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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6月25日，高考成绩终于出炉了。全省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纷纷发出提醒：金榜题名，高兴之
余，广大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千万别忘最严“限
宴令”。

这些年， 湖南各地都出现过一些违规办升
学宴、谢师宴的情况。

例如，2017年9月2日， 临湘市公安局经侦
大队副大队长陈黎以儿子考取大学为名， 在其
岳母老家操办升学宴，邀请亲戚、同学、朋友参
与宴请活动， 并收受除亲属外其他人员礼金
5800元，造成不良影响。2017年9月30日，市公
安局党委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免除其经
侦大队副大队长职务， 并收缴违规收取的礼金
5800元。

2017年8月20日， 岳阳市云溪区永济中学
政教主任黄宇清操办儿子升学宴5桌，收受亲戚
以外人员的礼金1700元，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2017年10月， 黄宇清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违规收受的礼金已全部退还。

2017年8月， 常德市桃源县戈尔潭水库管
理所副所长张小兵将准备在老家为儿子操办升
学宴的消息， 告知戈尔潭水库管理所所长姜子

林，姜子林没有制止。随后，张小兵安排人员将
该消息发到了单位职工微信群。8月27日，张小
兵为儿子操办升学宴， 违规收受亲戚以外人员
礼金共计1.27万元，姜子林参加了宴席。张小兵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违规收受的礼金被责令退
还。姜子林作为单位主要负责人，对下属违规操
办升学宴的行为未进行制止， 反而参加并赠送
礼金，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这些案例的通报曝光， 都是为在这个重要
节点，及时给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提个醒。

早在2013年，湖南省纪委就下发了《关于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
定》，被网友列为最严“限宴令”。

近日，省纪委“三湘风纪”微信公众号，就对
这个规定进行了重温。

规定要求，除婚礼、葬礼外，其他喜庆事宜
禁止以任何方式邀请和接受亲戚以外人员参
加，也就是说生日、升迁、调动、乔迁、升学等个
人庆典活动只能邀请亲戚。同时，对参加人数、
宴请桌数和车队规模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婚礼
宴请人数一般不得超过200人（20桌），婚嫁双
方同城合办婚宴的， 宴请人数不得超过300人
（30桌）。此外，还规定不准收受或者变相收受
任何单位和亲戚以外人员的礼金及贵重礼品。

也就是说，在20桌范围内可以有同事朋友出席
婚礼或葬礼，但是不能收受礼金。

“党员干部邀请同事朋友参加生日宴、乔迁
宴、升学宴都是属于违规办宴，踩到了办宴的纪
律红线。”“三湘风纪”微信公众号称。

2016年，为了遏制操办各类“升学宴风”不
良风气，落实省委“纠‘四风’、治陋习”的要求，
省教育厅又下发了《关于严禁教育系统公职人
员操办和参加“庆功宴”“谢师宴”有关事项的
通知》，大力倡导文明、节俭、廉洁的庆贺、感恩
方式。同时，湖南省纪委及时架起“高压线”，明
确宣布必须狠刹这类歪风，并将此项工作纳入
全省“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内容。全省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强监督检查，对党员和国
家公职人员违规操办和参加“谢师宴”“庆功
宴”“升学宴”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曝
光一起。

孩子金榜题名，的确是让“望子成龙”的父
母非常欣慰的事，也是孩子人生中的大喜事，摆
设家宴庆贺，实为人之常情。然而，纪律面前，千
万不能忘乎所以，如果把庆贺的家宴“变身”为
人情掩护下的“红包宴”，“变身”为滋生隐形“四
风”问题的温床，就会触碰破纪的红线，必将得
不偿失。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陈沐）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文化
厅共同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2018第四
届湖湘动漫月将于7月13日至8月13日
举行， 通过动漫游戏全产业链的综合论
坛、节目、展会、赛事等系列活动，为专业
人士和动漫爱好者带来一场欢乐盛宴。

本届湖湘动漫月由省委宣传部、省
文化厅共同主办，主题为“振兴产业，美
漫生活”，将采取“1+7+10”模式：即“1个
主题展会”———第九届长沙（国际）动漫
游戏展；“7个配套活动”———动漫及网络
文学IP运营及投融资大会、 第四届竞游
潇湘电子竞技联盟大赛、 动漫游戏原创
设计大赛、 第二届创娃动漫亲子创新大
赛、游戏产业交流会、动漫游戏人才引进
交流会、红橘子动漫舞台剧巡演；以及第
四届常德夏日动漫盛典等“10个城市分
展会”，集中展示我省动漫游戏产业的发
展成果和创新成就。 预计参展企业和机
构达300多家， 专业观众和普通消费者
参与人数将超过60万人次。

本届湖湘动漫月聚焦产业发展，注

重观众参与互动。通过论坛、交流会、成
果展示，与全球动漫企业和广大爱好者
分享湖南动漫游戏产业22年来的发展
经验，研讨未来发展趋势，为省内动漫
游戏企业提供国际、 国内交流合作机
会，吸引高端人才回湘发展；多家全国
知名动漫品牌的产品和技术不仅在长
沙展出，还将到常德、郴州等10个市州
进行巡回展览，深入边远地区和动漫游
戏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面向全省
幼儿、小学生、中学生，开展免费的动漫
文化讲座、手绘漫画像、亲子家庭体验
动漫科技、节假日公益娱乐活动、暑期
实践活动、门票赠送等活动。

湖湘动漫月活动自2015年创办以
来， 每届吸引参展或参加交流的国内
外动漫游戏机构和企业200多家，参与
观众50多万人次， 累计拉动全省动漫
游戏产业年度增加值超50亿元， 同时
也吸引了大批人才回湘发展。目前，该
活动已经成为中南地区有重要影响的
动漫游戏产业专业化展览、 展示和交
流平台。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金榜题名，别忘最严“限宴令”

湖南癫痫患者救助项目启动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胡泓昱 陈沐）昨天，省杂技艺术
剧院的演员们从长沙出发, 奔赴美国密
苏里州布兰森市，他们将携“纯粹中国”
原创杂技剧《梦之旅》在当地驻场及美国
境内巡回演出500场。

据省杂技艺术剧院董事长、 总经理
赵双午介绍， 近年来， 湖南杂技屡创佳
绩，不仅推出了多部原创优秀作品，前不
久还在乌克兰第三届“金栗子”国际青少
年马戏艺术节上斩获最高奖———“金栗
子”大奖。本次，作为省演艺集团“纯粹中
国”国际演艺品牌的重点项目，湖南杂技
以其独特的创意构思和精彩的舞台呈
现，在众多推荐剧目中脱颖而出，吸引了

美国新世界艺术制作公司的目光， 定于
2018年6月至2019年4月在美国进行驻
场和巡回演出500场， 预计观众近40万
人次。

杂技剧《梦之旅》是湖南首部具有完
整故事情节的杂技剧， 突破了单纯的杂
技技巧表演，融入人物情感表达，注重国
际审美需求， 将中国古典艺术与西方当
代艺术相结合， 展现了人们逐梦过程中
的勇敢和智慧。 该剧于2015年1月在长
沙首演，便引起极大反响。2016年，该剧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73个城市巡演102场，
吸引观众达20多万人次， 创造了近年来
国内艺术院团整团编制国际巡演场次、
规模的最高纪录。

湖南杂技《梦之旅》
将赴美驻场及巡演500场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刘莉）6月28日是第12个“国际
癫痫关爱日”，今年的主题是“癫痫与脑
科学”。为帮助贫困难治性癫痫患者得到
更好救治， 切实减轻患者负担， 今天上
午，湖南省脑科医院（湖南省第二人民医
院）正式启动“爱心抗癫‘痫’宁行动”癫
痫患者救助项目。

癫痫是一种由多种病因引起的慢性
脑部疾病， 以神经元过度放电导致反复
性、 发作性和短暂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
失常为特征。目前，我国约有超过900万
的癫痫患者， 其中儿童及青少年占60%
以上，农村患者占80%。因癫痫的病程长
且反复发作， 不仅严重威胁患者身心健

康，而且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此次由
湖南省脑科医院、 多家爱心企业联合成
立的贫困难治性癫痫患者关爱救助项
目，将发挥医院专业优势，应用现代医学
技术结合社会资源更好地服务广大癫痫
患者。据了解，“爱心抗癫‘痫’宁行动”癫
痫患者救助项目将对符合条件的50位
贫困癫痫患者总住院费用除医保、 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统筹支付外， 其自付部分
按照内科、 外科治疗的不同， 分别提供
5000元至20000元不等的援助。此外，该
救助项目还将针对癫痫人群开展癫痫免
费筛查援助、医疗救助、关怀陪伴、心灵
辅导等多项关爱活动， 以更好地救助癫
痫患者，提高癫痫患者生活质量。

“振兴产业，美漫生活”
2018第四届湖湘动漫月将于7月13日开幕

6月26日上午， 长沙红星国际会
展中心， 家长和高考考生在各高校展
位前咨询。当天，为期两天的2018湖
南教育博览会开幕， 在湘招生的400
余所国内高校、 出国留学及社会培训
机构参展。 省教育考试院也设立咨询
台，指导考生填报志愿和选择专业。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教育博览会
在长沙红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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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蒋欣怡）今天，由省委统战部、省
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省政府港澳事务
办公室、团省委、省青联主办的2018年海
峡两岸暨香港、 澳门大学生暑期湖南实
习计划培训会在长沙举行。

2018年是海峡两岸暨香港、 澳门大
学生湖南实习计划开展的第6个年头，为
帮助港澳台大学生更好地了解湖南社会
文化发展，实习计划首次以“公益”作为
活动主线，以“美好青春路，湖湘益起行”
为主题，切实践行精准扶贫思想，鼓励港

澳台及湖南大学生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活动通过前期招募， 共有32家企业为港
澳台实习学生提供了158个备选岗位。最
终来自港澳台的52名实习学生与23个企
业实现了对接， 他们将在29位湘籍实习
伙伴的陪同下，从7月2日开始，开展为期
一个月的实习计划。另外，本次培训会也
通过线下“留住一份湘情，走一场情暖童
心之旅”“感受同心家园， 赴一趟社区暖
心之行”“守护一种湘韵， 上一堂文化匠
心之课”等主题互动，让港澳台青年更好
地了解湖南，认识湖南。

港澳台52名大学生来湖南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