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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李忠勇 张水锋 喻长春

“老刘平时为人如何？有没有人
到家里送礼？ 业余时间主要干什么？
对待家人和邻居怎么样？”11月19日，
娄底市娄星区委组织部对乡镇街道、
区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八小时外”表
现进行常规考察。在娄星区，这些生
活中的小细节，成了干部考察的“计
分点”。

去年以来，娄星区探索把区管干
部“八小时外”表现纳入干部考察范
围， 通过对干部“家庭圈”“邻里圈”
“社会圈”的深入考察，使组织和纪检
部门能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领导干
部各方面情况，提高“识人用人”的准
确性，扫除干部监管的盲区和空白。

针对选人用人和干部监督考察
中，主要集中于“八小时内”干事能力
和工作业绩，忽视了“八小时外”纪律
约束和作风表现， 娄星区深入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拓宽干部监督管理渠道，

在全区科级领导干部中，探索开展“进
社区、访邻里”八小时外考察，并形成
长效机制，实现“领导干部的活动延伸
到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

2017年2月， 在深度调研的基础
上，娄星区下发《全区科局级领导干
部“进社区、访邻里”八小时外考察工
作方案》，并很快启动了考察。全区所
有乡镇街道和区直单位近1000名区
管干部，如实填报个人有关事项报告
表，并接受抽查复核。

考察主要在双休日和工作日的
晚上进行，分为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
两种方式，并根据打分情况，划分为
“优秀、好、一般、差”4个档次。内容涵
盖家庭关系、生活作风、人际交往、兴
趣爱好、孝敬父母、邻里关系等10个方
面。是否孝敬长辈、是否恶意欠缴物业
管理费……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琐
事，成为“八小时外”考察的“大事”。

考察人员以谈家常的方式入手，
让考察对象配偶和邻里打开心扉、畅
所欲言，在“闲聊中”掌握相关信息。
区委组织部进社区、访邻里，走访社
区负责人、物业管理人员、邻居及干
部配偶6000余名，全方位、立体式还

原领导干部在生活中的表现。
“进社区、访邻里”，不可避免会

涉及干部个人及家庭的隐私。娄星区
出台考察纪律，要求所有考察组成员
保护干部基本信息，调查、考察信息
一律不得外传；参与考察工作的本单
位联络员，谈话与问卷等一律回避。

通过集中全覆盖考察，娄星区发
现了一批德行合一、八小时内外表现
基本一致的优秀干部。彭海燕多年来
精心照料患有严重眼疾的妻子，家庭
事业两不误。在“八小时外”考核中，
他被评定为“优秀”档次。2017年，他
由长青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晋升为长
青街道党工委书记。区委督查室主任
黄鹏钦，孝敬父母、友善邻里，获一致
好评，“八小时外” 考察评定为“优
秀”， 今年10月被重用为乐坪街道党
工委书记。但仍有少数干部八小时内
外表现不一致，被评定为“差”，由组
织部门予以提醒谈话、 限期改正，当
年不得评优评先。

目前，全区共有50名干部被评定
为“优秀” 档次，7名干部被评定为
“差”档次。结合工作实际，娄星区对
其中26名干部予以提拔重用， 对4名

干部进行岗位调整异动。
娄星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

王寄忠说：“让‘紧箍咒’管住‘八小时
外’，摸清区管干部‘家底’，对干部进
行立体‘画像’，能及早发现干部队伍
中出现的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防微
杜渐，未雨绸缪，有利于干部的健康
成长。”

“有压力！”“今后要更加注重自
己的言行举止！”在考察对象看来，这
套考察举措， 倒逼着自己内外如一、
修身养德。“八小时外” 考察实施以
来， 娄星区干部家庭关系更和谐，邻
里关系更融洽， 作风有了进一步转
变。“这样的考察，能选出真正的好干
部，我们很支持。作为社区居民中的
一员，也愿意参与监督。”在前不久的
考察访谈中，有退休老干部对此竖起
大拇指。

娄星区委书记彭健初介绍：“‘八
小时外’考察已成为常态，我们出台
了长效机制， 明确每届内大规模、集
中考察两次，届中则对单位‘一把手’
和重点岗位负责人进行日常考察。特
别是对于拟新提拔的区管干部，‘八
小时外’考察列为必经程序。”

巡视整改进行时

念好“八小时外”紧箍咒
———娄星区将干部监督考察范围延伸到家庭、邻里、社区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王少军） 今天，首
届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总决赛在长
沙启动，150支代表队（项目）将通
过项目展示、 理论测试决出大赛
一、二、三等奖。获得前10名的代表
队还将通过电视擂台赛， 角逐本届
大赛的金、银、铜奖。大赛同期，中国
科协组织的以创新为主题的展会及
论坛等系列活动也在长沙举行。

作为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的专项
赛事，首届中国创新方法大赛由中国
科协、科技部、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据大赛组委会介绍，共有全国
32个区域赛区、1000多家企业、

2000余支参赛队（项目）报名参赛。
入围总决赛的150支代表队（项目）中，
包括来自9家湖南企业的10个项目。

据悉， 同期举办的2018中国科
协企业创新服务成果展以“促进产
学融合、服务企业创新”为主题，通
过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培养、科
技公共服务、 科技资源汇聚4个展
区， 全面展示科协组织在服务企业
科技创新中的成效，参展单位200余
家。在此期间，中国科协还将举办中
国石油石化科技创新发展论坛、科
技成果转化促进创新服务论坛、绿
色建造创新共同体成立暨绿色建造
发展问题研讨会等重点活动。

首届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总决赛在长沙启动
10个湖南项目进入总决赛

� � � �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周月桂）开放强省暨湘南湘西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推进大会今
天上午在长沙举行。省商务厅今天
下午举行学习交流会，要求全省商
务系统围绕开放崛起战略推进体
系抓落实、求突破、出成效。

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表示，商

务部门将致力推进“4个百亿美元”
项目建设，以点带面推动全省开放
型经济追赶式跨越发展；推进千百
工程，促进消费升级；巩固外贸跨
越发展势头；大力引进“3个500强”
及产业项目；推进国际物流体系建
设和口岸提效降费；办好中非经贸
博览会。

推动开放崛起战略深入实施
商务系统贯彻落实开放强省暨湘南湘西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建设推进大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