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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评论员

我省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工
作以来，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强监督检查，严
肃执纪问责，坚决查处了一批违规操办婚丧喜
庆事宜问题。6月20日，省纪委通报了近期查处
的7起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问题。

被通报的7起问题， 都是不收敛不知止、
我行我素的典型， 从中反映出一些地方和单
位特别是基层单位压力传导不到位， 部分党
员和公职人员目无规矩、 心无敬畏、 行无纪
律，不仅违反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更在群众
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前些年，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大宴宾客、
奢靡浪费的情况愈演愈烈， 使婚丧喜庆成为
滋生腐败的温床，沦为权力的“盛宴”。党的十
八大以来， 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的
执纪审查力度不断加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

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明显收敛。 但违规操
办的情况仍然存在，规避组织监督“耍花招”
的行为时有发生，少数党员干部我行我素，仍
然“任性”大操大办。

风成于上 ， 俗形于下 。 毛泽东同志在
《整顿党的作风 》一文中指出 ，只要我们党
的作风完全正派了 ， 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
学 。 领导干部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具有表率
作用 ， 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 、 观其行
的 。《之江新语 》 中有这样一段话 ：“领导干
部的生活作风和生活情趣 ， 不仅关系着本
人的品行和形象 ， 更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
威信和形象 ，对社会风气的形成 、对大众生
活情趣的培养 ，具有 ‘上行下效 ’的示范功
能 。”所以 ，党员领导干部身份地位的特殊
性 ，决定着其生活作风并非个人私事 ；党员
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 ， 对党风政
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

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工作，是
深化全省纠“四风”、治陋习、树新风专项工作的
重要内容， 对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要监督好党员领导干部这个重点人
群， 通过明察暗访等方式对党员干部操办婚丧
喜庆事宜进行监督检查，防止其申报一套、操办
一套。 要继续通报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典型
问题， 使广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和危害性，打消少数人的侥幸心理。要深入开
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利用多种形式提醒党
员干部带头自律，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推
动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促进党风政风和社
风民风持续向善向上。

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 各级党
组织要扭住整治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等问题
不放，持续用劲 、久久为功 、形成习惯 、化风成
俗， 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基层真正落地落
实，坚定不移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记者 陈淦璋 王文）
长沙市住建委今日发布通报称： 长沙进达合
能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合能·沙湾公馆等5个
项目， 因落实长沙市政府房地产市场调控政
策不到位， 对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造成了较
大的负面影响，经报请市政府同意，暂停开发
这5个项目的6家房企及其名下所有子公司
在长沙参与土地市场招拍挂资格。

这5个项目分别是：长沙进达合能置业有
限公司开发的合能·沙湾公馆（报建名：柏悦
名苑，推广名：合能枫丹丽舍）项目，湖南揭商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岳府公园邸
（荣泰广场）项目，长沙市国有资产置业有限
公司和长沙川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开发
的怡然翠园·家天下二期项目，长沙高鑫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天麓尚层五期项目，
湖南全新丝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和
庄二期D区项目。这5个项目均不同程度存在
“建筑主体已封顶、 但迟迟未办理预售许可
证” 情况， 涉及房源（指达到预售条件）共
2962套，有的还存在违规销售行为。

另据了解， 湖南中建信合梅溪湖置业有
限公司开发的中建梅溪湖中心项目、 长沙中
住兆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中交中央
公园项目、 长沙中冶麓谷景园置业有限公司
开发的中冶中央公园、 长沙吉顺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发的中央美郡项目等4个楼盘，被
湖南日报等媒体多次报道存在“捂盘惜售”行

为。 经长沙市政府约谈后，4家开发企业表示
积极落实调控政策，制定相应的销售方案，具
体的手续正在加紧办理。 根据长沙市房地产
市场调控工作相关要求，职能部门对上述4个
公司及楼盘项目予以重点监管， 将督促其抓
紧预售许可手续办理， 尽快将现有达到预售
条件的房源推向市场销售。

长沙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坚决

打赢反炒房攻坚战，重点惩处变相捂盘和恶意
炒作行为， 将出台相应的调控政策和监管措
施，在行政监管手段上对捂盘惜售的开发企业
和恶意炒房、哄抬房价的中介机构及人员予以
重拳打击，将省、市关于“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
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的标准和要求落实
到位，进一步促进长沙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

长沙重拳打击“捂盘惜售”
6家房企被暂停参与土地招拍挂，中建梅溪湖中心、中交中央公园等4个项目

被纳入重点监管

（1）合能·沙湾公馆 （报建名 ：柏悦名
苑，推广名：合能枫丹丽舍 ）项目 ，6#栋已
达主体28层、7#栋已达主体22层，9#栋已
完工，达到预售条件房源共516套，住宅面
积58513.59平方米， 尚未办理预售许可
证。

（2）岳府公园邸（荣泰广场）项目，8#、
9#、10#栋已主体封顶，达到预售条件房源
共672套，住宅面积67214.7平方米，尚未
办理预售许可证。

（3） 怡然翠园·家天下二期项目，B栋
主体24层施工、C栋主体22层施工、F栋主

体19层施工、G栋主体20层施工，达到预售
条件房源共920套，住宅面积68379.91平
方米，尚未办理预售许可证，且存在违规销
售的行为。

（4） 天麓尚层五期项目 ，24#、25#、
26#栋已主体完工， 达到预售条件房源共
256套，住宅面积27600平方米，尚未办理
预售许可证。

（5）和庄二期D区项目，9#、10#、11#、
12#栋已主体封顶， 达到预售条件房源共
598套，住宅面积44944.3平方米，尚未办
理预售许可证。

落实长沙市政府房地产市场
调控政策不到位5个项目具体情况

■链接

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不可“任性”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

6月20日，省纪委通报了近期查处的7起
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问题， 告诫全省党员
和公职人员汲取深刻教训，切实引以为戒，时
刻反躬自省。

岳阳市岳阳县第四中学安全办主任、高
三年级组长王智勇违规操办儿子满月宴问
题。2018年4月19日中午，王智勇在岳阳县公
田镇彭昌村老家为小儿子举办满月宴， 共办
宴席16桌，违规收受27名亲戚以外人员所送
礼金共5400元， 其中第四中学教师14人。王
智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并责
令退还违规收受的礼金； 参加满月宴并送礼
金的14名教师被批评教育。

怀化市中方县教育局人事股副股长杨勤
违规操办儿子满月宴问题。2018年2月27日，
杨勤以父亲杨贤江（中方县袁家镇小学退休
教师） 名义在袁家镇小学食堂内为儿子举办
满月宴，共办宴席10桌，违规收受袁家镇小
学校长杨圣正等17名教师所送礼金共3360
元。杨勤受到记大过处分，其违规收受的礼金
被收缴；杨圣正因履职不力、未及时制止并送
礼金赴宴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他16名
参加满月宴并送礼金的教师被批评教育。

娄底市双峰县锁石镇政协工委主任赵雄
腾违规操办母亲乔迁宴问题。2018年2月11
日下午和12日中午，赵雄腾在锁石镇金源村
老家分两次为母亲举办乔迁宴，共办宴席10
桌，违规收受单位同事及村干部20人所送礼
金共5688元。组织审查期间，赵雄腾上缴了
违规收受的礼金。 赵雄腾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 参加乔迁宴并送礼金的镇政协工委副
主任王卫红、 镇人大副主席陈桂仁受到行政
警告处分；其他18名镇、村干部受到诫勉谈话
处理或被约谈。

怀化市洪江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刘原违规
操办女儿结婚宴问题。2018年1月18日，刘原
在洪江市黔城某茶庄和某饭店为女儿举办结
婚宴，共办宴席27桌，违规收受152名亲戚以
外人员所送礼金共47099元， 其中医院干部
职工145人。组织审查后，刘原退还并上缴违
规收受的礼金。刘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履行监督责任不力的纪检员黄立新受到诫勉
谈话处理； 其他145名医院干部职工被批评
教育。

娄底市双峰县城管局风景园林处主任黄
建华违规操办房屋竣工宴问题。2018年1月1
日， 黄建华在双峰县沙塘乡老家举办房屋竣
工仪式，当天中午办宴席8桌，违规收受3名管

理服务对象所送礼金共1920元。 组织审查期
间，黄建华退还违规收受的礼金。黄建华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 参加竣工宴的县城管局分管园林
处的副局长谢世同被约谈、其他6名同事被提醒
谈话。

张家界市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新民村党
总支部书记李泽勇违规操办结婚宴问题。2017
年12月7日，李泽勇在本村举办结婚宴，共办宴
席30桌， 违规收受亲戚以外人员所送礼金
34800元，其中公职人员3人共800元。李泽勇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 违规收受的礼金被责令退还
和收缴； 该乡扶贫站工作人员张波涌在微信群
发布消息并送礼金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安监站
站长曹金国和民政所长李海周参加结婚宴并送
礼金被批评教育；乡党委、纪委履行“两个责任”
不力被问责。

常德市鼎城区蔡家岗镇黄山峪村党支部书
记张宏明违规操办孙女满月宴问题。2017年9
月22日至23日，张宏明在本村家中为孙女举办
满月宴， 违规收受亲戚以外人员所送礼金共
12800元，其中镇人大主席樊政国、镇武装部长
刘平清、 尹家坪村党支部书记尹小平等10名
镇、村干部参加满月宴并送礼金。事后，张宏明
退还违规收受的礼金。 张宏明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10名镇、村干部被通报批评。

省纪委通报7起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问题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曹娴 ）
2018年第一批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动员会
今天在长沙召开。副省长陈文浩要求，各督
察组要共同努力、各尽其责，打好我省环保
督察第一仗。

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 国务院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 根据
省委、 省政府的统一部署，2018年我省要
对14个市州进行环保督察。

陈文浩指出， 大家一定要提高政治站
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
省级环保督察的工作要求上来，认真履职、

各尽其责，精心组织、主动配合、全力支持
省级环保督察工作。

陈文浩强调，开展环保督察，关键是要
坚持问题导向，找准问题，查清问题，督促解
决突出问题，真正落实好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不断改善我省生态环境质量。督察
过程中， 要聚焦贯彻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聚
焦落实生态环保主体责任，聚焦推进污染防
治攻坚战和“夏季攻势”，聚焦解决热点难点
问题，督促被督察地方第一时间查处整治到
位，做到见人、见事、见责任。各个督察组要
把准政策要求，敢于动真碰硬，严守纪律规
定，树立环保督察铁军良好形象。

6月17日， 永顺县
毛坝乡毛坝村河坝溪
莓茶种植专业合作社
社员在晾晒莓茶。近年
来，该乡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产业，引导村民种
植莓茶5000余亩，助力
脱贫致富。 余光龙 摄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沙兆华）
今天， 湖南省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成立
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长沙召开。 会议
审议通过了《湖南省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
会章程（试行）》，推选产生了惩戒委员会主
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并向全体委员颁发了
聘书。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委司
法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组长黄关春出席会议
并讲话。

黄关春指出， 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
度，成立省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是司法
责任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党领导、统
筹司法改革的重要组织形式， 对于建设正
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司法队伍、 促进法官检
察官依法行使职权，具有重要意义。要通过
建立中立、专业、权威的惩戒制度，加强对

新型办案机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监
督，实现由传统的人工监管、事后监控、粗
放监督向全面、全员、全程的案件质量效率
监管模式转变，促进司法规范、公正、廉洁、
文明。他强调，惩戒委员会是独立于司法机
关和其它国家机关以外的机构， 是中立的
第三方监督力量， 要准确把握遵循司法规
律、严守职责权限、体现专业水准三条原则
要求，确保惩戒工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
要发挥委员们法律素养高、 司法实践经验
丰富的优势，科学认定错案，准确把握主观
过错，不枉不纵、不偏不倚，实事求是、客观
公正地提出惩戒意见， 促使法官检察官多
办案、办好案、少犯错。

会议推选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杨光荣
为惩戒委员会主任委员。

促使法官检察官多办案、办好案、少犯错

我省成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记者 苏莉）6月
20日，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
在长沙县开展专题调研， 强调要以同心美
丽乡村建设为抓手， 深入组织统一战线参
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黄兰香一行先后来到长沙县金井镇、
开慧镇调研，开展实地考察，召开座谈会，
了解统一战线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
况，听取基层意见建议。

长沙县在统一战线参与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 如湘丰村的茶
叶产业、锡福村的乡村民宿旅游产业，都充
分利用了民营经济的智慧和力量。 锡福村
引进湖南慧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发展民宿
旅游，采用“村委会+企业+农户”合作的新

型公司化运作，收入按1∶3∶6的比例进行分
配，以共享模式，实现乡村振兴。

黄兰香指出， 全省统一战线要深刻
领会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
署， 组织统一战线成员积极参与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 画大同心圆， 凝聚思想共
识。 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人才智力等
优势，以同心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在各
级党委领导下，广泛动员，积极参与。要
突出统战特色，因地制宜，服务中心，服
务大局。同时要组织力量开展研究，积极
建言献策， 为各级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参
考。要结合“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等
现有统战品牌， 共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

黄兰香在长沙县开展专题调研时强调

以“同心美丽乡村”创建助推乡村振兴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记者 刘文韬）6
月19日至20日，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刘莲玉率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在长沙开展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保
护条例执法检查。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胡
伯俊参加检查。

检查组先后来到雨花经开区、 雨花区
跳马镇、 浏阳市柏加镇、 天心区暮云经开
区， 实地查看了解部分园区企业和工程项
目贯彻实施绿心保护条例情况， 还召开座
谈会听取长沙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府及有
关部门相关情况汇报， 并反馈了执法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此前，检查组派暗访组开展
了为期一周的暗访检查。

刘莲玉强调， 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统一认识和行动， 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深刻认
识保护绿心的重大使命， 坚决打好打赢
生态绿心保护这场硬仗。 要以强烈的忧
患意识抓好法规实施， 全面梳理和正视
生态绿心保护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
题，保持战略定力，破除思维惯性，对症
下药、精准发力，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和法
治力量守护生态绿心， 让条例成为刚性
约束和“带电”的高压线。要着力强化生
态绿心保护的领导机制， 建立健全条例
规定的保障机制， 建立省人大与市县人
大的互动联动机制， 汇聚起全面贯彻实
施绿心保护条例、 全面加强生态绿心保
护的强大合力。

用法治力量守护绿心
刘莲玉率队在长沙开展绿心保护条例执法检查

打好我省环保督察第一仗
陈文浩要求，找准问题，查清问题，督促解决突出问题

莓茶飘香

三湘时评

何淼玲

衡阳市委原书记李亿龙因大肆贪腐获
刑18年，包括妻子杨岚、司机粟某、保姆胡
某，以及杨岚的舅妈王某、姐姐杨某、姐夫
张某等多名“身边人”均不同程度涉案，分
别获刑。

在反腐败斗争和从严治党不断推向深
入的今天，领导干部如何管好“身边人”，再
次成为一个严峻话题。

纵观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贪腐大案
要案，“身边人”涉案比比皆是：或为“夫妻
档 ”、或是 “父子兵 ”、或是 “兄弟连 ”，更有
“秘书帮”， 利用领导干部手中权力谋取不
正当利益。

如何管好“身边人”？笔者以为，做到以
下几个 “必须 ”，庶几可全身远祸 、行稳致
远。

必须做到铁面无私。 毛泽东同志很重
感情，却十分反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
腐朽作风。新中国成立后，有亲戚故旧写信
寻求帮助。对此，他定下三条原则———“恋
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以
公济私”，还拒绝了杨开慧之兄要到北京来

工作的请求。至今传为美谈，值得效法。
必须正己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

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只有首先端
正自己的思想、行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才能为“身边人”树立标杆。否则，上梁不正
下梁歪，何以服人？

必须严管厚爱。 严管与厚爱是一对辩
证法。严管就是厚爱，厚爱必须严管。一旦
发现“身边人”打着自己旗号办事，必须以
“零容忍”的态度及时制止，防微杜渐。倘碍
于情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自流，只
会使“身边人”在歧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悔
之莫及。

必须心明眼亮。只有做到心明如镜、炼
就“火眼金睛”，对“身边人”的思想动态了
然于胸，对其一言一行尽观眼底，才不至于
被蒙蔽、被利用。如果心不明、眼昏花，“身
边人”就有可能瞒天过海、浑水摸鱼。

必须心存敬畏 。 领导干部应不忘初
心， 心存敬畏， 同时要教育、 告诫 “身边
人” 常怀履薄冰临深渊之心。 晚清重臣曾
国藩常告诫几个弟弟， 不要以为家中有人
当官， 就可以欺负别人、为所欲为。长存敬
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领导干部要管好“身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