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1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冉春雷）日前，湘潭
市纪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传
达学习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
题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 精神，
将重点对自查自纠零问题零线
索的单位进行督查，防止自查自
纠走过场。

4月24日，湘潭市委、市政府
印发《湘潭市关于开展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的工作实施方案》（简称《实施方
案》），重点治理违规公款吃喝、违
规配备使用办公用房、 违规收送
红包礼金（含礼品、礼金、有价证
券等）、 违规变相公款旅游等4个
方面16个突出问题。

《实施方案》分自查自纠、问
题及整改情况汇总上报以及督查
问责通报3个部分。对发生顶风违
纪违反以上规定的行为， 一律先
免职后处理。 对自查中发现的以
往问题，未按要求及时整改的，视
为拒不整改，一律顶格处理。对违
规收送红包礼金的党员干部和公
职人员，对收送双方都要处理，并
将处理结果记入廉政档案， 纪检
监察机关出具党风廉政意见时实
行“一票否决”。

湘潭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对专项治理期间查处的顶风
违纪问题，实行“一案双查”，既要
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又要追
究党委（党组） 主体责任和纪委
（纪检组）监督责任。

湖南日报5月1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庆林）“不漏查
一张发票、 一次接待凭证。”4月
25日，郴州市纪委、市监委邀请市
财政局工作人员，一同对2013年
以来市纪委、 市监委的财务凭证
开展大清查， 对违规公款吃喝等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
全面进行自查自纠。

自省委、 省政府部署开展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专
项治理以来，郴州迅速贯彻落实。
“市里开完部署会，我们立即组织
人手对单位2013年以来的财务
凭证逐项进行清查， 并列出清

单。”郴州市审计局一位负责人告
诉记者， 目前该局已将2014年9
月至2017年12月个人出差情况
清单发至每位干部职工手中，并
要求每位干部职工根据清单查找
问题，需要清退的不讲价钱，坚决
清退到位。

郴州市纪委、 市监委负责人
介绍，此次专项治理行动中，他们
限期进行自查自纠， 要求对每一
张公务接待票据、 每一间办公用
房、每一笔红包礼金、每一项津补
贴或福利清理核实。 同时， 市纪
委、 市监委对查实的案件进行通
报，以形成强大震慑。

湖南日报记者 易博文 周静

“烙”在吐鲁番大地上
的印记，是众多“湖南援建”

天山东麓、古丝绸之路上，有个
神奇美丽的地方名叫吐鲁番。行走在
这里，记者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个个
来自湖南的印记。

吐鲁番职业技术学院大门旁的
一块石头上，镌刻着“湖南援建”4个
字。 正是在我省的大力援助下，2016
年8月29日，学院挂牌，吐鲁番有了第
一所高等职业学院，就读的南北疆学
生近6000名。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大门口的住
院综合大楼前， 也矗立着一块写着

“湖南援建”字样的石碑。2016年7月，
该院顺利通过了三级甲等医院评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唯一一个市州没

有三甲医院的历史，宣告终结。
院长明国富充满感情地告诉记者，

医院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这栋住院综
合大楼就有4.3万平方米；大楼的每一
块砖，每一片瓦，都是湖南援助的。

并非刻意留痕， 却能经常见到。

1998年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随着省委、省政府，相关省直部门
和湘潭、衡阳、郴州、益阳4市对吐鲁番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2师221团持
续不断的大力援助，随着一批批、迄今
已是第八批援疆队员们告别亲人，远

离故土， 与吐鲁番各族人民一道同舟
共济、并肩战斗，这样的印记，留在了
一个个学校、 幼儿园， 一座座医院大
楼、图书馆，留在了吐鲁番7万平方公
里的每一个角落。

荩荩（下转2版③）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王吉平 邓亚杰

“看， 这是绿头鸭。”4月30
日， 记者慕名走进岳阳市君山区
华龙湿地， 两只绿头鸭在一群水
生动物中显得特别突出。 据正在
林阁老巡护监测点上的巡护员邹
毅介绍，这种绿头鸭为冬季候鸟，
由于当地环境的改善， 已自主选
择留在这里，变成了正宗本地鸟。

走进监测点，整个东洞庭湖
随即跃入眼底，数只麋鹿正在君
山后湖绿草丛中， 欢快地奔跑、
嬉戏；而在大西湖中，几只苍鹭
正在水中觅食，水中倒映出优雅
的身影；再将镜头调到整改后的
采桑湖中，以前人工种植的莲藕
早已不见踪影，几座人工生态岛
上丰富的食源吸引着鸟儿们起
起落落，人鸟和谐生态美好。

而谁能又想到， 这个水草丰
茂的君山华龙湿地， 以前是一个
忙碌的砂石码头， 每年加工砂石
产出达100多万吨。 高高耸立的
砂堆、 长长的运输带与来来往往
的运输车使这里成了繁忙的工

地。不要说江豚、麋鹿，就连土地
也都是裸露的。 为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的指示精神，湖南省委、省政
府大力实施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
理三年行动，君山区委、区政府立
即行动， 对全区环洞庭湖和长江
沿线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采
取业主“自拆”、政府“帮拆”的方
法，实施区、镇、水委会三级责任
制，对境内长江、洞庭湖沿线39
个非法砂石码头进行取缔关停。

该区在取得华龙混凝土砂石
码头业主理解和支持之后， 协助
业主出动人员1300多人次，动用
大型机械设备200台次， 清除砂
石8万立方米，成立了拆迁、爆破、
维稳、复绿4个突击小组，回填土
方9900立方米，植播草皮2300平
方米，草籽1400公斤，将33000平
方米裸露土地进行了生态修复。
而与此同时，该区另外的38个非
法砂石码头也一一关停拆除复
绿，长江、洞庭湖沿线14.2万平方
米的原砂石码头土地也都恢复了
绿色生态。

荩荩（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5月1日，记者从湖南省旅发委
获悉， 全省旅游景区人气旺盛，旅
游市场秩序良好、安全有序。小长
假期间， 全省共接待旅游者
1548.58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
101.0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01%
和29.58%；纳入全省监测的122个
直报点接待游客人数493.9万人
次，实现门票收入3.61亿元。

景区人气旺， 乡村游
持续升温

“五一”期间，全省各大景区
推出了融观赏性、 趣味性于一体
的特色活动， 游客不仅能观光游
览，还能深度参与，体验感大幅提
高。同时，各地一些重点景区实行
门票优惠，让利广大游客。常德桃
花源景区推出“51元过五一”，岳
阳楼景区开展背《岳阳楼记》免门
票活动和岳阳市民门票30元优惠
活动，游客络绎不绝。

乡村旅游持续火热。 在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乡村游、
古丈默戎、龙山惹巴拉、永顺杉木
河、花垣十八洞、金龙苗寨等乡村
游景区， 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休
闲度假、赏花、采摘、干农家活、品
农家饭、体验乡村民俗。

湘阴鹤龙湖镇的大螃蟹和小
龙虾在省内小有名气， 当地举办
乡村旅游节，推出“愿虾上钩”、捕
鱼高手、太空莲采摘观赏、台湾韭
菜种植区观赏等一系列活动，让
农产品搭上旅游的“快车”。

洞口县罗溪瑶族乡的6个旅
游扶贫示范村， 随着基础建设的
进一步完善， 接待能力有了明显
的提升， 接待量比去年同期增加
约20%。

文旅产品成消费新热点

产业融合旅游新业态旅游产
品深受游客喜爱，以文化为内容的
文旅产品成为旅游消费新热点。

荩荩（下转2版①）

湖南日报评论员

脱贫攻坚，关键在人，重中之重
在于干部队伍的作风问题。 日前，省
委、省政府决定，将2018年定为脱贫
攻坚作风建设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
理， 是我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
贫开发一系列重要指示的重要举
措。作风问题关系党的形象和生命，
作风建设攸关脱贫攻坚成败。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 要认真开展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加强扶
贫资金管理，对挪用、贪污扶贫款项
的行为严惩不贷。中央要求，坚持问

题导向，集中力量解决扶贫领域“四
个意识”不强、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
措施不精准、 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
工作作风不扎实、考核评估不严格等
突出问题。

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
理，是我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必
然前提。当前，脱贫攻坚顶层设计基
本完成，体制机制基本建立，政策举
措基本出台，关键要抓好落实。但是，
一些干部作风漂浮、纪律涣散、工作
不实的问题时有发生，严重损害群众
利益， 严重影响脱贫攻坚工作落实。
在一些地方，精准识贫、精准扶贫异
化成了繁琐表格，各种展板报表满墙
挂，各种评比检查不消停，不仅基层
干部苦不堪言，许多贫困群众也被弄

得云里雾里。 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必
须直面扶贫领域作风之弊、 行为之
垢，必须首先打赢扶贫领域作风建设
攻坚战。 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思想认识，以作风问题专项
治理为抓手，扎实推进脱贫攻坚作风
建设年，以作风建设新成效促进脱贫
攻坚任务落实。

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
理， 也是我省脱贫攻坚形势倒逼、任
务直逼的迫切要求。我省脱贫攻坚取
得了决定性进展，但目前还有37个贫
困县 、3209个贫困村 、216万贫困人
口，特别是还有11个深度贫困县、549
个深度贫困村。到2020年确保所有贫
困县摘帽、贫困村出列、贫困人口脱
贫， 满打满算只有32个月、900余天。

同时， 还要防止已脱贫人口返贫。可
以说，越往后，脱贫攻坚任务不是轻
了，而是更重了。面对这场硬仗，唯有
以严和实的作风出战，才能带领群众
找到脱贫致富的“金钥匙”，才能在识
贫准确率、脱贫准确率和群众满意度
等方面取得更好的效果。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开展扶贫
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释放了向责
任落实不到位、工作措施不精准等扶
贫领域作风问题“开刀”的强烈信号。
全省党员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
力行、以上率下，以作风攻坚促脱贫
攻坚，把脱贫质量放在首位，确保脱
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
果真实，让脱贫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
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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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三湘

零问题零线索，重点督查
湘潭防止专项治理自查自纠走过场

查发票查凭证，一张不漏
郴州对党政机关财务凭证开展大清查

“五一”小长假
1548.58万人次游湖南

同比增长21.01%； 实现旅游总收入
101.04亿元，同比增长29.58%

候鸟飞来 找到“快乐老家”
江豚到此 当作“逍遥乐园”

———岳阳市君山区华龙湿地探访记

■编者按
1998年以来，我省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治疆方略，全面对口支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时至
今日，已20个春秋。一批又一批援
疆队伍肩负重托， 饱含深情上天
山， 与吐鲁番市各族人民一道，开
拓创新、接续奋斗，共同谱写了团
结稳定、繁荣发展的壮美篇章。4月
下旬，湖南日报社派出专题报道组
赴疆采访。今天起，本报推出“援疆
20年巡礼”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不可磨灭的印记
———来自吐鲁番的报道（一）

� � � � 4月23日，吐鲁番市高昌区三堡乡曼古布拉克村双语幼儿园，孩子们在室外做儿童体操。该园是湖南省援建的重
点民生项目，解决了全村464户村民孩子学前教育问题。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日报5月1日讯（记者 贺佳）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 也是小长假
的最后一天。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先后乘坐长沙地铁
1号线、2号线和长株潭城际铁路，实
地察看节假日期间公共交通组织、旅
客出行等情况， 专题调研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工作。

省领导胡衡华、谢建辉、张剑飞参
加调研。

自2014年长沙迈入“地铁时代”
以来， 长沙地铁客运总量已由当年的
4579.6万乘次攀升至去年的2.31亿乘
次， 地铁成为广大市民出行的主要公
共交通方式。

上午8时55分， 杜家毫来到长沙
地铁2号线迎宾路口站，在一台自助
购票机前， 购买了一张前往五一广
场站的车票， 与市民们一道走进车
厢。正值节假日客流高峰，车厢内人
头攒动。 身旁几位市民认出了省委
书记，连忙起身让座。杜家毫向他们
表示感谢，婉拒了他们的善意举动，

并握紧扶手， 细细感受列车开行的
平稳性。

转眼间， 列车抵达五一广场站。
该站为地铁1号线与2号线换乘站，
也是目前日均客流量最大的站点。杜
家毫随着人流， 来到了地铁1号线站
台，登上了一列开往开福寺方向的列
车。 换乘站点的引导指示牌是否清
楚、 车厢内地铁运行图是否明了、补
票手续是否繁琐……从购票到换乘、
再到候车，每个细节，杜家毫都不放
过。他说，以一名普通旅客的身份和
视角，能更真实地感受地铁和城铁的
人性化设计和便捷化程度。要通过不
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一步提升
轨道交通的管理运营水平，让广大市
民出行更加安全、高效、舒适、便捷。

在开福寺站，杜家毫随即转乘长
株潭城际铁路前往先锋站。利用等候
城际列车的间隙，杜家毫详细了解长
沙地铁客流量、发车间隔、后续线路
规划建设，以及与城际铁路衔接换乘
情况。在充分肯定长沙地铁建设发展

成绩的同时，杜家毫叮嘱随行有关负
责同志， 轨道交通既是改进公共交
通、完善城市功能的基础工程，也是
方便市民出行、提高市民生活品质的
惠民工程。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构建和
完善立体公共交通网络，为广大市民
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出行服务；另一
方面也要遵循科学规律、 经济规律，
量力而行推进地铁建设，决不能大包
大揽、盲目举债搞工程。

经过40分钟的等候，杜家毫登上
了开往株洲的C7854次列车。与地铁
相比，城际列车车次较少、间隔时间
较长的短板开始显现。尽管是“五一”
小长假， 但乘客上座率仍不是很高，
车厢内显得有些空荡。杜家毫在实地
体验后指出，建设长株潭城际铁路的
大方向是正确的，对推进长株潭一体
化发展意义重大，现在关键是要做到
“四完善”“两加快”，进一步发挥出城
际铁路的功能作用。“四完善”就是要
完善长株潭城际铁路的股权结构，完
善管理体制，完善运营机制，完善与

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更好地调动长
株潭三市的积极性， 促进国铁网、城
际网、城市轨道交通网、公交线路网
等各类公共交通“多网融合”、无缝对
接；“两加快”就是要加快推进城际列
车“小编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加
快推进票务系统兼容和“一卡通”，吸
引更多客流量， 更好地服务市民出
行。

调研中，杜家毫指出，建设长株
潭城际铁路的目的， 就是为了推进
长株潭一体化发展 ; 要实现长株潭
一体化，首先是交通一体化。推进长
株潭一体化发展的思路举措早已明
确，关键是要一届接着一届、一棒接
着一棒抓好执行落实。 要通过构建
城际铁路、 城市干道、 城市轨道交
通、 城市公交等内外联通的一体化
综合交通网络， 把长株潭三市及周
边的卫星镇、 小城镇更好地串联起
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湖南特点的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长
株潭城市群。

杜家毫在长沙调研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作时强调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出行服务

援疆
20年巡礼

脱贫攻坚首先要作风攻坚
———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系列评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