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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张婷

“违规将公务加油卡放在加油站工作人员手
中， 联合该工作人员先后9次对社会车辆加油，
套取现金2600余元，胆大妄为！ ”

“一个晚上违规用同一张公务加油卡分别为
朋友及其妻子的两辆私车加油，真是任性！ ”

“二级单位在没向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报批
的情况下，私自用公务加油卡给单位执行了公务
的私车加油，无视纪律！ ”

“利用保管公务加油卡便利给自己私车加油
250元，心术不正！ ”

近日，在对全县使用公务加油卡疑似违纪违
规问题进行调查时，南县作风建设专项监督检查
组感到一阵惊愕： 随着专项检查的深入展开，已
揪出好几个违规使用公务加油卡的“油耗子”。

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1月19
日，经过对涉嫌利用公务加油卡给私车加油或套
取现金的15个问题线索初步核查， 南县纪委监
委立案审查5人，其中政务立案4人，党纪立案1
人；诫勉谈话6人；责令整改单位6个。

为进一步规范公务用车行为， 严防公车私
用、私车公养等问题发生，南县以精准、细致的大
摸底、大排查为抓手，在今年元旦春节期间，启动
了公务用车专项监督检查行动。

县纪委监委发动各乡镇纪委和各派驻纪检
组， 用一天的时间摸清了全县公务用车信息，包
括公务加油卡、公务用车车牌、驾驶人员、管理人
员等具体情况，并建立全县公务用车台账。

依据台账，专项检查组到加油站调取所有加油
卡加油信息，进行逐一甄别。 初步摸排出一批可疑
加油信息后，便调取各加油站相关加油监控视频仔
细查看，进一步锁定疑似违纪违规问题线索，再到
县交警大队车管所核实涉嫌违纪违规加油的车辆
信息。 最终，整理并形成问题线索汇总表。

“3日内必须将问题线索调查清楚， 坚决以

‘零容忍’态度，对顶风违纪者从严从重，严肃处
理，绝不姑息。经查证属实的，一律点名道姓通报
曝光，形成震慑。 ”1月16日，该县县委常委、县纪
委书记、 县监委主任谌映民组织召开专题会议，
将所发现的私车公养问题线索集中交办，并要求
快查快结、严查严办。

“除了公车私用、私车公养，公款吃喝、违规
饮酒、违规操办宴席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
行为都是我们监督检查的重点。 ”该县纪委党风
政风监督室负责人介绍，元旦春节期间，南县纪
委监委组织成立5个监督检查小组， 由班子成员
领头， 发挥全县纪律检查工作一体化机制作用，

灵活采取多种方式，全面开展监督检查。
截至目前，该县已发现问题线索

23条，立案审查5人，组织处理14人。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张璐 罗雅琴
湖南日报记者 彭艺

有一句诗是这么写的： 成熟的稻
穗， 头往大地弯得越低， 果实结得越
满。

有一种党建是这么做的： 工作往
基层扎得越深， 党的旗帜就飘扬得更
高。

随着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流动党
员“五同三明六纳入”管理、“党员突击
队”授予仪式、“三比一创”等一系列党
建活动，成为长沙地铁6号线建设的强
大推力。

庄严的入党誓词、 光荣的革命发
展史、神圣的党员荣誉榜……近日，记
者走访6号线中段（东西区）土建主体
二标工程指挥部时， 看到了活力无限
的红色力量。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党组织是国企独特的政治优势，

而如何以党建为抓手提升企业核心竞
争力，是当前国企面临的重要课题，也
是长沙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新任党
委一班人的思考。“只有把党建工作渗
透到日常的项目管理中， 把党的领导
作为引领工程建设的‘魂’，方能达到

‘党建优秀，工程优质’的目标。 ”
在中建股份6号线中段（东西区）

土建主体二标工程指挥部的党员活动
室内， 由两个屏幕并列组成的党建平
台十分新颖：左边是党建知识学习区，
只需轻点手指， 就可全面了解党的光
辉历程； 右边则是地铁建设知识学习
区， 囊括了轨道交通6号线的基本情
况。

如此“双建合璧”，直接转换成了6
号线的生产力、竞争力。

目前，长沙地铁6号线共建立了23
个党支部，由1个37名党员的建设单位
党支部和22个共162名党员的参建单
位党支部组成。 大部分党员都是业务
骨干，行业精英。 在统一思想的同时，6
号线紧紧将思想建设与工程结合起
来， 提升项目的核心竞争力， 做到了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给流动党员一个新家
随着地铁项目的推进， 越来越多

的流动党员加入到地铁建设大军中
来。 如何管理这批流动党员，发挥他们

的积极性，成为了考验6号线所在党支
部的一道难题。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的做法是，
对流动党员采取“五同三明六纳入”，
即536工作法，使分散的流动党员在工
作领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五同”，就是“政治上同对待、工
作上同要求、生活上同关心、素质上同
提高、利益上同收获”；“三明”是加强
流动党员队伍建设， 认真落实党员人
员进出明、党员关系明、党员工作生活
情况明；“六纳入”是“从思想教育上纳
入、从党员活动上纳入、从学习培训上
纳入、从日常生活上纳入、从激励帮扶
上纳入、从组织建设上纳入”， 从各个
方面加强对流动党员的管理和关怀，
提升流动党员素质， 增加流动党员的
获得感和对项目的归属感。

他们还从不同层次创新党建工
作，如组织各参建单位通过“支部建在
项目上”为纽带，开展导师带徒、党员
突击队、流动党员管理、“三比一创”等
活动，要求全线支部做到“工作目标联
述、活动联办、工作联动、信息联通、阵
地联享、廉洁联保”。

“建地铁是好事 ，我们
肯定支持”

去年11月23日， 岳麓区玉兰路附
近的商铺来了一批身穿黄马甲的施工
方党员代表。 他们手拿宣传册，挨家挨
户走访，告知商户长沙轨道交通6号线
玉兰路站即将开建的消息， 并对可能
造成的出行不便表示歉意。

“你们好用心呀”“建地铁是好事，
我们肯定支持”“就算不方便， 我们也
一定理解” ……居民的回答， 让这群

“黄马甲”感动不已。 当天，小分队共走
访100余家商户， 共收到签名百余份，
大大增强了地铁建设者们造福长沙的
动力与信心。

去年夏天， 在长沙遭遇特大洪灾
的紧急关头，中国交建等6号线参建单
位积极加入防汛抢险， 集结近百名成
员组成救援大队赶往现场， 投入到防
汛工作当中。

6号线各党支部还积极督促各项
目部做好文明施工工作， 保证不影响
市区环境与群众正常工作生活。 正是
扶贫帮困、 救灾、 援建这些坚实的脚
印，筑起了施工方与群众的连心桥，飘
扬起国企服务社会、服务大局的旗帜。

天心区
“1+3+X”模式
强化基层治理

湖南日报2月5日讯（陶芳芳 董劲）基层党
建怎么抓？ 今天，长沙市天心区20位党组织书
记集中就抓好基层党建和意识形态工作，进行
书面述职。天心区委书记朱东铁说：“对各级党
组织来说，就是要通过党建引领来提升社会治
理水平，造福民生。 ”

近年来， 天心区积极探索建立“1+3+X”
基层治理模式。“1”即区委成立一个社会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3”即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公共服务水平；“X”即突出几大抓手，如建
好民生工程等。区里出台了深化城区街道管理
体制改革的试点方案，充分发挥街道社区在社
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创新打造党建服务阵
地。 坡子街街道八角亭社区根据当地商业集
中、流动人口多的特点打造“候鸟驿站”，在各
商圈、楼栋建立了流动人口党群服务点，并运
用QQ群、微信群等，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
务、组织邻里互助，取得好效果。

天心区还出台了长沙市首个“政府购买社
会工作服务实施办法”，不断优化公共服务，涌
现出天剑志愿者工作站、新园“开心农场”等大
量社区志愿者团队。 2017年，全区办理民生实
事好事4211件， 及时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426
起，得到居民广泛好评。

扎得越深，飘得越高
———长沙轨道交通6号线党建掠影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元旦以来，南县对公务用车展开专项检查———

“精细摸排”逮住“油耗子”

制图/李雅文

私 车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杨坚 尹建国

2月4日， 新宁县市民陈某将一面
锦旗送到县公安局， 感谢民警迅速为
她找回走失的两个孙儿。

1月30日15时许， 新宁县公安局
汽车西站移动警务平台的报警电话响
起： “街头有两个男童不见了！” 原
来， 65岁的老人陈某带着3个孙子从
高桥镇乘坐大巴车返回县城， 在西站
下车后， 陈某背着最小的孙子前往另
外的地方办事， 把5岁和2岁的孙子领
到附近一个避风处， 要他们在原地等
待， 她马上就回来。

但这个“马上” 竟长达1个小时。
陈某办完事回到原地， 不见了两个孙
子的踪影。 陈某惊慌失措， 大声呼喊
着两个孙儿的小名。 热心路人见状，

替她报警求助。
根据报警人模糊、 简单的描述，

值班民警颜波马上派出4名民警、 辅
警， 驾驶警用摩托车， 往不同方向到
大街小巷寻找； 同时， 调取孩子走失
地附近监控视频。 视频显示， 两个孩
子是结伴离开原地的， 手牵手沿大兴
路往出城方向走去， 没有大人搂抱拐
骗。 民警立即驾驶巡逻车沿路寻找。
15时40分许， 在距离原地约1公里远
的地方找到两个孩子。

原来， 两个孩子在原地等得太
久， 也不见奶奶来， 便满街寻找奶
奶。

两个宝贝孙儿重回自己怀抱， 木
讷的陈某反复说着两个字： “谢谢！”
看到陈某独自带着3个孙儿， 又有大
包小包的行李， 怕她再有闪失， 民警
便驾驶巡逻车， 将他们送回家。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昭云

2月5日， 邵东县供销社家属房内，74岁的老人
王定孝调好温水，端着脸盆，拿着牙刷和水杯，送给
爱人何明星洗漱。 过去40年来，王定孝每天都是这
样悉心照顾瘫痪妻子的。

王定孝曾是湖南日报记者。 1978年，在邵东老
家的妻子何明星双腿突然不听使唤， 被医院诊断
为神经性瘫痪，从此只能靠双拐和轮椅过日子。 为
了照顾妻子和两个幼儿， 王定孝毅然放弃自己热
爱的工作，回到老家，到邵东县供销社工作。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何明星经常唉声叹气、
偷偷哭泣。 1982年春节， 外出买东西的王定孝回
家，见满地碎玻璃渣和热水瓶壳，找遍客厅和卧室
也不见妻子的身影。 后来发现浴室的门关着，敲了
许久，躲在里面哭泣的何明星才将门打开。

“家里条件不好，看你一个人要养活4个人，

自己帮不上忙还添乱，想一死了之。 ”何明星说。
王定孝安慰她：“没事，天塌下来，还有我顶着。这
个热水瓶早该换新的了，你这一打，打发了，今后
日子好过了。 ”

为了让妻子走出阴霾，王定孝一有时间就推
着她到街上“溜达”，并为她订了多份报纸。 上世
纪80年代初还没有普及电视机， 王定孝晚上就
背着妻子，到对面电影院去看电影。

有人曾劝王定孝离婚另娶，但他说，为自己
生儿育女的妻子怎么能抛弃呢？

回忆起两人的相识， 王定孝脸上露出了微
笑。有一天，他从仙槎桥骑单车回家偶遇她，顿时
被她清纯的样子所吸引，两人一路走回去，一路
聊天，彼此产生了好感。

“那时候我家徒四壁，而她家境殷实，所以她
家人不同意，她却说选的是我这个人，不是家产，
这让我很感动。她生病了，就算生活再难，我也不

会抛弃她。 ”王定孝说。
起初， 何明星拄着双拐还能走一走， 到了

1990年，拄拐杖不行了，王定孝就借钱从长沙买
轮椅给妻子坐， 并独自承担起家里所有家务，从
无怨言。常年坐轮椅，最怕长褥疮，但在王定孝精
心照顾下，何明星从没患过严重的褥疮。

夫妻之间重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王定孝深知
其道。 妻子没有工作又患病，为了让妻子心灵得
到安慰，王定孝就让她当家里的“财政部长”，每
月工资按时如数上缴。 家里需要添置物品，再从
她手中“支取”。

2013年， 何明星患结石到邵阳市医院做手
术，术后小便失禁。王定孝每天守在病床边，悉心
照顾，及时帮妻子换洗尿湿的裤子。

“如果有来世，我们还要做夫妻，让我加倍偿
还你的爱和情。”躺在病床上，何明星深情地对王
定孝说。

� � � � 2月4日上午，长沙市开福区新河街道，爱心志愿者为环卫工人和社区群众制作米粉。当天，该街道
联合爱心餐饮企业开展公益帮扶活动，为贫困户送去米、油等物资，现场请居民品尝米粉。

湖南日报记者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爱心米粉暖人心

老百姓的故事 邵东七旬老人照顾瘫痪妻子40年———

“爱情之花”在病床前绽放

两幼童闹市走失
民警40分钟寻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