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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纪委、监委，省纪委各派驻纪检组，省直纪工委：
《2018年纠“四风”治陋习树新风专项工作方案》已经省纪委、省监委主要领导同意，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湖南省纪委
2018年3月8日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纠正
“四风”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十九届中央纪
委二次全会精神，一刻不停歇推进作风建设，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和省十一届纪委三次全会
工作安排，决定在全省持续开展纠“四风”、治
陋习、树新风专项工作，不断巩固拓展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重点
（一）严格执行省委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实施办法。重点督促各级
领导干部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纠正“四
风”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纠

“四风”的坚定决心和深远考虑，深刻领会党中
央强调的“能否遵守八项规定是检验领导干部

‘四个意识’强不强、是否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否自觉维护党中
央集中统一领导、能不能做到令行禁止和严守
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重要标尺和试金石”，反
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坚决落实不把作风问
题当小事的政治要求。督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
认真总结梳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以来的
成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修订完善本地本部
门本单位的落实措施，并通过门户网站、电视、
报纸等方式向社会公开。

（二）严防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反弹回潮。以
钉钉子精神抓整治、防反弹，在继续巩固深化违
规公款吃喝、违规发放津补贴或奖金福利、违规
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变相公
款旅游、 涉赌涉毒等六大陋习整治成果的基础
上，密切关注隐形变异、改头换面等新动向、新
形式，重点治理违规收送红包礼金、在具有私人
会所性质的隐蔽场所搞“一桌餐”、执行省内公
务接待禁止饮酒规定不到位等问题。

（三）下更大功夫治理形式主义 、官僚主
义。聚焦扶贫领域的作风问题，结合“脱贫攻
坚作风建设年”活动，重点整治责任落实不到
位、 工作措施不精准、 工作作风不扎实等问

题。着力整治“放管服”改革中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紧盯行政审批效率低下、索拿卡要，
特别是各级政务服务中心“事难办”“推绕拖”
等问题； 各级各部门政务服务热线电话长期
无人接听、门户网站更新不及时，以及政务公
开、便民服务等栏目“僵尸化”等问题；各级行
政执法机关“双随机、一公开”流于形式、搞选
择性执法等问题。

（四 ）树立尚俭戒奢 、干事创业的新风正
气。会同省文明办、省民政厅在全省开展文明
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党员和公职人员在
推进殡葬改革进程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等系
列活动，深入治理基层“人情风”，督促广大党
员干部带头破除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
比等陈规陋习， 教育引导亲朋好友和身边群
众自觉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及时为受到
诬告错告的干部澄清是非，为勇于担当、锐意
改革的干部撑腰鼓劲，激发干部想干事、会干
事、干成事的内在动力和活力。

二、主要措施
（一）强化监督检查 。把督促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及实施细则和省委实施办法作为
纪检监察机关的重点任务和经常性工作，持
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紧扣元旦、春节、清明、
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紧盯扶

贫、省管企业等重要领域和市县党委、人大、
政府、政协及党委各部委等重要部门，深入开
展明察暗访，并跟踪问题线索及督办情况。会
同财政、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加强对“三公”经
费管理和公开、 公车改革后续管理等情况的
监督检查，清理和完善相关制度。坚持和完善
重要节点期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值班、 报告
和督办制度，创新明察暗访方式方法，组织开
展“机动式”“点穴式”“突击式”明察暗访，增
强针对性与实效性， 推动明察暗访日常化与
常态化。建立阶段性工作总结评估机制，每半
年组织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进行1次自查，不断
传导压力，推动工作落实。

（二）严肃执纪问责 。把查处十九大后仍
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上升到维护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高度来认识， 坚持铁
面执纪，越往后执纪越严。用好监督执纪“四
种形态”，对发现的“四风”苗头性问题，及时
谈话提醒、批评教育；对执纪审查对象存在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先于其他问题
处理；对审查调查中发现的红包礼金等问题，
逐一核查、严肃处理。充分利用上级交办、巡
视巡察、三湘风纪网及微信公众号“四风”举
报一键通等渠道，拓宽问题线索来源，对群众
反映强烈、线索指向明确、可查性较强的问题

线索集中挂牌督办。
（三）持续通报曝光。进一步加大典型案件

通报曝光力度，按照“谁查处、谁通报”的原则，
坚持“四风”陋习典型案件分类分批通报曝光。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的案件， 一律通报曝
光，用身边人身边事强化警示教育，不断释放
高压纠风治陋的强烈信号。省纪委实行通报曝
光情况季报制度，指导各市州、县市区每月通
报曝光一批典型案件，每季度对各市州、县市
区通报曝光的情况进行再通报。对通报曝光工
作不力的，采取约谈等方式严肃指出。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各级各部门党委（党

组）、纪委（纪检组）要增强“四个意识”，深刻
领悟纠正“四风”不能止步的极端重要性，切
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纠正“四风”的坚定决心
和部署要求上来， 把力量凝聚到全省推进纠

“四风”治陋习树新风专项工作中来，以徙木
立信的精神，坚决打好作风建设持久战。各级
领导干部要示范带头，狠抓落实，形成“头雁
效应”，以艰苦奋斗再创业的姿态，引领本地
本部门本单位纠“四风”治陋习树新风专项工
作不断深入推进。

（二）严格落实责任。各级各部门党委（党

组）要把纠“四风”、治陋习、树新风专项工作作
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要内容，纳
入绩效考核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内容，
压紧压实责任；一把手要履行第一责任，班子成
员要履职尽责，认真研究部署，推动责任落实。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牵头抓总，协调各方、凝聚
合力，着力破除“四风”陋习；各执纪监督室、派
驻纪检组要加强对所联系地方和单位、 所监督
单位专项工作的督查指导，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省直工委、省委教育工委、省国资委和省发改、
公安、财政、审计、地税、工商、机关事务管理、扶
贫办等部门，要按照湘纪发〔2016〕4号文件精神
进一步落实责任，抓好相应领域专项治理。对工
作重视不够、责任落实不力、问题仍然突出的，
严肃追究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和纪委（纪检组）
监督责任和相关部门责任。

（三 ）注重协调联动 。建立专项工作问题
线索排查、报告、移送制度，纪检监察、巡视巡
察、信访、公安、财政、工商、税务、审计等部门
要加强协调联动，每月进行问题线索清查，建
立工作台账， 对重要问题线索及时报告并移
送同级纪检监察机关。省纪委实行“四风”方
面信访件查办、 数据资料报送等排名通报制
度和重要情况即时报告制度， 对各地各部门
各单位工作情况实行一月一通报、 一季一调
度、全年总考核。

（四）及时填报情况 。建立专项工作情况
月报制度，从3月份起，各市州纪委、省纪委各
派驻纪检组要认真汇总统计本地本部门本单
位专项工作开展情况， 于每月28日前报送至
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同时，在3、6、12月下
旬分别报送工作方案、半年总结、全年总结。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三湘

2018年纠“四风”治陋习树新风专项工作方案
关于印发《2018年纠“四风”治陋习树新风

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

要闻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记者 易禹琳）
作为中南地区最大规模的设计大赛， 由湖
南日报社、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共
同指导，CIID室内设计网主办的第十七届
湖南省室内装饰设计大奖赛吸引了来自全
国的设计师参与。今天下午，华声在线股份
有限公司与嘉宝全屋定制签订了合作协
议，后者成为本届大奖赛的独家冠名企业。

湖南省室内装饰设计大奖赛是国内最
权威的地方赛事，也是湖南设计界官方唯一
的品牌赛事,16载坚持， 培养出一批批顶尖
设计师，成就“设计湘军”之名。据中国建筑
学会室内设计分会副理事长刘伟介绍，第十
七届大奖赛不设门槛， 不收取任何费用，并
设立了20万元奖金，同时规格升级，特设为
中国室内设计的唯一通道， 获奖的作品，将
推荐直接参加“中国室内设计大奖赛”等级
奖评选，所产生的费用，全部由CIID湖南地

区学术召集人承担。大奖赛创意提升，活动
多元，有CIID公开课、名家面对面、家装风尚
盛典等多项主题活动； 评委阵容空前强大，
联合清华大学专家教授及蒋涤非、 杨瑛、魏
春雨、何人可等国内外顶尖设计大师，保证
赛事的公平、公正和专业性。

湖南嘉宝家居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文波
说，希望通过大赛平台，精准地挖掘设计人
才，打造湖湘设计界的“奥斯卡奖”，让“设
计湘军”扬名于国内外。

“弘扬设计之风，传播设计之美，真正
将活动影响力做到覆盖湖湘， 辐射全国。”
湖南日报社党组成员、社委、华声在线股份
有限公司总裁龚定名表示， 将充分整合湖
南日报社优质媒体资源，联合业界权威、企
业资源将湖南省室内装饰设计大奖赛打造
成行业盛会， 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与专业
影响，更好地推动设计产业的蓬勃发展。

“高瞻远瞩天下小，出生入死一边站”，这是
谢觉哉对罗学瓒的评价。罗学瓒是毛泽东的同
窗挚友，又同为新民学会的首批初始会员之一，
他们自少年时代就一起“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
英”，后来又一同走上了革命道路。

罗学瓒，号荣熙，1893年生于湘潭（今株洲
天元区） 马家河南岸一个农民家庭。1912年考
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随该校并入湖南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毛泽东的同班同学。

罗学瓒少怀大志，持身严谨，认为“身体之
不强，不足以为事，意志之不强，不足以成事。”
在一师求学时，常与毛泽东一同结伴游泳锻炼。
毛泽东倡导组织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他积极
赞助筹备。校友会成立后，他担任文牍，参与会
务。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他作为骨干参与其
中，成为了新民学会首批会员之一。

在赴法勤工俭学活动中， 罗学瓒决心赴
法求学，但遭到家中反对。在毛泽东、蔡和森
等人的鼓励下，他突破层层阻碍，终于得以成
行。在法国期间，他一边努力求学，一边寻求
思想进步，与毛泽东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

他还与同学李维汉等人组织了“工学励进
会”。在蒙达尼会议上，他支持蔡和森无产阶
级革命的观点， 与萧子升的无政府主义发生
了激烈的辩论。1921年2月28日， 在法国的勤
工俭学学生为争取“吃饭权、 工作权、 求学
权”，爆发了与政府的冲突，罗学瓒参与其中。
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 他被法国政府以
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强行遣返回国。回国后
不久，罗学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罗学瓒回到长沙，在中共湘区委
员会的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他利用办夜校
等方式，向人力车工人进行阶级教育，把工人
组织起来，与车主资本家作斗争，成为了工人
的“亲密朋友”。在他的努力下，一大批先进工
人加入共产党。 他以省工团联合会代表的身
份，组织工人斗争，迫使政府承认人力车工人
有组织工会之权利。 在抵制人力车主抬高车
租的斗争中， 他周密组织部署游行， 坚决斗
争，迫使警厅答应部分要求，取得了初步的胜
利。在“废除二十一条”斗争中，他担任湖南外
交后援团文书主任和青年救国团主席， 为推

动湖南反帝斗争，做了大量工作。
1925年，罗学瓒赴醴陵从事农民运动。不

久，就任醴陵县委书记。他以开联女校和渌江
中学教员的身份公开活动，大力发展党员、团
员。 带领中共醴陵县委为协助北伐军攻克醴
陵作出了突出贡献。 为了捍卫农民运动的发
展，参与组织浏、醴、攸三县工农武装讨伐湘
东保安司令罗定，罗定闻讯后率部离开醴陵。
1927年毛泽东赴醴陵考察农民运动， 与罗学
瓒同住八天。在毛泽东后来的《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里，曾热情地赞扬这一地区的农民
运动。“马日事变”后，他联合组建了湘东赣西
工农义勇军总指挥部， 率两万余农民在湘潭
易家湾击溃进犯之敌。

大革命失败后，罗学瓒被派往杭州，参加中
共浙江省委的领导工作，先任省委宣传部部长，
随后任省委书记。不久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
中坚强不屈， 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0
年8月27日在杭州被秘密杀害，年仅36岁。

（执笔：省委党史研究室 高青 湖南日报
记者 孙敏坚 整理）

罗学瓒：

“高瞻远瞩天下小，出生入死一边站”

打造湖湘设计界“奥斯卡奖”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
员 赵一璐 肖井冬） 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
的单晶体车轮矿、被誉为“中国皇帝”的顶级
菱锰矿、 全球保存最完整的恐龙木乃伊化石
等众多宝贝，将在5月18日开幕的第六届中国

（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上亮相。
记者看到， 目前世界最大的这块单晶体

车轮矿，产自宜章县瑶岗仙矿区，长8厘米、宽
5厘米、高13厘米。它完好无损、晶体硕大，焕
发出柔美的黑色光泽。 在即将展出的众多宝

贝中，还有一块鲜红的矿晶十分抢眼。它产自
广西梧州，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单晶体最大、质
量最好的菱锰矿。此外，产自新疆的钼铅矿、
海蓝宝，以及美国、印度等国知名收藏家收藏
的顶级自然金、祖母绿、辰砂等重量级宝贝，
也让人惊叹不已。

据介绍，本届矿博会为期5天，有来自美
国、德国、澳大利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宝
贝参展，展品总重300多吨。

矿博会今日开幕 众多宝贝将亮相
展品总重300多吨

5月17日上午， 残障人士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参观长沙市规划展
示馆，体验城市规划游戏。当天，长沙市开福区举办“残健携手护蓝
天·共圆厚德开福梦”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残健携手
共护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