学术报告， 重点探
讨交流教育家的特质， 与大家分享了如
何成为一个有情怀、有胸怀的教育家。

“湖湘教育家大讲坛”举行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记者
陈薇 姚学文 通讯员 陈华倩
陈文美 ）今天，由湖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长沙市委宣
传部、长沙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联合主办的“2017年湖南首届
‘对话传承人’匠人峰会”在长沙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此次峰会设计有“交流互
鉴———匠人与匠人的对话”“碰
撞融合———传承与发展的对话”
“融入生活———非遗与时代的对
话”3个主题对话环节， 全方位、
多角度就非遗的创新发展、产业
化运营、与互联网时代的融合等
方面开展对话交流。

会上，湘绣、桃源刺绣、醴陵
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长沙窑铜
官陶瓷、岳州窑烧制技艺、界牌
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等国家级、
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人，

用一个个精彩的故事， 讲述了非
遗融合发展、 重新走出宽广大道
的故事。 长沙铜官窑陶瓷烧制技
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彭望球认
为， 传统技艺只有与日常生活相
结合才能真正凸显出活力， 陶瓷
与湘绣、 银器的结合是时代新的
需求； 长沙市柳建新刺绣艺术馆
馆长刘雅则表示， 在当今手工技
艺被解放出来也是传承的一种创
新。但传承不等于固步自封，只有
赋予新的内涵， 古老的东西才能
焕发新的生机。

2018年度“一带一路———小小
传承人” 活动在本次峰会上正式启
动。 据悉，“一带一路———小小传承
人”活动自2017年开始举办，每年
由省文化厅组织全省各中小学校数
百名学生赴国外进行非物质文化遗
产交流， 促进湖湘非遗文化的国际
化的传承与发展。

首届“对话传承人”匠人峰会在长举行
传承人对话畅谈传承与发展

从严治党在路上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周东平）今天，我
省“戏曲动漫进校园系列活动”在
湖南音乐厅启动。

本次活动由文化部全国公共
文化发展中心、省文化厅、省教育
厅主办。 包括3项内容：2017小
学、 幼儿园音乐教师传统戏曲素
养培训；在长沙、常德、自治州等
10个市州举办100场地方戏曲文
化体验大课堂， 通过让学生观看
戏曲动漫、参与舞台互动，了解戏
曲常识， 激发其对戏曲艺术的兴
趣；与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合作，
排演10台戏曲动漫幼儿绘本戏。

当天，2017湖南省小学、幼
儿园音乐教师传统戏曲素养培训
开班， 全省140名小学校长及幼
儿园园长、160名小学及幼儿园
音乐教师参加培训。 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主席、 教育部艺术教育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仲呈祥上第一
课。 接下来的11天里， 中国戏曲
学院党委书记龚裕、 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许洪帅博士、 长沙市明
德麓谷学校相关负责人及众多戏
曲名家将为学员授课。

“戏曲动漫”以动漫的形式推
广中国戏曲艺术， 为在广大少年
儿童中推广、 普及优秀传统文化
开辟了有效途径。2015年， 该项
目被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
心列为“中华优秀文化数字化建
设与传承计划” 先行示范项目在
全国推广。2014年至今， 戏曲文
化体验大课堂已在北京、湖南、广
西、重庆、浙江、海南、宁夏等全国
15个省市区举办了近2000场，戏
曲动漫教学师资培训已经培训教
师近2000名。

“戏曲动漫进校园系列活动”启动

电影《大反撞者》将于明年4月上映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龙

文泱）近日，电影《大反撞者》在拍摄地
长沙召开媒体见面会。

《大反撞者》由湖南本土音乐人张
伯序担任出品人、制片人和编剧，青年
导演夏咏担任导演，日本著名导演、编

剧、演员园子温担任监制。影片讲述了
身怀绝技的农村青年大伦子进城后，
遇到了各种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城市
生活中感到迷茫的大伦子通过自身的
努力，最后找到人生方向的故事。张伯
序介绍，影片将用幽默诙谐的方式，直

面种种社会不良现象， 达到弘扬正气、
传播正能量的目的。

在发布会上，园子温表示，这是首
次担任中国电影的监制。《大反撞者》的
故事创意十足，像过山车一样，有很多
反转的情节，相信上映后会赢得观众的
喜爱。

制片方透露， 电影目前已拍摄过
半，计划于明年4月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