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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陈静

阳春三月，绿意葱茏，来自全省109所
高校的专武干部，怀揣高校武装工作难点
问题齐聚湖南省人武学校，就高校武装工
作建设重难点问题想招数、寻对策。

近年来，随着部队改革、移防、国防
生停招和地方吸引人才新政新规出台
等， 新时代高校武装工作面临新的考
验。

本次集训的专武干部半数以上没有
从军经历， 也未曾参加过军事院校或人
武学校专业培训，有从军经历的和“老专
武” 也都感到面对高校武装工作新难题
束手无策。为此，这次集训一改以往领导
授课、队列训练、观摩见学的“老三样”，
提出了带着问题学、聚焦难题研、共享经
验的集训“新三斧”，采取“研究式集训”
的方法，将问题导向贯穿集训全程，使集
训变成梳理成果、总结经验、研究对策的
过程。

“带着问题来参训，通过培训找答
案， 是此次集训的创新之处。” 集训队
临时党委书记欧阳大力介绍， 他们将
经过调研梳理的重难点问题提前下发
给各高校武装部， 由各单位结合实际
对照认领、预先研究，所有参训的专武
干部报到时都要上交“问题清单”，集
训队分批次每天举行“难题会诊”圆桌
研讨会，让解决好的作经验介绍，解决
不好的集思广益。

“国防生停招，学生军训教官队伍

将成为难题。” 集训案例研讨会上，湖
南大学武装部专武干事高云抛出军训
即将面临的新情况后， 中南大学武装
部专武干事贺少华随即介绍了他们的
解决办法：组建学生军训骨干委员会，
依托退役复学大学生士兵培训教官队
伍。据悉，推广中南大学解决军训教官
队伍问题的做法是本次集训经验共享
的样本， 也是推广共享29条成功经验
中最重要的一条， 备受参训专武干部
欢迎。

大学毕业生入伍比例不高一直是个
“老大难”问题，被列为研讨会的重头戏，
他们从高校征兵政策法规、体制机制、服
务模式、宣传鼓动等方面进行研讨，形成
了突破改进的意见建议： 纳入学校人才
培养体系、服务贯穿入伍与退伍全程、尽
最大努力解决退役后出路问题。 记者翻
阅集训队“问题研讨清单”发现，集智攻
关研讨的还有高校学生36个学时军事理
论课落实难、 高校武装工作经费缺乏政
策性文件支持、 武装机构与保卫部门合
署易边缘化等9个方面的问题， 形成了9
条意见建议。

鲜明的问题导向增强了集训实效。
据省军区动员局局长吴畏介绍， 此次集
训共会诊107个高校武装工作疑难问题，
涵盖武装部机构设置、高校征兵、学生军
训、国防教育等方面。参训的专武干部表
示，这次集训很解渴，使他们明白了新时
代高校武装工作如何干， 怎样迈上新台
阶，也看到了差距，找到了努力方向。

强军兴军新征程

告别“老三样” 祭出“新三斧”

高校专武干部
开展“研究式集训”

长沙消防火灾防控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周小雷）
近日， 长沙市公安消防支队对存在火灾
隐患的长沙市通程国际大酒店第8、第43
层营业区域实施临时查封。

通程国际大酒店位于长沙市芙蓉区
韶山北路159号，主楼高154米，总建筑面
积10万平方米左右，酒店集客房、餐饮、
购物、办公和娱乐休闲于一体。长沙市公
安消防支队消防监督员进行消防监督检
查时， 发现该酒店45至47层擅自变更使
用性质，8层洗浴按摩中心、9层健身房、
43层会所装修均未办理消防行政审批手
续 ，7层KTV部分疏散指示标志 、7层
KTV排烟风机、44层设备层消防电话、3
层局部防火卷帘未保持完好有效，30层
室内消火栓水带破损、 消防卷盘出水阀
门不能正常开启， 裙楼部分防火门及其
闭门器损坏，7层KTV部分自救式呼吸器

超过有效使用期限。特别是第8、第43层
营业区域的顶棚、 墙面及走道采用大量
可燃、易燃物材料装修，不符合法律法规
之规定，不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可能严重
威胁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第54条及《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第
22条的规定， 长沙市公安消防支队依法
对通程国际大酒店第8、第43层营业区域
实施临时查封。

查封过程中， 消防监督检查员依法
向该酒店负责人宣读了临时查封决定，
对于其他违法问题，支队同步下达了《责
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该酒店立即拿
出有效措施和方案，尽快整改火灾隐患。

长沙市公安消防支队负责人介绍，
他们将进一步加大全市火灾隐患的整改
力度，严厉查处消防违法违规行为，确保
隐患必除，不留死角。

存在火灾隐患
通程国际大酒店

部分楼层被临时查封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向云清

“某县人大办、政协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情况报告出现惊人相似”“某县法院
个别班子成员廉政谈话记录中， 记录人为同
一人，但明显出现几种不同字体”“某镇卫计办
干部晚上在宿舍打牌”……前不久，在怀化市
纪委五届三次全会上，播放了专题片《全面从
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片中曝光了该市各地履
行主体责任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探索建立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曝光机制， 剑指一些地方管党治党责任意识
淡薄、 一些党员干部经常性纪律教育没有坚
持、正风肃纪‘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
等问题。”4月12日，怀化市纪委、市监委相关
负责人说，怀化市委以曝光促整改、以整改促
履职，有效推动全市各级党组织、党组织书记
积极主动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摄像15小时记录40个问题
今年来， 怀化在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上下真功夫， 探索建立履行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曝光机制。为精准“画像”，该市
从市纪委、 市监委机关及派驻纪检监察组选
配50人，组建主体责任督查人员库，每轮主体

责任督查都随机从库中抽取人员。 并在督查
前组织专题学习，为督查组配备摄像机，对督
查全程进行拍摄。

长期以来， 一些单位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落实较大程度上存在“责任递减”等问题。
有的党组织落实主体责任停留在开会、发文、
讲话中。瞄准这些问题，督查组紧盯党组织书
记这个第一责任人， 选择党委组织部等重点
部门开展督查， 确保曝光的问题到事到人到
细节。督查组综合运用抽查测试、随机问答、
查阅笔记文件、检查作风等方式，着力发现部
分基层党组织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
领导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推进巡察整
改落实、 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
果等6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们对13个县市区122个机关单位和乡
镇党组织进行督查， 督查组摄像时长有15个
小时，记录6个方面的具体问题40个。”怀化市
纪委、市监委相关负责人说。

敢动真格，57人“挨板子”
15小时的摄像素材制作成了20分钟专题

片，引起参加怀化市纪委全会的市、县两级党
政负责人、市直单位负责人、县市区和市直纪

检监察机构负责人的强烈反响和深刻反思。
怀化市委主要负责人指出：“专题片暴露出来
的问题，体现了主体责任没有抓到位，对这些
问题必须一查到底，必须严肃处理到位。”

随后， 怀化掀起一轮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落实风暴。目前，40个问题全部整改处理
到位，共处理57人。其中，对党的十九大精神
学习辅导报告存在抄袭行为的单位分管党建
工作的领导，进行了免职处理。同时，全市各
级党组织认真组织本单位党员干部观看专题
片，对照专题片中指出的问题进行自查自纠，
建立健全落实主体责任的工作制度。

很多干部看了专题片后， 反思自己是不
是也存在政治站位不高、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不深等问题。 有的干部连夜翻阅自己
的学习笔记重新自学， 有的党组织开始严格
执行中心组学习制度等。

“我们对落实主体责任方面的问题进行
集中曝光，就是为了让各级党组织书记、纪委
书记照镜子、正衣冠，红红脸、出出汗。”怀化市
纪委、市监委相关负责人说，曝光后动真格抓
整改， 使主体责任落实难问题得到了有效解
决。以后将不定期组织开展督查行动，用常态
化督查、常态化曝光、常态化整改，把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全面压紧压实。

以曝光促整改 以整改促履职
———怀化探索用曝光机制倒逼主体责任落实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
员 张国科）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大学生携笔从
戎的报名时节，昨天下午，湘潭市岳塘区大学
生征兵报名启动仪式暨高校征兵工作会议在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岳塘区所辖范
围内高校的3200名学子参加启动仪式。

热血男儿报效祖国，有志青年志在四方。

湘潭作为伟人故里、主席家乡，各高校和广大
大学生们历来就有崇军尚武、 爱国拥军的优
良传统。自2009年党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大规
模征集大学生入伍的战略决策以来， 岳塘区
按照“一季征兵，四季准备”要求，采取开设高
校国防教育大讲堂、征兵政策解读、主题班会
等形式，激发大学生参军报国热情。据了解，

近年来，岳塘区有1000余名大学生应征入伍。
“携笔从戎、建功军营，是实现强军梦的

责任担当，是筑就中国梦的时代呼唤。”湖南
电气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代表刘行说， 作为当
代大学生，应当勇敢站在时代前列，积极履行
宪法赋予的光荣义务， 用应征入伍的实际行
动书写对伟大祖国的忠诚。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长纪）4月8日， 长沙市纪委监委通
报了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两名党员干部
贪污、挪用党费案件。这两起案件是该市
纪委驻市政府办公厅纪检组查处的。

长沙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人事教育处
原处长唐伟红贪污党费的问题。 经查，
2015年3月至2016年5月， 唐伟红在临时
负责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党委专职副
书记工作期间， 采取虚报冒领、 重复报
账、 收取党费不入账等方式套取党费和
公用经费共计12816元（其中党费10816
元、公用经费2000
元）用于个人开支。
2017年12月， 唐伟
红受到留党察看一
年、行政撤职处分。

长沙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原主任科
员李鸿圣挪用党费
的问题。经查，李鸿
圣于2010年4月至
2017年7月任市机
关事务管理局机关
党委专职副书记
（2015 年 3 月 至
2016年5月因处理
其他事务暂停职
务，由唐伟红代管）
期间， 利用职务便
利， 私盖领导签名
印章，先后3次从该
局党委党费账户中
挪用党费63000元

供个人使用。2018年3月， 李鸿圣受到开
除党籍处分， 同时其涉嫌职务犯罪问题
已由监察机关进行监察调查。

通报指出，从表面上看，这是贪污
侵占、 套取挪用党费的违纪违法问题，
实际上是理想信念滑坡、 党性意识淡
化、组织观念削弱，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等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党
员干部形象，直接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
中的威望，必须严肃处理，坚决纠正。广
大党员干部要从中深刻汲取教训，举一
反三，引以为戒。

党员干部贪污、挪用党费被查处
长沙通报两起案件

为国防添彩 让青春出彩

岳塘区启动大学生征兵报名

“帮一把是应该的”
———记“见义勇为好人”周小平、骆海艳夫妇

4月12日， 消防官兵在雨中开展背负空气呼吸器5000米长跑竞赛。 当天， 常德市消防支队拉开春夏防火大练
兵活动序幕， 组织官兵开展100米短跑、 消防障碍等体能、 技能科目的训练和比赛。 陈自德 摄雨中练兵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李维坤 赵一璐

4月8日， 临湘市54岁的退伍军人曾凡波
来到桂阳县，感谢周小平、骆海艳夫妇5年前
的救命之恩。这是他第4次登门拜谢恩人。

“我们恰好遇到了，哪能见死不救？帮一
把是应该的，老哥不用谢我们!”周小平叮嘱曾
凡波，要注意保重身体。

今年43岁的周小平是桂阳县龙潭街道高
码头社区党总支书记， 其妻骆海艳是县商务
局干部。

2013年3月23日下午，曾凡波从岳阳坐火
车来到郴州，在五岭广场转车，去资兴市看望
战友。

“就在我准备上车时， 突然感到头晕目
眩，两腿一软，脸朝下摔倒在地。”患有风湿、高
血压等疾病的曾凡波头部受伤渗血， 失去知
觉。当时，乘公交车来郴州办事的周小平、骆
海艳夫妇刚好路过这里，赶紧叫司机停车，跑
过去扶起曾凡波。 骆海艳小心翼翼地用纸巾
擦拭着曾凡波脸上的血迹， 周小平拦下一辆
出租车，把曾凡波紧急送到附近一家诊所。

由于救治及时，曾凡波身体并无大碍。临
走时， 周小平为曾凡波买来水果， 付了医药
费，并留下400元钱和写有他姓名、电话号码
的纸条。周小平嘱咐医生，如果曾凡波醒来需
要帮助，可电话联系他。

曾凡波醒来后，当晚，家人将其接回了临
湘。路上，曾凡波的手机和写有周小平电话号
码的纸条不慎遗失。

事情过后，周小平、骆海艳夫妇慢慢淡忘
了此事，也没有向别人提起过。

曾凡波一直在寻找救命恩人，他多次向郴

州的战友、朋友打听周小平夫妇，却杳无音讯。
直到2016年11月一次聚会上， 曾凡波才

偶然获得了周小平的联系方式。此后不久，他
到桂阳县，看望周小平、骆海艳夫妇，并给骆
海艳所在单位写去感谢信。此时，周小平、骆
海艳夫妇勇救曾凡波的感人事迹才被大家知
晓。

周小平在社区工作20多年， 遇到危险困
难总是挺身而出， 经他成功调解的邻里纠纷
不计其数；每当社区有什么麻纱事，他总是挺
身而出，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夫妇俩
为人古道热肠，他们勇救患病的陌生人，护送
迷途的老人回家……

前几天，一位80多岁老人出来逛街，一时
找不到回家的路。天快黑了，老人家蹲在电线

杆下呜呜地哭。周小平、骆海艳夫妇看到后，
耐心地询问老人的住址， 并开车把老人送回
了家。

2017年8月，周小平、骆海艳夫妇荣登“湖
南好人榜”。今年1月，又荣登“中国好人榜”，
被评为“见义勇为好人”。

■点评
周小平、 骆海艳夫妇在别人最需要的时

刻挺身而出、全力相助，为社会树立了一个见
义勇为的好榜样。

古人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见到义，就
该勇而为之。 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救人
危难，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4月8日， 桂阳
县龙潭街道高码头
社区，周小平、骆海
艳夫妇在办公室整
理社区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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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095 8 9 4
排列 5 18095 8 9 4 2 9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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