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医药学院推出“无机”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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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
讯员 游伟) 随着省国资委外派监事会日前
派驻省机场管理集团， 履行出资人监督职
责，省国资委代表省政府已完成向省属国有
重点骨干企业（不含文化、金融类资产）全面
派出监事会，实现外派监事会监督全覆盖。

作为出资人监督的专门力量， 外派监
事会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
分， 是规范企业经营管理行为和履行出资
人监督的客观需要。 我省从2002年实行外
派监事会制度，截至目前，外派监事会共派
驻31户省属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向2户参股
上市公司推荐监事会主席或监事人选，对
尚未完成公司制改制的2家研究所实行委
托监督，监督资产总计8138.17亿元。

省国资委外派监事会坚持以财务监督
为核心，以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完整、促进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己任， 主动融入企业法
人治理结构，牢固树立“控制风险、提升管
理、促进发展”的监督理念，聚焦监督主业，
明确职责定位，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揭示问
题，做到了“眼尖、耳聪、手准、身廉”。 创新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 促进监督与管理
协调配合；建立专报和汇报制度，向出资人
提供企业真实信息； 强化企业负责人自律
意识，督促企业经营者忠于职守；督促企业
科学决策，帮助企业及时规避风险。

近5年来，外派监事会就派驻企业监督
检查情况逐户向省政府专题汇报4次，向省
国资委党委或行政办公会专题汇报5次；累
计提交企业全面监督检查报告106份，专项
检查报告120份， 揭示企业问题风险3400
余条，提出意见建议2800余条，下达企业整
改通知或意见函140余份。

“眼尖、耳聪、手准、身廉”

省属国企外派监事会监督全覆盖
监督资产达8138.17亿元

“和”字纪念币长沙发售
12月13日， 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和” 字书法楷书普通纪念币在长沙发售。 该币

面额5元， 直径30毫米， 材质为黄色铜合金， 发行数量为2.5亿枚， 与现行流通人民币职
能相同， 等值流通。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邹太平

12月11日， 我省首个监察委———洪江市
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运行。 这标志着我省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接
下来， 我省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将如何推
进？ 12月13日， 记者就此专访了湖南省深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办公室综合
指导组副组长、 省纪委组织部部长黄正义。

时间表：
2018年1月上中旬 ，市 、县

两级监察委员会挂牌
2018年 1月 下 旬 ，省 监 察

委员会挂牌
“近期， 一批市级、 县级监察委员会将

陆续组建挂牌。” 采访中， 黄正义回答了公
众关心的改革试点时间表问题。 他告诉记
者， 全省将确保2018年1月上中旬市、 县两
级监察委员会挂牌， 2018年1月下旬省监察
委员会挂牌。

采访中， 黄正义告诉记者， 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容不得
半点马虎。 目前我省正全力以赴、 争分抢
秒、 积极稳妥推进改革试点工作， 紧紧抓住
机构设置、 人员转隶、 对接融合等关键环
节， 以“绣花” 般的精细功夫开启改革试点

“湖南进行时”。
记者了解到， 按照实施步骤， 我省市、 县

两级检察机关涉改部门转隶和监察委员会产生
在省一级之前。 为确保层层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不走样、 不跑偏， 强化指导尤为重要。

“省委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
充分发挥指导、 协调和服务作用， 坚持省、
市、 县三级联动改革。” 黄正义介绍， 11月
中旬， 省纪委10天内两次召开市州纪委书
记参加的专题会议， 14个市州纪委均已召开
县市区纪委书记会议， 将制订方案的“三个
依据”、 抓好转隶的“四个要求”、 试点工作
的“十个环节” 等要领传导到每一个市州、
县市区。 对全省14个市州、 122个县市区的
实施细则集中会审、 逐一把关。

省纪委领导班子成员还深入基层调研指
导、 释疑解惑， 压紧压实市、 县两级党委和
纪委的责任， 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
难和问题。 邵阳市委书记龚文密在市工作小
组会上强调：“凡是涉及试点工作， 要以最坚
定的立场、 最坚决的态度、 最有力的措施执
行到位， 不作为、 慢作为、 乱作为的严肃追
责问责。”

“完成转隶，关键是思想上的
转隶”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的， 就是要
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 把分散的
反腐败力量整合起来， 构建集中统一、 权威
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 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
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洪江市监察委员会成立后， 与市纪委合
署办公， 从市检察院转隶12名工作人员。 黄
正义介绍， 从全省来看， 按照“先转隶、 后
挂牌” 的原则， 我省明确2017年12月底前
完成市、 县两级检察院涉改部门转隶工作，
2018年1月中旬完成省检察院涉改部门转隶
工作。 转隶时机构、 职数、 编制不增不减，
整体划转。

“完成转隶， 关键是思想上的转隶。”
黄正义说， 改革试点过程中， 落实“把思想
工作做在前面” 的要求， 纪委书记、 检察长
站到了思想工作第一线。

省纪委制定专门方案， 省委常委、 省纪
委书记傅奎和省纪委班子成员对省检察院
80名涉改人员逐个谈心谈话， 有针对性地
开展家访。 省检察院召开党组会统一思想，
游劝荣检察长与涉改人员集体谈话， 密切掌
握思想动态。 市、 县两级纪委按照省纪委统
一部署， 在涉改人员转隶前， 开展一轮以上
谈心谈话和家访。 浏阳市纪委组织27名涉改
人员集中座谈、 逐个面谈。 桂东县纪委已开
展两轮谈心谈话。

刚刚履新的洪江市监委委员舒永乐， 是
从洪江市检察院转隶的12人之一。 他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 自己很乐意过来， 家人也
非常支持。 谈到洪江市转隶人员的成功融
合， 黄正义认为， 这正是洪江市“把思想工

作做在了前面” 的结果。 黄正义告诉记者：
“当前，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检察机关
反腐败工作力度不减、 节奏不变， 干部总体
状态良好， 普遍拥护、 支持、 投身改革。”

“1+32”项制度清单 ，确保
改革试点有条不紊推进

时间表和路线图已经确定，如何确保改革
试点有条不紊推进？ 黄正义介绍，省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办公室将各成员单位责任
事项列成“派工单”，以“日碰头”“周报告”的方
式抓落实。 各单位按照责任分工，积极发挥主
动性，相互支持、合力推进。

省人大常委会统筹市、 县两级人代会召
开时间， 已研究起草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选举办法草案， 关于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委
员任命和宪法宣誓程序的决定草案。 省委宣
传部牵头制定了改革试点工作宣传报道方
案、 新闻宣传应急预案。 省委政法委统筹司
法、 执法机关积极配合做好转隶人员思想政
治工作。 省法院明确要求对已移送各级法院
审理的涉副厅以上职务犯罪案件， 在年底前
结案或开庭审理。 省委办公厅会同省机关事
务管理局对合署集中办公场所几度选址， 已
形成初步方案。 省委改革办将监察体制改革
作为重大改革任务， 重点推动落实。 省公安
厅派员到山西、 浙江调研学习， 就留置场所
建设、 看护力量配备、 技侦措施配合、 实施
留置 （抓捕）、 支持配合办案等提出初步设
想。 省司法厅正在研究起草支持配合监察委
员会进行司法鉴定、 监察委员会办案人员调
查询 （讯） 问在押罪犯等程序和办法。 省财
政厅正在抓紧研究完善符合纪检监察业务特
点的经费保障和财政财务管理机制， 拟定经
费划转实施办法。

“制度创新是实现改革试点目标的关
键。” 黄正义介绍， 我省牢牢把握形成高效
顺畅体制机制的任务和形成监督制约机制的
要求， 从实践最亟须的制度抓起， 列出了

“1+32” 项制度清单。 今后， 我省将不断推
动深度融合磨合， 优化工作流程， 着力构建
规范有效、 可复制可推广的“监言监语” 制
度体系， 切实提高惩治腐败的能力。

以“绣花”功夫推进全省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 � � �———专访湖南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
办公室综合指导组副组长、省纪委组织部部长黄正义

� � �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黄巍 通
讯员 罗德发）今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怀
化城区的湖南医药学院。 在博学楼305教
室， 同学们主动将手机放到教室第一排课
桌前的收纳袋中。 整个“无机”课堂，不见低
头“手机族”，同学们认真听课、踊跃发言，
课堂气氛很好。

辅导员杨丽琳介绍， 随着电子信息技

术迅速发展，手机成为主要交流媒介。 在课
堂上，一些同学用手机接打电话、刷微博与
微信、看电子书、玩游戏等，严重影响学习
风气与质量。 今年9月开学后，“无机”课堂
在2015级临床1班至12班试运行。 临床12
班学生向晶晶说，她自控力不强，只要手机
在身上，就会控制不住去翻微信。“无机”课
堂帮她克服了不良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