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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过去，岳阳县市区统战系统机构设置分
散，“统一战线不统一”， 工作疲于应付，现
在，统战工作有为有位，基层统战工作者纷
纷表示：“统战工作越干越有味”。 这样的变
化， 得益于今年以来岳阳市探索推进的
“1+4”县级大统战工作格局。

构建县级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基层统
战工作大合力，激发统战系统大效能。 省委
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称赞岳阳市构
建县级大统战格局“形成共识、高位推进、效
果很好”， 同时这一模式也得到省委改革办
的高度肯定。

基层尴尬： 机构设置分散，
“统一战线不统一”

临湘市统战部原来只有8个编制， 民宗
工作挂靠在市政府办，侨联、台办工作由统
战部副部长兼管， 没有专门的编制和机构，
统战工作开展起来难度很大，疲于应付。

过去，这样的尴尬在基层统战系统普遍
存在。 据介绍，岳阳市各县市区统战系统机
构设置原来比较分散，除了统战部、工商联
是单列机构外，民宗局 、台办、侨联等机构，
有的挂牌同级政府办， 有的合并到统战部，
有的内设于政府办。 机构级别也不统一，正
科、副科、股级或没有明确级别的都有，尤其
是民宗、台办多为兼职人员，多为“维持会
长”，统战工作“边缘化”不同程度存在。

在这种机构设置下， 统一战线力量分散，
“没人做事” 成为县市区统战部长普遍头疼的
问题。 许多机构除去领导职数，办事人员屈指
可数，多数只能看摊守业，更谈不上工作创新。

破解出招：“1+4”模式，合署
办公，形成大合力

今年以来，岳阳市高位推进，制订出台
《关于推进县市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实施意
见》，全面推行“1+4”（县级党委统战部+民
宗、台办、工商联、侨联）工作模式和“四统
一”工作机制，着力构建机构设置精干、力量
整合有效、权责划分明晰、工作体系健全的
县级大统战工作格局。

统一机构设置。 全面规范县直统战系统
单位设置，统一建立健全统战部、台办、民宗
局、工商联、侨联组织机构，明确县级统战部
与民宗局合署办公，与台办、工商联、侨联集
中办公。 今年9月底前，全市9个县市区委统
战系统机构设置全部到位。

统一力量调配。 明确工商联党组书记由
统战部副部长担任，台办主任、民宗局长、侨
联主席或侨联党组书记可由统战部副部长
兼任，另设侨联专职副主席1名、民宗局专职
副局长1名。

统一归口管理。 积极推行职能职责、管
理活动、考核考评“三归口”，有效解决过去
县级统战部门“单打独斗”“各自为政”的局
面，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
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

统一工作网络。 建立健全县（市区）、乡
（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工作网络， 127个
乡镇（街道）全部配备1名统战委员、1名统战
专干；1806个村（居委会）均明确一名村委会
成员兼任统战工作联络员。

激发活力 ：“统战工作越干
越有味，越干越有为”

“原来统战系统不受欢迎，现在年轻干
部都愿意到统战系统来，在岗工作人员平均
年龄不到40岁。 ”临湘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
部长李其报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岳阳市县市区新增党外正职
12名，县直统战部门共新增编制49个、交流
使用56人、提拔重用16人，极大激发了统战
干部和党外干部干事创业活力。 大家普遍感
觉到“统战工作越干越有味，越干越有为”。

以构建县级大统战格局为抓手，岳阳市
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优势， 在服务在精准脱
贫、招商引资等中心工作中贡献智慧力量。

平江县委统战部通过大统战工作格局，
组织17个商会、 港澳台侨和宗教界人士、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共同开展“大爱平江”慈善
行动，募集善款7000多万元，与县内3000户
贫困户结对帮扶。

临湘市委统战部和市工商联合署办公
后，扎实推进“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工
作， 分别引进投资5亿元的汽贸城项目和投
资6亿元的商贸城项目， 这也是临湘市首次
引进投资过亿元的产业项目。

� � � �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蒋睿 于
振宇 通讯员 周艳 张弛） 湘潭市公安局日
前发布消息，该局近日成功侦破我省首例组
织出卖人体器官案。湘潭市人民检察院对犯
罪嫌疑人薛某、冯某等六人以涉嫌组织出卖
人体器官罪批准逮捕。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
步侦查之中。

一方是因患有尿毒症需要换肾的“受
体”黄某，一方是负债累累无力偿还意欲卖
肾的“供体”张某，在职业中介薛某、冯某、李
某等人组织下，“买卖”双方达成“默契”。 然
而这场非法肾脏移植手术以失败告终，由此
引发的索赔纠纷，曝光出了一条可怕的产业
链条———地下肾脏交易市场。

今年7月18日， 报案人黄某向市长热线
举报，称其系尿毒症患者，经熟人介绍到湘
潭某民营医院进行非法人体器官移植。接到
报案后，湘潭市公安局与该市卫计委迅速组
成专案组，赴河北、河南、江苏、湖北、广西等
地， 历时3个多月， 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6
名。

今年5月底， 报案人黄某因患有尿毒症
需要换肾，与中介李某商定买肾及换肾费用

共计46万元。 李某以40万元的价格转包给
犯罪嫌疑人薛某。 薛某与犯罪嫌疑人冯某、
李某3人协商，由薛某负责联系手术场地，冯
某负责联系中介提供肾脏供体，李某负责组
织手术医生。 6月8日晚，薛某、冯某、李某组
织肾脏供体、肾脏受体、手术医生等共计11
人，租用湘潭市某民营医院手术室，非法买
卖人体肾脏并进行活体移植手术。

术后，黄某支付给李某手术费用等共计
46万元，李某给了薛某40万，薛某支付给医
生18万元，供体中介费1.5万元，“供体”张某
的肾“卖”了4万元，另外还有手术室使用费3
万元、“供体”张某留院治疗费5000元等。

不久后，黄某在长沙某医院检查发现肾
脏移植失败，6月11日，薛某、冯某与武汉某
医院联系，将其送去进行抢救性治疗，并在
该医院实施了肾脏摘除手术。 因手术失败，
黄某向薛某索赔40万元， 薛某先是通过银
行转账退还了199900元， 并口头约定余款
于6月30日前退清。 但后来薛某没有兑现承
诺，黄某在索赔无果的情况下，向湘潭市市
长热线举报。 至此，该起罪恶的地下交易才
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 � �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雷文明）今天，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召开
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冬春攻势”行动视频推进
会，会上通报：从12月1日开展“冬春攻势”行
动以来，至12月11日，共行政拘留884人、以危
险驾驶罪立案129起、查处毒驾36起。

12月1日， 全省公安交警打响道路交通
安全“冬春攻势”战，集中整治国、省道及高
速公路交通违法行为，城区及农村地区交通
违法行为。行动开展前11天，全省高速公路、
国省道及农村道路累计现场查处交通违法
2.3万起；城区现场查处交通违法6.7万起；城
区查处重点违法16.85万起； 查处机动车不

礼让斑马线1.54万起；全省利用缉查布控系
统现场查处“两客一危”车辆违法1361起。

至12月11日，全省累计淘汰黄标车存量
104922辆，剩余黄标车3833辆，黄标车淘汰
率达到96.48%， 大部分市州实现了基本淘
汰的预期目标，永州、怀化两市黄标车淘汰
率率先达到100%。

据悉，各地各级公安交警部门将继续坚
守高速公路、 城市道路、 农村公路3大主战
场，突出加强对重点人员、重点车辆、重点违
法的查处打击。 同时，加强与其他警种部门
的协调联动，通过警种协作、合成作战，提高
违法犯罪打击效能。

� � � �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李国斌）
今天上午10时30分许， 长沙市交警支队岳
麓大队民警利用大数据分析研判， 在长沙
市西二环枫林路口查获一台有涉毒嫌疑车
辆。 经检测， 驾驶人姜某某尿检呈阳性，
姜某某也承认自己近期吸食了冰毒。

正在开展的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冬春攻
势” 行动中， 长沙公安交警加大执法力度，
运用大数据分析对涉毒交通违法进行精准打
击。 岳麓大队民警程同振介绍， 在长沙公安
交警的缉查布控系统中， 对有吸毒历史的驾
驶员的车辆进行标记， 这些车辆行驶上路后，

卡口会自动报警。 系统确定车辆轨迹后， 民
警就可在相应路段进行拦截。

交警提醒， 驾驶车辆需要驾驶员精神
集中， 意识清醒， 吸食毒品后驾驶人会出
现幻觉、 精神亢奋等状态， 难以自控， 极
易出现操作失误， 引发交通事故。 一旦查
获涉毒交通违法， 将严格依法处罚。 目前，
姜某某已被移交至岳麓区望城坡派出所接
受进一步调查处理。

鉴于统战系统机构设置分散，岳阳市探索“1+4”县级大统战工作格局———

破解基层统战难题

湘潭警方侦破
我省首例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
6名犯罪嫌疑人已批准逮捕

公安交警“冬春攻势”
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交警用大数据分析查出“毒驾”

净化老旧小区
餐厨油烟
12月12日，长沙市芙蓉

区东湖街道龙马社区，安装
人员为居民安装餐厨油烟
净化机。 该社区是老旧居民
区。今年9月开始，芙蓉区在
社区实施餐厨油烟净化改
造工程，将传统的排风扇更
换成新型餐厨油烟净化机。
当天，改造工程完成，惠及
小区1050户家庭。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刘歆妮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黄巍 通
讯员 罗平） “现在镇纪委兵强马壮， 又是
专职专岗， 能办案、 敢办案， 也能办好
案。” 12月12日， 通道侗族自治县县溪镇纪
委书记韦奇波介绍， 今年来该镇共立案10
起， 问责5人， 严厉查处扶贫领域“雁过拔
毛” 式腐败和作风问题案件， 赢得干部群
众信任。

为破解乡镇纪委办案难、 难办案的尴
尬处境， 通道出台乡镇和村级纪检组织建
设的意见， 创新搭建乡镇纪委和纪检监察
室由县纪委监察局进行一体化管理的新平
台， 对乡镇和村级纪检组织的机构、 编制、
经费、 教育、 制度等各方面进行全面规范。

按照相关标准， 对各乡镇的谈话室、 办案
室进行规范化建设， 配备执法记录仪、 视
频监控系统等办案设备。 每个乡镇还配备
一套“互联网+监督” 终端， 供群众查询民
生、 扶贫资金使用及村务公开情况， 线上
线下接受群众举报投诉。

同时， 按照“3+N” 模式给各乡镇纪
委配备办案人员， 全县162村 （社区） 全部
配备纪检员， 把监督执纪前哨延伸到基层
最末梢。 探索建立了乡镇纪委片区工作机
制， 通过交叉办案、 联动办案、 指定办案
等方式， 提升片区内监督执纪问责效能。
今年来， 通道11个乡镇纪委共立案52起，
问责基层“微腐败” 32人次。

能办案 敢办案 办好案

通道乡镇纪委“强筋壮骨”履好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