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荨（紧接1版）党的十九大召开后，
省委又迅速出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
神、 贯彻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
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
规定等具体措施和办法， 带头落
实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

一系列动作，推动了全省各级党
组织管党治党不松劲、 不停步、 再出
发，促进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以身作则树新风
2017年1月10日， 省委常委会

议室内座无虚席。 根据中央部署要
求， 新一届省委常委班子用一整天
时间召开了2016年度民主生活会。

此前，省委向中央学习，先派省
委督查室专题调研了省委常委落实
八项规定的情况。会上，大家首先对
照检查了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的情况。
经过对照， 省委常委们一致认为，执
行八项规定还应该更严格、更坚决。

不久， 在系统梳理已有规定的
基础上， 省委进一步完善了省内公
务接待中禁止饮酒、 进一步简化公
务接待、 规范新闻报道等“六条禁
令”，省纪委机关出台20条规定，各
市州层层制定相应改进办法， 让人
耳目一新。

作风问题不是小事， 它折射的
是新一届省委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
和担当。杜家毫多次指出，新一届省
委在“四风”问题上必须态度坚决，
以新风新貌开新局。

落实“主体责任”，务必打造强

有力堡垒。省委坚持从自身做起，带
头“刮骨疗毒”。

2017年初，针对多起案件暴露出
来的问题，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禁止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
者职务上的影响在金融活动中谋取私
利的规定（试行）》，要求纪检监察机关
加强对执行规定情况的监督检查。

一年来 ， 全省填报情况的
15139名厅、处级干部中，共有38人
主动填报为亲属或其他特定关系人
承揽过金融业务。其中，15名厅级干
部获利1276.9万元，目前均已纠正。
期间， 省纪委查处一批相关违纪案
件，通报典型问题6起。

同时，严厉打击利用领导干部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省委、省政府
专门发文，要求对打着领导旗号办私
事的坚决抵制，一律不信、不见、不理、
不办，并及时向党委、纪委报告。

期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成立
调查组114个， 查核招投标项目5433
个，涉及资金818亿元，发现问题项目
710个，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361人。

层层压实开新局
“作为奋斗在湖南这片红色热土

上的共产党人，我们必须始终不忘信
仰之心，始终不忘为民之心，始终不
忘奋斗之心， 始终不忘敬畏之心，走
好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赶考路，永
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

2017年11月8日， 在全省市厅

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第一期集中轮训班上， 杜家毫的
话让人记忆深刻。

在抓好自身建设的同时，省委坚
持一级抓一级， 层层压实主体责任。
我省连续举办6期省管干部专题研讨
班，杜家毫带头讲准则、条例，省委副
书记、 省长许达哲带头讲专题党课；
举办新任副厅级领导干部廉政教育
培训班，242名领导干部参加了培训。

落实责任， 问责倒逼是重要手
段。“该打的板子要坚决打下去，该
处理的人要坚决处理。” 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傅奎说。

湖南把严格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作为重要抓手，坚持“一把手抓一
把手”，突出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
数”，并运用巡视巡察、检查、通报、
约谈、诫勉、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
手段， 层层传导压力， 严格责任追
究，激发担当精神。

一年来， 省委常委和党员副省
长认真履行“一岗双责”，32名省委
省政府领导共对下级领导干部开展
谈话提醒473人次； 全省共有44个
党组织、737名党员领导干部因管党
治党不力被问责，给予312人党纪政
纪处分；5080名党政领导干部因失
职渎职被问责。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 湖南启动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坚持党委
负主责、纪委负专责，党委书记履行
好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亲力亲为，当
好“施工队长”。如今，各级监察委员
会正一步一个脚印建立， 正是湖南
层层压实主体责任的真实写照。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1月11日上午， 冬日暖阳中，在
张家界市永定区沅古坪镇栗山村，
苏木绰栗山第四届土家年猪文化节
举行，6000余名游客纷至沓来，选
购土特产品、欣赏土家歌舞、品味土
家盛宴。

一大早， 地处苏木绰深山里的
栗山村便热闹起来。进村公路上，村
民早早地将自产的土特农产品摆出
来，形成集市，土家腊肉、蜂蜜、糍
粑、炒米、土鸡、红薯粉丝、纯菜籽
油、腊豆腐、甜酒、稻虾香米等土特
产品备受游客青睐。“生意太好了，
50多公斤腊肉、香肠和血豆腐一抢
而空。”66岁的贫困户符明清和妻子
提前杀好了年猪， 在指定摊位进行
销售。一个上午的时间，两人摆出的
土家腊肉便所剩无几。

村部戏台上， 省非遗高花灯、土
家茅古斯、摆手舞等各种原生态的民
俗文化节目轮番上演，展示着当地人
的民俗饮食文化和热情好客。“能买
到正宗的农家土特产，能吃上地道的
土猪肉，还能欣赏优美的自然风景。 ”
栗山村党支部书记李明洋告诉记者，
栗山村的“年猪节”已经成了一个“香
饽饽”，游客越来越多，今年光报名人
数就有2000多人。

最激动人心的是现场表演杀
猪。广场右侧的稻田里，“杀年猪”比
赛剑拔弩张， 数十名土家汉子磨刀
霍霍，杀猪、脱毛、破肚、分块……动
作娴熟、环环相扣。“以前养猪卖不
掉，今年家里养的猪全卖完了。 ”曾
经的贫困户李松华参加了杀年猪比
赛，并且获得了第3名。 他说：“村里
举办‘年猪节’，吸引了好多人，猪肉
不愁卖，价格也地道，游客可以放心
选购。 ”

浓郁民俗风味的节目和杀猪比
赛让游客耳目一新， 组织方当场给
致富能手、脱贫模范进行颁奖，激励
全镇村民走适合自己的致富之路。
在节日的喜庆中， 重庆驰舸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与栗山村签下《花椒产
业发展订单合作协议》，公司按市场
价收购该村180亩基地生产的花
椒。 仅此一项，全村可增收90万元。

“通过举办土家年猪文化节活
动，将文化、旅游、农业融合起来，充
实老百姓的‘钱袋子’，使‘年猪节’
变成了村民‘增收节’。”沅古坪镇党
委书记李新寿表示， 栗山村打造土
家年猪文化节这一品牌， 吸引游客
前来捧场， 政府仅投入10多万元，
却为农户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初步
统计，活动当日，当地群众线上线下
销售各类农特产品逾600万元。

通讯员 李杰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1月11日，冬阳普照，暖意融融。
在泸溪县浦市镇长坪村田地里，一
座座保温大棚正在加紧改建， 大棚
内不时传来阵阵蛙叫。

“我这蛙，现在都通人性了，每
天中午12时，准时吵着要吃的。 ”一
位年轻小伙子向记者走来， 直夸自
己养的青蛙。 他叫李先玉， 今年29
岁， 由于酷爱养蛙， 被村民们称为
“青蛙王子”。

曾在外务工的李先玉，2016年
底想回家干一番事业。 经过市场调
查，结合当地资源，2017年春，他搞
起了黑斑蛙养殖。“好好的工作不
做， 回来养青蛙， 吃饱了没事干
啊？！ ”起初，家人反对，父亲抱怨。

“年轻人创业，好事！”省扶贫办
驻长坪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王斌力挺

李先玉。 采取“村集体经济+农户”
的模式，由村里出面，争取扶贫贴息
贷款30万元，支持他创业。

说干就干，2017年初， 他与村
民签订30亩田地5年的租赁合同。
随后，他自己动手打了两口深井，用
井水养青蛙，“咱这水质好， 好水养
好蛙。 ”

为提高养殖技术， 他跑到岳阳
某养殖公司“拜师学艺”，学习养蛙
技术。 黑斑蛙成长快，肉质鲜美，而
且价格高。 他2017年投资的41个养
殖池， 已产成品黑斑蛙3.4万公斤，
收益18万元。

凭借“养蛙致富路”，李先玉完成
了从一个农民工到青年创客的逆袭，
更赢得了“青蛙王子”的美誉，成了脱
贫致富带头人。李先玉望着“蛙群”，脸
上洋溢着喜悦：“今年准备成立养殖
合作社，带动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

“年猪节”成了“增收节”

农民工变身“青蛙王子”

精准扶贫 在三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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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月12日讯 (记者 曹
辉 通讯员 冉春雷)近日，湘潭县监
察委员会刚一成立就有大动作：涉
及同一起案件的两名国家工作人员
先后到县监委投案自首， 主动坦白
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 请求组织宽
大处理。

去年12月25日15时，某单位一
名班子成员陈某独自来到湘潭县纪
委，说：“我收受了他人所送的2万元
现金，这件事就像一颗定时炸弹，让
我提心吊胆， 总担心迟早有一天会
‘爆发’。 我想通了，要争取主动，也
恳请组织从轻处理。 ”

3天后的12月28日上午9时，湘潭
县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接待了前来投
案自首的某单位一工作人员李某，“我
在任单位中层负责人期间， 曾收受了
他人所送的1万元现金，为某公司一项

目虚假资料签字盖章， 致使政府财政
资金遭受较大损失。 一年多来吃也吃
不下， 睡也睡不好， 得知监委已经成
立，想来想去还是主动来了。 ”

目前，上述两人主动上缴了共计
3万元违纪所得，涉及的问题线索经
初步查证基本属实，该案正在进一步
办理当中。

1月10日， 湘潭市监察委员会挂
牌，标志着湘潭市、县两级监委已全
部挂牌成立。 湘潭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胡卫兵告诉
记者，监察体制改革的强大声势传导
出来了， 惩戒效应也显现出来了，这
次湘潭县两名干部主动投案自首就
是例证。 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将牢记初
心信仰，牢记职责使命，全力以赴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让廉
洁湘潭的清风扑面而来。

� � � � 湖南日报 1月 12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刘玮 ） 记者今天
从省人社厅了解到， 我省日前公
布2017年湖南省企业科技创新创
业团队支持计划入选名单， 湖南
大麓科技智慧管网创新创业团队
等20个团队入选。

对每个团队给予100万元奖
励； 支持其申报国家和省重点项
目，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 湖
南省企业科技创新创业团队支持
计划自2014年实施以来， 不仅培
养了一批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

更增强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

据了解， 去年全省共有57家
团队申报2017年湖南省企业科技
创新创业团队支持计划， 包括先
进装备制造、 新材料、 生物与信
息技术组、 新能源与节能环保 、
医疗卫生等团队。 经申报推荐 、
资格审查、 专家评审、 考察和公
示等程序， 报省委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审定， 湖南大麓科技智慧管
网创新创业团队等 20个团队入
选。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胡
鄂南

在繁忙的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有这样一支队伍， 他们真诚地服
务， 为广大出入境旅客排忧解难，
维护着长沙空港口岸的通关秩序，
他们就是武警湖南省边防总队长沙
边检站的边检警官。 体贴入微的关
怀， 使长沙边检站在旅客心中留下
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您好， 欢迎您回国！”
“谢谢， 见到你们真的就像回

家见到亲人一样。” 1月5日， 刚从
老挝万象参加经贸活动归来的宋先
生高兴地对边检员小刘说。 在长沙

边检站执勤现场听到这样的声音并
不奇怪， 在开展提高边检服务水平
工作中， 该站主动融入驻地“把长
沙航空口岸打造成国际航空枢纽，
开辟通达五洲的空中丝绸之路” 大
局， 强化服务， 加强亲情化服务建
设， 从旅客身边走进旅客内心， 真
正使旅客感受到边检服务宾至如归
的感觉。

2017年7月31日， 在德国从事
商务的陈练女士， 开心地告诉为她
办理边检手续的检查员小李说道：
“以前从法兰克福， 要从广州或香
港转机， 费时费力不说， 还得提前
订票。 长沙直达法兰克福航线开通
后，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服

务， 而且还能直航到达， 真是太方
便了！”

不仅普通群众常常对该站服务
表达赞美， 外国政要对边检服务也
提出赞赏。

2017年5月18日凌晨， 结束在
华经贸推介活动的罗马尼亚副总理
加夫里列斯库一行， 来到长沙黄花
国际机场， 准备搭乘航班取道香港
回国， 长沙边检站执勤官兵立即按
照既定方案， 引导代表团成员从特
别通道礼遇通关， 展现了长沙边检
官兵规范、 高效、 文明的风采风
貌。 登机前， 加夫里列斯库对送行
省领导表达了对工作人员的赞誉：
“长沙是座美丽的城市， 下次出访

中国我要把这里列为第一站！”
随着长沙开放型经济的高速发

展， 口岸出入境人员流量井喷式增
长， 2017年， 该站共查验出入境航
班1.4万架次， 出入境人员238.8万
余人次， 创历史新高， 而边检警力
没有明显的增长， 边检官兵经常不
分昼夜奋战在执勤一线。 令人惊奇
的是， 该站边检服务水平却一直稳
中有升， 始终保持“零投诉” 纪录，
被评为湖南省“文明窗口单位”。

“为驻地经济社会发展、 口岸
开放服务， 是每个长沙边检人不变
的初心！” 长沙边检站政委李锐对
记者说。

出入有境， 服务无境。 长沙边
检站副站长王颖介绍， 他们的目标
就是要完善每个岗位的服务标准，
培育每名官兵的服务定式， 使每一
名服务对象在任何时间、 任何岗位
都能得到优质高效的服务。

湘潭打响监委反腐
“第一枪”
2人主动投案自首

20个团队入选
科技创新创业团队支持计划

对每个团队给予100万元奖励

“见到你们就像见到亲人”
———长沙边检站提高边检服务水平的故事

经济·政治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有一个人，用7年时间，拖回2万多
件“旧东西”，编著文献100多万字，自
己写文案，自己设计布展，自己投资，
花了4000多万元，在华容县建了一座
1万多平方米的棉文化博物馆。

这个人就是柳庆新， 一个10头
牛都拉不回头的人。

乡村“冒”出一座民间博物馆
1月10日，冬阳融融，华容县三封

寺地界， 田野里出现一栋青砖青瓦的
仿古建筑，上书“中国棉文化博物馆”。

博物馆由南北向的两个大四合院
和4个天井组成，“这是受岳阳张谷英
村启发设计的。 ”“馆长”柳庆新说，整
栋博物馆3层，完全由他自己设计。 每
层浮桥、连廊与展厅相连。 一楼庭院有
一片桂花和柚子树， 庭院浮岛有流水
淙淙。

柳庆新领着记者从一楼开始参
观。

脱脂棉、纱布、绷带……医用卫
生材料和各种医书是第一展厅医疗
与卫生用棉制品厅的主要展品，柳
庆新收集、 整理并展示了医用卫生
材料的历史演变。

最核心的是第二展厅棉花厅。
“汉建元二年，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
域，从中亚带回了棉种，开启了‘棉
花之路’。 ”柳庆新从浩如烟海的资
料里， 整理出了每个朝代的棉业发
展状况和历代棉业先驱。

三楼棉服饰厅内容更为庞杂，有
棉纺起源与传播、棉纺革新、棉服饰文
化、织锦绣品的历史传承和科技发展，
以及棉纺先驱黄道婆的创业史等。

最后一个展厅是全棉无纺布科
技厅， 现代全棉无纺布的发展历程
在这里得以呈现。

聆听过弹棉花的“琴声”
柳庆新很容易让人印象深刻，

做人做事都别具风格。
个子不高， 体格壮实， 面色红

润，精力充沛，大冬天也是一身单薄
的外套。

他学金融出身，人极为聪敏，曾在
农业银行从事信托投资工作近20年。
本世纪初下海经商，由于眼光独到、行
事果敢，迅速积累了丰厚的家底。

2008年， 原本只想买下华容一
块地作商业开发的柳庆新， 却被命
运推动着接手了华容一家脱脂棉
厂。

“我本来就对棉花很有感情，华容
又是重要的棉产地。 ”在华容投资成立
一家以棉花为原料的脱脂棉与无纺布
生产企业的同时，柳庆新滋生了在华容
建一个棉花博物馆的想法。 据他考证，
华容在宋末元初已开始普及种棉、棉
纺、棉织，至今仍为湖南省第一产棉县、
全国三大产棉县之一。

环洞庭湖地区， 一直有种棉花的
传统，作为临湘人，柳庆新的印象里，
家乡的田野种满了水稻、棉花、甘蔗等
农作物， 而棉花是最妍美的，“开两季

‘花’，永不凋谢”，但是棉农的生活也
是苦的，他回忆说：“摘棉花最苦，手上
全是伤口。 ”

博物馆大门边，刻着柳庆新撰写的
《棉花之恋》：“少年时， 我下地摘过棉
花，聆听过弹棉花的‘琴声’，穿过粗布
棉衫、棉鞋、棉袄，至今记忆犹新……”

一人拖回2万多件“旧东西”
萌生了建棉文化博物馆的念头

后，柳庆新就开始行动起来。
柳庆新身家不菲， 却没有司

机，没有秘书。 采访过程中，他领
着我们在馆内参观解说， 忙上忙
下，烧茶倒水，没有一个帮手。 而
建这座博物馆， 同样是他一个人

在“战斗”。
博物馆里收集了数千册书籍，都

是柳庆新从旧书市场淘回。 一本破旧
的民国时期的《石膏绷带学》，曾让柳
庆新如获至宝，花了100元的“天价”购
入。

博物馆还陈列有2000多个木梭
子，各种纺织设备。 每一件都是柳庆新
从各地古玩市场和农村搜集而来。

正当柳庆新一车一车地往家里拖
“旧东西” 时， 公司的股东们产生了质
疑，认为他不务正业，“路子走偏了”，不
少人要求撤股，银行也不愿贷款给他。

这些都无法动摇柳庆新。 他将在
长沙的多处个人资产进行了抵押贷
款，先后投入4000多万元建设博物馆。

2015年，博物馆要赶在6月棉花
节前开馆， 他连续两个月几乎没有
合过眼，“好在我练武术的， 身体底
子好，硬扛了过来。 ”

虽然， 这座凭柳庆新一己之力
建起来的民间博物馆并不完美，有
些地方甚至还显粗糙， 却让参观者
肃然起敬。

它首次详尽系统地向人们展示了
棉花之路、 棉耕文明、 棉花产业的发
展，保存了大量棉花品种、棉纺工具、
棉纺产品，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见证。

花开天下妍 花落天下暖
———记柳庆新和他的棉文化博物馆

冬日晴好
忙施工

1月12日，长沙市岳麓区阜埠
河路口，建设者利用晴好天气，抓
紧长沙地铁3号线阜埠河站站房
施工。 地铁3号线线路全长约36.5
公里， 共设地下车站25座， 计划
2019年建成通车。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一以贯之
扛牢责任

沈纪平

全面从严治党， 要靠全党、管
全党、治全党。这其中，管党治党政
治责任的落实至关重要。

一年来， 湖南坚持以上率下、
以身作则，从省委抓起、严起，从省
委常委做起，牢牢牵住 “牛鼻子”，
把主体责任落实到管党治党的全
过程 ，管党治党留下了 “印 ”、抓出
了“痕”。

正所谓 ， 权力和责任是对等
的，有权必有责，有责就要敢担当。
担当要在工作中体现，在实践中检
验。如果没有担当，哪里敢于负责，
又何谈落实责任。对于各级党组织
来说，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个
最根本的政治担当，关键还是要看
行动。

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
要求的，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
相统一，紧紧咬住 “责任 ”二字 ，抓
住“问责”这个要害 ，敢抓敢管 ，严
格执纪，一以贯之地把管党治党政
治责任真正扛牢抓实，担负起全面
从严治党的历史使命，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

开局之年实现关键之为 ■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