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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一次红脸出汗的提醒谈话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1月12日，长沙市某区委负责人正与区纪委、
区监委的同志一道，研究新一年的反腐工作。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党委“一把手”，落
实主体责任，一刻也不能懈怠，在这方面，长沙市
委带头示范作出了表率。
他回忆起一次红脸出汗、感触颇深的谈话。
2017年12月5日上午，该负责人来到省委常
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的办公室。
“今天找你过来，是就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跟你谈一谈。 ”胡衡华开门见山、直奔主
题。
“前段时间，市纪委等单位在监督检查、纪律

审查工作中发现了区里存在的一些问题，今天给
你提个醒。区接待办在公务接待方面存在审批手
续不规范等问题，另外，你们区有一个小区住宅
电力‘专改公’项目是2017年度省市重点民生实
事项目，但一直迟迟没有进场施工。 ”
“公务接待审批流程不规范的问题，我们已
对公务接待流程、接待办财务报账流程等方面进
行了规范；住宅电力‘专改公’的问题，因受到小
区场所条件的限制， 现已纳入整体改造方案，正
抓紧推进。 ”该负责人答道。
“作风问题无小事，尤其是牵涉到群众切身
利益的事情，必须雷厉风行、马上就办。 ”胡衡华
说，“领导干部一定要强化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
牵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把党要管党、全面

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实
到每一项工作中、每一个细节中去。 ”
“感谢市委、 感谢书记给我敲了这一记警
钟。 ”该负责人回去后，谈话涉及的两个问题很快
进行了整改。
2017年9月，长沙出台了《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提醒制度》，以问题为导向，由市委、市政府领导
班子成员， 采取下发提醒函和面对面谈话的方式，
提醒有关单位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并要求被提醒单
位一个月内整改到位。 实施主体责任提醒制度以
来，该市共开展提醒谈话48次，下发责任提醒函61
份，有效推动形成全市各级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
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的
“
四责协同”、层层压实的责任落实体系。

“既扎稳‘根’，又铸好‘魂’”
通讯员 胡一芳 向富利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1月12日，冬日长沙，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会议室内气氛热烈。
公司党委6名班子成员与部分党支部书记，
集中收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
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的新闻后，马上进行集中学
习讨论。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
的‘根’和‘魂’。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
托，既扎稳‘根’，又铸好‘魂’。 ”2017年9月履新
该公司党委书记的杨国平开门见山地说，组织大
家在第一时间内收看新闻， 就是要把自己摆进
去，深刻汲取原党委书记黄明涉嫌严重违纪的惨

痛教训，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1962年出生的黄明，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组织的培养下，一步步成长，2017年2月任湖南兴湘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同年5
月，他却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12月1日，
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他决定逮捕。
“
把好用权
‘
方向盘’，系好廉洁
‘
安全带’。 ”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程鑫深有感触地说，国有资产姓
“
公”不姓
“
私”，不能公私不分，更不能损公肥私。
“拧紧‘螺丝’，上紧‘发条’，系好‘扣子’，筑
牢‘防腐墙’。 ”党委副书记张崇政说，抓紧抓好党
员日常教育管理工作，突出“三会一课”的党性锻
炼，让支部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教育党员的学
校、攻坚克难的堡垒。
“多打‘防疫针’，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公司

凭借“一车一艇一机”产业优势

旅游装备制造湖南奋勇争先
湖南日报1月12日讯（记者 孟姣燕）随着旅游
大众化时代到来，以房车、游艇、轻型飞机等为主的
旅游装备需求井喷，旅游装备制造业前景喜人。 今
天，省委政研室牵头，召集省经信委、省旅发委、省
发改委以及长沙、株洲、湘潭、益阳4市政府和相关
企业，就湖南旅游装备制造业
“
怎么干”开展研讨。
发展旅游装备制造业，不仅能拓展装备制造
业发展空间， 推动装备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
伸，还能带动旅游产业发展。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
研究显示， 湖南制造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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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其中，与旅游装备制造相关联的汽车制造、通
用航空设备制造、游艇制造实力强大。
瞄准旅游装备产业巨大市场空间， 近年，长
沙、湘潭、株洲、益阳4地政府和企业，摩拳擦掌，
力图在旅游装备制造业大显身手。
房车制造方面，长丰猎豹牵手法国湃力特公
司，2017年底成立全国首家中外合资房车制造
企业，预计2020年房车产销量可达3000辆以上，
占据中国旅居车市场15%份额； 游艇制造方面，
沅江市已形成我国内陆最大的复合材料游艇生

纪委书记谢扶民接过话茬。 他告诉大家，公司纪
委以巡视整改为契机，采取调研走访、任前廉政
谈话等方式，与党委委员及中层干部开展了一轮
谈心谈话，重申了有关廉洁自律的要求，领导干
部的廉洁意识明显增强。
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但所有人意犹未
尽。 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严
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拧紧思想的“螺丝”，把党
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既讲道理，又办实事，
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工作。

产基地，太阳鸟游艇位居行业龙头；通用航空设
备制造方面，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的小型航空发动机占据全国80%的市场，山河科
技成功开发国内第一款通过中国民航适航认证
的全碳纤维复合材料飞机， 市场占有率达70%。
我省“一车、一艇、一机”，在全国旅游装备制造领
域已形成较强的竞争能力。
与会者认为，湖南发展旅游装备制造业基础
好，为抢占旅游装备制造业的“风口”，应尽快做
好顶层设计，高起点规划我省旅游装备制造业基
地，并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形成部门联动、企业推
动的产业发展环境；重点在长株潭益4市，布置全
省旅游装备制造产业园，培育全国旅游装备制造
龙头企业；争办中国旅游装备博览会，并使其长
期落户湖南，形成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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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检察院部署
监察委移送起诉案件办理工作
湖南日报 1月 12日讯 （记者 于振
宇 通讯员 廖远哲）今天，省人民检察

院下发《关于认真办理监察委员会移送
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就办理监察委员会移送起
诉的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通知》严格规范了检察机关办
理监察委员会移送起诉的职务犯罪
案件的具体办案程序，并就工作中可
能出现的情况，明确了具体的工作要
求，以更加严格的程序来保证办案质
量。 《通知》要求，全省各级检察机关

党组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监察
委员会移送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办
理工作， 努力让这批案件诉得出、判
得下，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 全
省各级院检察长是指挥办理监察委
员会移送起诉职务犯罪案件工作的
第一责任人，必须亲自过问、亲自协
调、亲自把关，办案人员要积极适应
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新模式，确保监察
委员会移送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成
功办理，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监察体制
改革的拥护和支持。

李国新解读《公共图书馆法》
湖 南 日 报 1 月 12 日 讯 （记 者 龙 文
泱 通 讯 员 羊 漾 杨 庆 怀 ）今天，由北

京大学教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李国新主讲的
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
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专题
讲座在湖南图书馆开讲。
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公共图书
馆法》 是我国第一部图书馆专门法，
也是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的第一部文化立法。
李国新从立法背景、 立法过程、
法律条文的主要内容、对公共图书馆

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及深远影响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解读。 作为这部法律
出台的推动者之一，他认为，《公共图
书馆法》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公共图书
馆法律界定、强化了政府设立和保障
公共图书馆的责任、推动了公共图书
馆体制机制的改革、鼓励了社会力量
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建立了公
共图书馆提供服务的法律规范、明确
了国家图书馆的性质功能、完善了我
国出版单位和出版物的交存制度，对
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里程
碑意义。

贫困户安居乐业
1月11日，怀化市鹤城区凉亭坳乡枫木潭村，3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房格
外醒目。在定点扶贫单位的统筹安排下，目前已有39户138人实现了易地搬迁，
安居乐业。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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