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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有督导、有反馈、有考评、有追责，怀化市创新完善党管武装工作机制，
奏响——
—

新时代新征程， 随着国防和军
队改革的深入， 党管武装工作需要
解决的问题更多。 如何让第一书记
负起第一责任？ 如何提高主动性？
党管武装工作有什么新变化新气象？
近日， 记者来到雪峰山下的怀
化市， 看看他们如何回答这些党管
武装新考题。

议军会有议题随时开
“市委拟于近日召开常 委 会 ，
请问是否有议题需要上会研究？” 这
是日前怀化市委发给军分区机关的
一封信函。 近两年， 怀化市委每次
召开常委会前， 都要询问军分区是
否有议题列入， 是否有需要上会解
决的问题。 据统计， 2016年以来，
怀化市委常委会先后8次研究涉军议
题， 内容涵盖军转干部安置、 深化
国防和军队改革等。
“以前议军会每年只开一两次，
积攒的武装工作事项多， 工作推进
缓慢。 现在只要有议题就能上会。”
怀化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赵小青
对记者说。
该军分区民兵武器弹药仓库原
本位于市郊， 随着城市发展， 郊区
成了闹市区， 已不符合爆炸物管理
规定， 又因仓库年久失修安全隐患

增加， 亟须重新选址建造。 怀化市
委了解情况后， 立即召开常委会进
行研究。 省政协副主席、 怀化市委
书记、 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彭国甫
专门召开现场办公会， 实地解决土
地征用补偿等难题。 很快， 一座投
资7000余万元、 占地面积279亩的
现代化民兵武器弹药仓库建成， 并
落实每年仓库战备值勤工作经费50
万元。
如今， 怀化各县市区委政府主
要领导每季度至少要到人武部现场
办公一次， 县委书记、 县人武部党
委第一书记每季度要参加一次人武
部党委会， 重大党管武装工作第一
书记亲抓实干。“党管武装就是第一
书记的责任田， 第一书记抓党管武
装必须说了算、 定了办， 再大的困
难也不变。” 彭国甫表示。

第一书记主动作为真
抓实干
在辰溪县采访时， 县人武部部
长李俊雄向记者介绍了一个党管武
装工作小变化： 现在， 人武部呈送
的文件， 第一书记不仅要批示， 还
作出抓落实的具体指示。 并且， 与
地方关系不大的部队内部建设文件，
第一书记也主动要求学习。
以往， 党管武装工作大多是当
地对接武装工作的县市区副职挂帅，
现在是第一书记亲力亲为。

长沙民政职院与
马来西亚合作办学
湖南日报 4 月 12 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雷 翔 霄 ） 4月9日上午， 马来西亚英迪国际大

学代表来到长沙， 与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签订《两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两校科研
项目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双方将共同打造两校间的全
方位交流平台， 共组研发团队开展科研合作
研究， 开展双向学生交流， 申报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 开通学生的海外专升本。

2017年12月1日， 转业安置在
溆浦县人社局任副局长的向英铁，
上班第一天参加局里的会议， 他想，
作为新人， 自己在3名副局长中的排
位应该靠后， 却没想到排名第二，
这让他很意外。 一问， 才知道这是
溆浦县委书记、 人武部党委第一书
记蒙汉的安排。
一开始， 在县委组织部呈送给
县委常委会研究讨论的岗位安置方
案中， 向英铁任人社局副局长， 3名
副局长他排名最后。 讨论会上， 蒙
汉表示：“转业干部的职级时间应从
在部队任相应职级时间起算。 因此，
向英铁应该是第二副局长。”
有类似经历的不仅是向英铁一
人， 记者了解到， 溆浦县安置的所
有转业干部， 其干部职级时间都是
从部队任相应职级时间起算。 自
2014年以来， 怀化市有27名团职转
业干部被安排到重要岗位任领导职
务， 营以下转业干部安置公务员和
参照公务员管理岗位比例从2014年
的53.3%提高到2017年的82.9%。

督导考评使 “软任务”
变 “硬指标”
在芷江侗族自治县采访时， 县
人武部部长阮坚告诉记者， 由于各
种原因， 以前党管武装工作成效关
键得看第一书记的重视程度， 有些
工作得靠私人感情协调， 现在大家

湖 南 日 报 4 月 12 日 讯 （ 记 者
龙 文 泱 ） 今天， 2017年度湖南文

抓党管武装工作的自觉性都很强。
改变， 缘于怀化市委制定的一
套行之有效的党管武装工作督导反
馈追责机制： 凡是人武部呈报第一
书记的工作， 落实情况都要向市委
反馈报告， 并留档保存， 方便军地
联合督导组检查， 并进行问效追责。
为抓好党管武装工作， 怀化市
先后制定出台 《县市区党管武装绩
效考核细则》《怀化市基层武装部长
绩效考核细则》 等文件， 每年由军
地组成联合工作组不定期深入各县
市区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和乡镇
街道进行实地检查， 现场打分， 考
评结果通报地方绩效管理部门， 并
提交市委常委会研究审议， 对绩效
考核差的单位， 责令县委上报情况
说明， 限期整改到位。
2017年， 辰溪县孝坪镇7名大
学生士兵征集任务仅完成2名， 兵役
登记和年终绩效考评整体靠后， 该
镇武装部长被问责， 人武部与其诫
勉谈话但效果不佳， 经与县委组织
部协调并征求该镇党委意见， 将该
名干部调整出专武干部队伍。 同时，
该县仙人湾瑶族乡武装部长张仁伟，
因武装工作成绩突出， 被提拔为修
溪乡乡长。 对此， 怀化军分区司令
员向楚型说：“督导考评机制使党管
武装工作从‘软任务’变为‘硬指标’，
打通了党管武装工作的‘最后一公
里’。”

瑜伽馆， 用瑜伽来锻炼身体， 缓
解压力。 记者今天获悉， 全球首
档瑜伽生态记录真人秀 《中国有
瑜伽》 将于5月登录湖南电视台
金鹰纪实卫视频道。 与以往节目
不同， 该节目用纪录片的方式来
做真人秀。 为聚合瑜伽爱好者和
行业资源，当天，“瑜伽星人社区”

平台启动， 并宣布瑜伽生态赋能
者联盟正式成立。
瑜伽源自古印度， 通过体
位、 呼吸、 冥想等修持达到身心
和谐统一、 强身健体和开发人体
潜能的作用。 2014年12月11日，
联合国宣布设定每年6月21日为
“国际瑜伽日”。 据悉， 《中国有
瑜伽》 以号召全民健康运动为风
向标， 以瑜伽的视角去记录普通

化好新闻评选结果揭晓， 经过初
选、 专家终评， 最终45件作品获
奖。 其中，《湖南日报》 的通讯 《三
湘“护宝”在行动》获评特优稿件、
消息《永顺老司城遗址发现大型排
水设施 或许揭开城墙800年不倒
之谜》、“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开馆系
列报道” 分别获评优秀稿件和好
新闻稿件。
2017年， 我省文化事业繁荣
发展， 艺术创作新作佳作不断涌
现、 全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如期建成、 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建
成开馆、 文化市场执法工作在全

意大利当代艺术展登陆凤凰古城
湖 南 日 报 4 月 12 日 讯 （ 记 者
孟 姣 燕 通 讯 员 杨 华 峰 ）4月10日，

“跨文化视野中的意大利当代艺术
展” 及系列中意文化交流活动在凤
凰古城启幕。 来自意大利的25名著
名艺术家携140余件作品相聚湘西
古镇，开启了一场中意文化交流。
“古 老 的 小 镇 充 满 艺 术 细
胞， 令人惊叹。” 意大利罗马美
术 学 院 院 长 提 亚 娜·达 切 莲 说 ，
展览让两国人民加深友谊和 心 灵
沟通， 回国后将继续追 寻 和 介 绍
东方文化， 让更多意大 利 艺 术 家
了解湖南。

人的生活状态， 透视都市人焦虑
的化解之道。 节目采用纪录片加
现场互动的形式， 历 经 6个 月 ，
在长沙、 武汉、 成都、 苏州、 北
京、 深圳选拔瑜伽达人。 通过3
名专业瑜伽老师， 深入各种生活
场景， 发掘多面人生体验， 讲述
不同城市文化下的瑜伽风尚以及
不同人群走进瑜伽、 实现自我的
故事。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杨丹
通讯员 熊 梅 佳 含 ） 由湖南教育报

刊集团主办，《初中生》编辑部、长郡
月亮岛学校承办的“悦读” 见证青
春——
—首届青春悦读沙龙年度盛典
4月10日在长沙举行。
自2016年始，“青春悦读沙龙”
在全省范围内已完成16场，首届“青
春悦读沙龙” 年度盛典是对以往所
有活动的一次小结。“青春悦读沙
龙”教育公益活动以《初中生·阅青

!"#$%&'()*+,-./
häe99s[\Nij¦zk¨¦l J
Kéij¦JK`þ ! mnËosf
pq.¤rsMstµNuvw¦Z-.^
ÀJK5xU±y²> äe·zmn{|
}|s ÀÁdÉþ .& ~n}|Ø}|
®S[\mñ>

"

!"#$%&'()*+,-./0
12345,/67898:(;
!"#$ <"=45>?@AB67CDEF
G!5HI0
>JKL(MN5OPQRSTUVW
XYZ[\]^Q_`abc4def
ghijk>lmn5>opqris)t
uvOwsxyz{|}~  s
s!>W
>5sj!k>lW Q
D5!4s !¡¢¢
£¤¥!¦§¨©ªs£«¬s®4,¯°
±²³ %&& ´[¥µ¶ !'&& ´[¥·¸
Y¹º»¼½®¾¿³ÀÁ ÂÃÄ[ÅÀ
ÁÆÇ!ÈÉ
!"ÊËsÌÍÎ Ï
ÛQÜ4 (
ÐÑÒ+ÓÔÕ5Ö×ØÙÚ
Ý ) ÞsßàáâãäåæçYÁè(
Ý (# ÞsYÁéêëì[äåíîï
ðñòèóQôqõ5 ' Ý $ Þsö÷äåº
øùYÁsúûüýþÿ5!
"×#é!"$%s&'e()*Z5r+
,-./0Y¹5123s45
67jk38 sÒ99:;<=>

#$%&'(
)*+,-.
/012345! YÁ?Å@A

BC±ZZDEFGs®HI9
JK5Ls;MNOPQRSYÁ
!Ñ±TºUÈ=déO!&#* 4
VW4±ZÈ=d> RSXYZX[\]
YÁ^_;MNO`abRSc
dÁefzg"5vhij9kdElmsn
»±Z>
6789:;<! ?opbqZwbqZ
örsE1tÁusvwYÁxA¿
³syz{5|ù}~s"|ù
>
=>?@78AB! +²³
`¯YÁs> DFg²³[
5é×syíÒ
ò}>

~
 #$p]

! ! ! ! ! % !" &"'()*+,-./012#3456$%

CDEFGHIJ! yí
[\
Z²³Xò5sæ!F
»Is
í
úZ Z¡ò5¢7
í
!{}ýs!¤}¥¦s!
g"> £b
§¨©ªòs «¬Z ®¯²³°À¥¦±
²s³´
í
µ¶}ò©ª> Ò
í
·k!ò¸¹º
»sþ¼½©ªs³}©ª¾sx9²³
¿ÀÁÂs²³ÁÃ!ÄºÅÆÇ>

KL78MNOP
KQRSTUVW
È4ÒnsYÁÉÊJKËj
§xÌsÍÎÏËÐÑÀÁéÄ[ÅY¹Ò
ÓgÁíÔÏòKÕsÒefÏ,9»s
®»ºU!Ñ±TZ ¿³g"±TZ+
»³}±Ts®HÖ9JKË4Z×
Ø4Z¿³ÙÚ4Z+»³}ÛÜ4éZÝ
Ë4·FP9sÀÁg"ºÞ¢7ß>
XYZ[\]^_`abc! !àIsÀ
ÁáâãÒ±äå° !")+! Ñ"sæw
!,-èã±³µ¿ç .'(+$ Ñ"sæw
!&-èãè±³µ¿ç )'+! Ñ"sæ
w #$+#-èãÜé¿ê !#+% Ñ"s
æw #$+,-> ëì ( ÝísÀÁãXîµå
° '+&, Ñ"s ïeÄî !+'( Ñ"s æw
*!+*)-èî #+' Ñ"sæw *$+%'->
d:RefgVhi! !àIsÀÁð
mñ !&+(' Ñ"sð <ò²³ó

8FGHRSYÁ³´9

( Ý ) Þ DÄ[geYð¥ô¥¦s õ¦
ö÷ #&+( Ñ">
789:jkU" 7,9lmgK n !

#/( Ýs ÀÁøùúûü ' ksï
eD .& Ñ"JK ! ks w $$+%, Ñ
"smñö .(+! Ñ"sïe¾ýþö
.&+$ Ñ"s ÿ!µê ,& Ñ"5áâãê
Ø¨"#w¸JKZ µê (( Ñ"5$
%¿&'(t)ÀJKZê .+., Ñ"5*
+,-.¤/01JKZ ê '+, Ñ"5ê
ëì[23NiRSk4&O¿ºJK>
opqrstuv! . Ý .) ÞsÀÁ !,
kJKäe±Z5±sÿ6Ç789:
!;Z ö<¦Eº»UJKé=>!?
@ZABi012kZÄCDEZFÏ$%
E¿³JKx¸5±Gê¿> HIsQñ
®JKIs·L M³,O¿ºJK ;
ºÞØNOs ( Ý * ÞP9QºR}> ë
ìKôsÀÁ?JK6®SÊ±Ë>
opwxyz^{! ëì ( ÝísÀÁø
ùúTûü (# kswâ #*%!+$' UsùúV
Ww )! XiïeÄYTZ (! XZ²³ (
[ks ®[\ *% Xs®HãN·L M³
!;ZR]Fgb;i3#&*4 ^ÌkE $ k
JK5~±Zè¦_Ë` *. Us´a
T *!,+!' UsºÞTbcå° ,+! Ñ"è
de`få_±Z¼Iæ>
RS|J_}l~! ÀÁg"N '

当天， 凤凰古城聘请了多位
中、 意美术学院院长作为凤凰国际
艺术小镇专家委员会首 批 委 员 专
家， 并邀请多所美院在凤凰古城设
立写生创作基地。 期望通过这一平
台将凤凰打造成一个艺术家工作街
区和国际艺术小镇， 让世界各地的
艺术家把他们在凤凰的记录与创作
带向世界各地。
据悉， 展览持续至7月10日，
其间将举办中国意大利美院院长论
坛、 中国艺术 家 平 行 展 ， 以 及 写
生、 拍卖、 大讲堂等多项文化交流
活动。

首届青春悦读沙龙年度盛典在长沙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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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考核中位居第一、 文物保护利
用力度不断加大、 湖湘文化对外
交流成果丰硕， 一大批优秀文化
新闻作品随之涌现。
本次评选由省文化厅主办，
共收到新闻作品64件。 其中， 报
纸网络作品45件、 电视新闻作品
19件。 经过初选， 共有45件新闻
作品入围最终评审。 由中央驻湘
新闻单位和省级主要媒体负责人
组成的评审组， 从新闻作品质量、
传播效果、 指导意义、 是否紧扣
2017年全省文化重点工作等方面
进行了综合评判， 最终评出特优
稿件10篇、 优秀稿件20篇、 好新
闻稿件15篇。

“悦读”见证青春

《中国有瑜伽》引导全民健身运动
湖 南 日 报 4 月 12 日 讯 （记 者
易禹琳） 越来越多的都市人走进

2017年度湖南文化好新闻
评选揭晓
湖南日报3件作品获奖

雪峰山下强军歌
通讯员 石纯民 周仁 徐小平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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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为平台，突出“青春”主线，主导
课外“悦读”，通过线上线下互动，着
力构建融媒时代中学生课外阅读新
模式， 得到了全省各级教育部门和
初中学校的积极响应， 受到了广大
师生的欢迎。
2018年1月，“青春悦读沙龙”主
打品牌公益栏目入选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2016-2017年度
“第二届全
国报刊媒体融合创新30佳优秀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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