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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全面从
严治党，是从中央八项规定破题的。党的十八
大以来，长沙按照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
高度的政治自觉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推动党风政风和干部作风明显好转。但从
近期中央巡视组反馈和群众反映的情况看 ，
全市各级干部在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上仍存在不少突出问题。 省委部署开展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是我
们拿问题开刀、抓作风转变的有利契机。长沙
作为省会城市， 要切实强化省会责任和省会
担当， 在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上作出
示范，推动全市干部作风来一个根本转变。

一、党员干部讲不讲政治，贯彻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直接检验

中央八项规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深刻洞察党内存在问题， 抓全面从严
管党治党的“第一刀”。 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不仅仅是作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 把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到位 。要
深刻认识到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就是“四
个意识”不强。顶风作案搞“四风”，就是与党
中央对着干，就是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挖空心思给“四风”问题穿新马甲、隐身衣，企
图逃避监督，就是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就是
政治上的“两面人”。我们经常讲“三个坚决”，
中央八项规定是党中央倡导、决定的，必须坚
决响应、坚决照办；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
为是党中央禁止的，必须坚决杜绝。要深刻认
识到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就是与党的纪
律规矩过不去。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五年多了，
党中央三令五申，省委、市委反复强调，一些
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却仍然置若罔闻、 顶风
作案， 这说明有的同志没有把党的纪律规矩

当回事。在办公用房超标、公款违规接待 、公
务超标准接待等问题上，超标一两个平方米，
多一两个人陪同，违规接待一餐饭 、一顿酒 ，
看似是小事细节，本质上是违反纪律规矩。谁
再与纪律规矩过不去， 纪律规矩就要与谁过
不去。要深刻认识到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就要做到越往后查处越严。党中央反复强调，
全面从严治党越往后越严。 怎么样体现越往
后越严？那就要坚决查处违纪违规问题。从中
央新一轮巡视和省委、 市委就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来看， 都体
现了越往后越严的要求。抓作风建设，必须坚
持严字当头。

二、针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的突出问题，来一次彻底治理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省委 、市委专项
治理要求，针对突出问题，从严治理，彻底治
理， 推动全市干部作风来一个根本转变 。自
查自纠要严 。聚焦违规收受红包礼金 、违规
公款吃喝 、违规配备使用办公用房 、违规变
相公款旅游 、 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等问
题 ，全方位 、无死角地进行自查 ，落小落细 ，
动真碰硬。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要自觉把自
己摆进去 、把职责摆进去 、把分管工作摆进
去 ，要认账领账 、立说立行 ，主动查 、坚决
改，决不能置身事外。整改落实要严。对自查
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到位，不能留任何死角
和尾巴 ，更不能弄虚作假 、应付了事 。比如 ，
对超标准办公用房 ，应采取 “以大换小 ”“人
员调配 ”“整合办公 ”等方式为主 ，不能简单
进行 “工程隔离 ”，严防新的浪费 。监督检查
要严 。以此次专项治理为契机 ，全面开展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监督检查 ，抓住 “老
问题 ”，盯住 “新表现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
解决。监督检查要到具体人、具体事、具体问

题 。 对专项治理推进不力的及时约谈党委
（党组 ）主要负责人 。建章立制要严 。坚持举
一反三，用制度来规范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
具体执行。对各项制度要进行细化 、量化 、具
体化，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 ，
决不能“牛栏关猫”。

三、切实把开展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专项治理作为政治任务，
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
专项治理，必须下定决心、动真碰硬。全市各
级党组织要把专项治理作为政治任务来落
实，确保治理彻底见效。要坚决落实责任 。各
级党组织要切实履行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 ，
把主责 、首责和全责担起来 ，推动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落到实处 。
各级党组织书记要亲自抓，自查自纠必须带
头示范 ，签字背书就要负责到底 ，对具体问
题进行深究，决不能停留在部署、交办、指挥
的层面。各级纪委、监委要敢于担当作为、敢
于亮剑，在执纪审查中优先审查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始终保持对“四风”问题露
头就打 、严厉惩治的高压态势 。要坚持以上
率下 。看作风 ，坚持以上看下 ；抓作风 ，必须
以上率下。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
问题的专项治理 ，要从市委常委 、市领导带
头，做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全市各级“关键少
数”要严格自查自纠、整改问题，一级做给一
级看。要严格进行追究。动员千遍，不如问责
一次 。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已经执行五年多
了 ，给了无数次整改问题的机会 ，再也不能
搞下不为例 。对违规违纪的严格实行 “五个
一律”， 真正让失责必问、 问责必严成为常
态，确保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上严严实
实、规规矩矩。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何俊明 廖蔚佳）4月27日，第三届
中国烟花爆竹博览会暨2018醴陵烟花爆
竹交易会在醴陵市中国陶瓷谷国际会展
中心开幕。

千年薪火，千年传奇，醴陵作为花炮
原产地的历史有1300多年。 去年， 全市
199家烟花爆竹企业实现总产值200多亿
元，其中出口近30亿元，花炮与陶瓷支撑
醴陵县域经济实力跻身全国百强县第56
位、稳居全省前4强。

本届博览会以“五彩醴陵·花炮之都”
为主题，通过中国日用杂品流通协会烟花
爆竹专业委员会醴陵工作站揭牌、中国花
炮高峰论坛、全国烟花爆竹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GB10631标准修订研讨会和焰火展
演等主题活动，着力加快花炮产业向“安
全、环保、时尚”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形成
醴陵打造“世界花炮之都”的强大合力。

博览会设置了4个展馆762个标准展
位，展区面积达1.7万余平方米，邀请了全
国花炮主产区310家企业参展， 展品涵盖
各类烟花爆竹产品、生产机械设备及花炮
原辅材料等。同时，还邀请到2000余位中
外采购商参会。当天下午，集中签约招商
引资、银企合作、产学研合作以及外贸等
30个项目，签约额达23.5亿元。

本届博览会由中国烟花爆竹协会主
办，醴陵市政府、醴陵市烟花鞭炮总商会
承办，将持续至5月1日。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今年58岁的雷东风来到三一重工已经21
个年头了。

4月26日，当雷东风走进车间里，打量年
轻技工正在进行的工序时,他们都有点紧张。

这些技工入职时， 是雷东风负责对他们
进行上岗培训，他要求严格，私下被称为“魔
鬼教练”。

1997年， 三一重工还只是长沙经开区一
家普通的制造企业。 而那时的雷东风已经是
一个经验丰富的镗工。

“镗工就是操作镗床，进行工件镗削加工
的，在所有机加工技术里面，它最难学，收入
也是最高的。”为了学习这门手艺，在上世纪
90年代初，雷东风甚至脱产8个月参加学习。

雷东风于1997年从湘潭的一家工厂辞职
加入三一重工的， 他的工资一下子从原来的
300元变成了1700元。

可是， 那时的三一重工远非现在的三一
重工。

“当时来到这个地方，荒山野岭的，就是
两栋厂房， 四五百人， 设备大概就是两台镗
床、3台铣床、4台车床。食堂还在山上，工人吃
饭坐在草地上，还总看见野兔子。”雷东风回
忆初来三一重工时的情景。

然而，就是从两栋厂房起步，三一重工人抓
住了中国制造崛起的历史机遇， 只用了短短十
几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了令世人瞩目的大企业。

“1999年我们做了第一台泵车，到2000
年我们一个月能做50台，2003年做到100台，
当时大家那个兴奋劲啊……”雷东风说，那年
他就拿到了一个月5000多元的工资。

可雷东风更加没有想到的是，在2010年，
他们的泵车月均产量达到了500台，有时甚至
超过600台。 回忆起与企业一起奋斗的时光，
雷东风真有说不完的故事。

当时， 企业刚起步的时候准备做长臂泵
车， 但根本没有像国外一样能做长臂泵车长
度的设备，雷东风和同事们硬是“霸蛮”想出
了个办法。

“我们就找来一个拖车， 上面架起千斤
顶，然后开动它和设备同步，最后终于把第一
台长臂泵车做出来了。”雷东风说，那个时候
大家可是没日没夜地干， 很多时候就睡在车
间里。

现在， 三一重工早就迈入了向智能制造
转型的行列， 现在的工序也只需按下按钮便
可在生产线上轻易完成。 雷东风也从一个普

通的一线技师成为国家高级技师， 并成为了
一名国家技术考评员。更重要的是，他培养了
一大批优秀的青年技师。

三一重工成功的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人才
培养机制，雷东风说：“不管是工人、干部还是
知识分子，发展平台都相当公平，有才能、有
本事就一定能得到发展， 这个机制可以鼓励
员工，员工也可以富裕。”

2008年， 自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演变成
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 三一重工在内的许多
制造企业都受到很大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
许多员工待不住，选择了离开。

然而，雷东风却坚信这只是片刻的黑暗，
“当时我们提出可以3个月不领工资， 因为我
对公司有信心， 我们公司十几年前能从一个
普通企业成长为一家世界级企业， 当然能再
次站起来!”

2009年至2011年， 三一重工迎来高速增
长，尤其是2010年，实现营收339.5亿元，同比
增长78.4%。

2017年以来， 工程机械行业又经历一个
寒冬后回暖，三一订单开始激增，往日生产车
间热火朝天的场面再次出现。

现在，“中国制造2025”引领着制造企业向
智能制造转型，为中国制造的跃升再添动力。三
一重工18号厂房也成为亚洲最大的智能制造
车间。雷东风对这里每一台设备、每一个零件都
如数家珍，他也在继续坚守，继续奋斗。

第三届中国烟花爆竹博览会在醴陵开幕
集中签约30个项目，签约额达23.5亿元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王文隆）
从4月28日起， 长沙市将开通12条社区巴
士专线， 覆盖市内5区的58个居民小区、6
所小学，衔接9个地铁站，服务近30万市民
出行。这是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今年继开通
清明扫墓专线、 到政府办事专线之后，开
通的又一批服务市民出行的巴士专线。

本次开通的12条社区巴士专线，接驳
地铁1号线的马厂站、桂花坪站、中信广场
站、尚双塘站和地铁2号线的梅溪湖西站、

文化艺术中心站、金星路站、人民东路站
和杜花路站。

“平均每条线路接驳4至5个小区。按
每个小区5000人入住计算，12条线覆盖
的人数近30万人。”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12条社区巴士线路短、停
站少、速度快。乘坐社区巴士接驳地铁，比
乘坐普通公交接驳地铁，出行时间减少约
10至20分钟，而且早班车7时发车，晚班车
21时30分收班，极大方便市民出行。

服务近30万市民出行
长沙开通12条社区巴士专线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通讯员 黄罗丹
孙晨晖 记者 刘银艳）今天，2018湖南（捷
克）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
拉格举行。

会上，邵阳、岳阳、郴州、娄底分别进
行了城市推介；省贸促会与布拉格新丝路
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协会签订了友好合
作协议，双方将加强企业、项目及行业信
息交流与数据交换合作，加大活动及展览
合作、企业落地与项目合作。

2017年，湖南对捷克的进出口总额达
3805万美元，同比上升48.2%。捷克在湘投
资项目3个。捷克以其特殊地缘优势，正在
成为湖南在中东欧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

并将为湖南开拓中东欧市场搭建桥梁。
2018年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合

作年。湖南在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新能
源、新材料、文化创意等领域实力雄厚，捷
克是中欧经济发达国家之一，布拉格作为
捷克最大的经济中心， 工业基础雄厚，特
别是机床、电机、矿山机械、建筑机械等产
业高度发达。湖南希望通过贸易洽谈与深
度合作，与捷克发挥各自优势，推动产业
合作取得实质性成果。

此次洽谈会由省贸促会牵头承办，来
自捷克的工商界代表、中国驻捷克使领馆
代表、友好商协会代表、湖南代表团约150
人参加了洽谈会。

2018湖南（捷克）投资贸易洽谈会举行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周玉意 潘帅成）记者从今天在邵
阳市召开的全省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
设推进会上获悉，为深入贯彻公安部和省
委、省政府关于法治公安、法治湖南建设
的部署，今年我省将全面推进公安执法规
范化建设。

近年来，我省各级公安机关坚持用法
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保平安、保稳定、保
民生等各项工作，绝对不诉案件、无罪判
决案件、 公安行政复议赔偿案件连续3年
实现“三连降”。

今年，我省公安机关将围绕执法管理、
执法监督、执法研判、执法保障等核心职能

职责，推动工作提档升级，努力翻开执法规
范化建设新篇章。 将重点做好4个方面工
作： 加快推进执法监管中心实体化运行，
省、市、县三级执法监管中心平台今年5月
将全面启用，确保到今年底前省、市、县三
级执法监管中心实体实现联动运行； 加快
推进执法办案“三统一”工作机制，做到刑
事案件统一入口、统一审核和统一出口；加
快推进执法办案专业化信息化升级改造，
重点升级市县两级局机关执法办案区和区
域性中心执法办案区； 加快推进执法制度
体系建设， 推动全省公安机关执法主体能
力不断提升、权力运行不断规范、执法制度
体系日渐完善、执法监管全面覆盖。

我省今年将全面推进
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倩）今天，湖南大部地区雨水暂
歇，阳光现身，气温回升。不过，晴好天气
可能只有这么一两天， 从4月29日到5月2
日，省内将有两次降雨过程，五一小长假
晴雨相间，大部分时间都有雨。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省内晴雨
相间， 有两次降雨过程。28日晚至29日
白天， 全省自西向东有一次小到中雨天
气过程，其中湘中、湘东北局部大雨；4
月30日晚至5月2日，省内自北向南有一

次较强降雨天气过程，其中1日湘中、湘
东北局部暴雨，2日湘南局部大雨；28日
晚至29日、5月1日至2日要防范雷雨大
风、 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 气温方
面，5月1日前气温逐步回升，1日湘东、
湘南可升至30至32摄氏度左右；1日晚
开始有一次较强冷空气影响， 过程最高
气温降幅6至8摄氏度。

虽然下着雨，小长假期间气温还是会
回升，趁着下雨的空隙，带上雨具，仍然可
以四处走走的。

小长假晴雨相间

推动全市干部作风
来一个根本转变

雷东风：坚守三一重工21年

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 胡衡华

百家菜飘香
看谁厨艺棒

4月27日， 居民品尝各式美食。 当天， 长沙市芙
蓉区水云间居民小区举办“劳动最美 百宴最香” 迎
五一百家宴评比活动， 150个家庭端出拿手好菜， 请
大家品鉴。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人工增雨保库容
4月26日， 郴州市气象局组织工作人员在山河水库周边开展高炮、 火箭炮人工增雨作业。 今年以来， 山河水库储水量急减。 4月6日起， 郴

州市气象局在水库周边开展了12次人工增雨作业， 截至27日8时， 山河水库管理所统计显示， 库容增加3.3万平方米。 陈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