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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的马栏山， 是距省委还
有40分钟车程的综合农场， 只有鱼
塘、菜地和农家。今天的马栏山，是
享誉全国的广电湘军大本营， 是网
红打卡地，是人才聚集的文创高地，

是正在建设中的“北有中关村，南有
马栏山”的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

20年的巨变，是一批批流血流
汗流泪的马栏山人艰苦奋斗的结
果，今后的马栏山，在互联网时代，

更需要马栏山人烧脑烧心。你看到
的是日新月异的中国V谷的变化，
我们要告诉你的是马栏山人没有
言说的背后的故事。

（相关报道见3版）

湖南日报评论员

近日， 省纪委监委专门下发通
知，撤销廉政账户，并对严禁违规收
送红包礼金进一步严明纪律要求 ，
这是推进我省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专项整治的一项重要
举措， 释放出全面从严治党越往后
越严的强烈信号。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亲友之间
互赠红包礼品以表达感情，本是一种
正常的习俗。然而，领导干部、公职人
员在公务活动中收受红包礼金和收
受管理服务对象、 下属的红包礼金，
则是一种变了味的“人情往来”。送的

人为何如此慷慨大方？看中的无非是
收的人手中的权力。一些送礼者虽然
当时没有开口求办事，但实际上是一
种所谓的“长线投资”，日后还是要寻
求回报的。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围猎
者， 其动机就是拿红包礼金开道，一
步步攻破领导干部的防线。“蠹众而
木折、 隙大而墙毁”， 从查处的案例
看，有很多蜕变成腐败分子的领导干
部，就是从一顿饭、一个红包开始，由
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在“温水煮青
蛙”中浑然不觉，最后坠入深渊。红包
礼金污染政治生态、 败坏社会风气、
滋生腐败现象，是全面从严治党必须
攻克的顽瘴痼疾。

设立廉政账户的初衷， 主要是
为收受红包礼金的党员干部提供一
个纠正过失的通道， 在促进党员干
部廉洁自律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
但在这几年的实际运行中， 也显露
出一些弊端。有的平时就有心地“收
多交少 ”，有的听到风声后 ，急急忙
忙交一部分钱， 廉政账户成了某些
人对抗组织调查的挡箭牌。 从纪律
法律的逻辑上说，红包礼金不该收，
也就没有收了之后再上交这一说 。
这次撤销廉政账户， 就是向全社会
表明，在红包礼金问题上，没有缓冲
区，没有避风港，也没有任何空子可
钻。 荩荩（下转2版③）

拒收红包礼金没有缓冲区

新华社记者 王菲菲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正在全党深入开展， 山西省霍州
市的85岁老党员郝郁民回想起27年
前与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因一
封信而“结识”的故事，不禁感慨万
千：“从这件小事中， 我感受到了一
位党的好干部一以贯之的为民初
心。”

近日，在郝郁民老人的家中，他
向记者讲述了那个令他永生难忘的
故事……

素未谋面， 给市委书记
写了一封“投诉信”

上世纪90年代初， 我担任霍州
市委统战部部长。1992年4月， 我和
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张玉生、 市工商
联党组书记韩忠民去改革开放前沿
城市福州、温州等地考察。

在福州， 我们到连江县实地走
访，那里民营企业搞得好，对我们启
发很大。在考察期间，多次听到当地
干部称赞他们的市委书记， 说他推
行“特事特办、马上就办”，通过转变
政府职能吸引了大批台资企业，带
动了福州经济发展， 令我们印象深
刻。

结束考察后，我们在福州市“五
一” 旅社门前一个售票点买了三张
福州到温州的“豪华大巴”票。买票
时，对方承诺大巴上有卧铺。这对当
时已快到退休年龄的我和韩忠民而
言， 能够缓解十几个小时路程的疲
劳，还是很好的。

然而， 等我们坐车时却发现，
来的是一辆普通客车。 大巴司机
说：“你们先上这辆车，然后送你们
去坐豪华大巴。”谁知后来，我们却
被逼上了一辆条件更差的普通客
车。

我们就这样被骗了， 强忍着一
路，苦不堪言。半夜下车吃饭时，张
玉生悄悄记下了这辆车的车牌号
码。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了温州。下
车后，我们与车主交涉，他们却态度
蛮横：“我们就这样做，你们去告吧，
看看谁理你？！”

车主的恶劣态度彻底激怒了张
玉生。 他在汽车站买了张温州市区
地图， 带着我和韩忠民直接来到了
邮政局。

“我在路上就盘算好了，咱们写
信投诉他们！ 信就直接写给福州市
最大的领导———市委书记！”张玉生
愤愤地说。

“市委书记哪有工夫管这些鸡
毛蒜皮的小事？” 我一听觉得心里
没底，这点小事，怎么会引起领导
重视， 何况是一个市的市委书记
呢？ 荩荩（下转2版①）

点滴之间见初心
———习近平与一封群众来信的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通讯员 曾佰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经济日报
社日前共同发布的《2018年中国城
市竞争力报告》显示，湘潭的经济
发展竞争力、可持续竞争力、宜居
竞争力、宜商竞争力，在全国293个
城市中排名第71位，在我省位居第
2位。

宜居是一个城市的核心竞争
力。近年来，湘潭市在产业发展、城
乡治理、 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共同
发力，打造大美宜居新城。湘潭市委
主要负责人说：“我们有国家战略支
撑、良好空间支撑、立体交通支撑、
扎实产业支撑、再加上人口支撑、优
势科教支撑、宽广平台支撑、厚重人
文支撑，这‘八大支撑’共同支撑起
大美宜居湘潭建设， 支撑起湘潭的
核心竞争力。”

宜业，从价格 “洼地”
到政策高地

罗丽慧是张家界人， 孩子今年
考上了长沙市一所高中， 她决定在
湘潭九华买房陪读。“从这里到孩子
学校只需半小时车程， 关键是这里
的房价相对便宜。”罗丽慧说。

湘潭市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
戴泽芝说：“湘潭市目前普通商品房价格平均每平
方米5000元至6000元，全省排名第5位，价格‘洼
地’效应明显。” 荩荩（下转11版①）

� � �湖南日报8月5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宋铁山 夏春来
彭玉霞)7月底，湖南金之香米业
公司完成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
案登记， 益阳外贸又添新军。这
家设在南县三仙湖镇的公司，目
前正抓紧生产稻虾米，销往境外
市场。据了解，去年，益阳市外贸
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50.1%，
增速居全省第一； 今年上半年，
全市实现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40.6%， 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
19.11%，增速均居全省前列。

近年来，益阳市大力实施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主动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发展开放
型经济。该市先后有130多名党
政领导接受创新开放专题培训，
市里还明确了28个市直单位招
商引资工作责任，搭建了“汇智
聚力、建设益阳”等开放合作交
流平台，建成了600多万平方米
标准厂房，兑现外资企业注册资
本到资奖励60余万元。 去年至
今，先后与乌干达、阿联酋、以色
列、巴西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
展经贸洽谈，引进了向荣、成溪
等外贸企业40家。

同时， 益阳市强化对外贸
企业的政策支持与保障。联合益阳海关、浩通国际，
指导区（县市）开展外贸业务培训，已培训500多人
次。 荩荩（下转11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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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声

省委连续3年举行全省性 、高
规格产业项目观摩和推进会，初衷
就是让各地各部门尤其是主要领
导干部通过实地观摩 ， 学别人所
长、为自己所用，在全省上下进一
步营造比学赶超抓产业、真抓实干
促发展的鲜明导向和浓厚氛围。

榜样就在我们身边。这几年，长
沙以智能制造为核心， 吃透产业全
景图和现状图， 完善产业客商库和
项目库，建立产业资金池和人才池，
形成产业链招商报告和分析报告，
着力打造22条工业新兴及优势产业
链，激发了长沙产业发展的“百舸争
流”。 长沙黄花综保区封关运行最
晚， 一年多时间进出口额便跃居全
省海关特殊监管区第一，其经验、做
法值得其他地方、部门学习。

可能有的同志抱有这样的想
法：学长沙，我们没有便利的交通

区位， 也不具备雄厚的产业基础，
长沙的经验没法复制。这话似乎有
道理，却也没道理。向榜样学习、向
标杆学习， 最重要的是学精神、学
理念、学方法。说到“长沙经验”，至
少有两条，一条是思路对头 ，抓住
产业链建设不放，精细谋划 、精准
发力；另一条就是干部能干 ，在抓
园区建设、产业建设中有一批肯干
事、会干事、能干事的干部，并且形
成了一整套推动产业发展的机制
制度。 这两条全在于主动作为，各
地都能学，也可以学得到。

同样，随着全省上下扎实推进
产业项目建设，各地也都上了一批
大项目好项目。这三年，全省产业
项目建设推进现场观摩会能够从
长株潭城市群搬到江华、 泸溪，再
到湘中重镇娄底、邵阳，也从一个
侧面反映出我省这几年抓产业项
目建设的成效。江华和泸溪都是集
“老、少、边、穷”于一体的国家级贫

困县， 他们都能把产业发展起来，
其他地方也应该做到，甚至更有条
件做得更好。

我们开会也好，现场观摩也罢，
一定要开得值得、看得明白，做到学
有收获、干有方向。学娄底，就要学
习他们如何转变发展观念， 跳出资
源依赖，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学邵
阳，就要学他们以“企业愿不愿来、
敢不敢来、赚不赚钱、安不安心”四
个问题为导向，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
的做法和经验；学江华，就要学习他
们以“拼命三郎”作风招商引资的精
神， 为全县人民的尊严和荣光而奋
斗的志气；学泸溪，就要学习他们做
足人才和技术文章， 自力更生发展
新材料产业的路径。

“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
也。”我们要善于向身边榜样学，积
极主动地干，推动产业项目建设年
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为加快建设富
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打下坚实基础。

榜样就在身边
———加快推进产业项目建设系列谈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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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AN RIBAO

马栏山：迎风生长的“中国V谷”

湖南日报8月5日讯 （记者 张
斌） 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违规收送
红包礼金，败坏党风政风，带坏社风
民风， 严重背离党的宗旨和优良传
统。2018年以来，省委“约法三章”，
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整治违规收
送红包礼金问题， 全省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加大了查处力度。今天，省纪
委省监委通报了查处的4起省管干
部违规收受红包礼金问题。

长沙市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
副市长李晓宏违规收受礼金问题。
2000年至2018年，李晓宏在担任长
沙市财政局局长、 高新区管委会主
任、副市长等职务期间，违规收受党
政干部和私营企业主所送礼金，数
额特别巨大， 其中党的十八大后收
受81万余元。 李晓宏还涉嫌其他违
纪违法问题，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益阳市安化县委原书记熊哲文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2013年至
2019年，熊哲文在担任安化县长、县
委书记期间， 违规收受党政干部和
私营企业主所送礼品礼金， 数额巨
大，其中省委出台“约法三章”规定
之后仍有违规收受红包礼金行为。
熊哲文已被免去县委书记职务。

省直机关工委原委员、 省委离
退休工委原副书记周松柏违规收受
礼金问题。1994年至2018年，周松柏

在担任省委组织部干部三处副处
长、 干部二处副处长、 干部五处处
长、 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研究院专
职副院长、 省直工委委员等职务期
间， 利用逢年过节、 聚餐等时间节
点，多次违规收受他人所送礼金，数
额特别巨大， 其中党的十八大后收
受534万余元。周松柏还存在其他违
纪违法问题，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处分， 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郴州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
刘志伟违规收受礼金问题。2001年至
2019年， 刘志伟在担任郴州市城市
管理局局长、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副
市长、政法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和其
妻李某共同收受他人所送礼金，数额
巨大，其中党的十八大后收受87万余
元。 刘志伟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
题，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通报指出，以上党员领导干部，
都是从战战兢兢收一个小红包、一
条烟开始， 到肆无忌惮收受巨额礼
金、贵重礼品，最后走向腐败堕落的
深渊。 红包礼金往往是腐败滋生链
的起点，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如果抱
有侥幸心理， 没有防微杜渐的强烈
意识，不能始终坚守纪法底线，就会
在温水煮青蛙中蜕化变质。 广大党

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务必要引以为
戒， 严格自律， 主动对红包礼金说
“不”，坚决抵制收礼送礼陋习。

通报强调，当前，省委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以严
禁违规收送红包礼金为抓手， 部署
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 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切
实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认
真对2018年4月20日省委“约法三章”
以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情况
进行“回头看”，对违规收送红包礼金
等顽瘴痼疾进行一次“大清理”“大整
改”，推动专项整治取得实效。各级党
组织主要负责人要在抵制歪风邪气
上发挥“头雁效应”，带头对个人是否
存在违规收送红包礼金问题在民主
生活会上说清楚。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要按照省纪委《关于撤销廉政账户严
禁违规收送红包礼金的通知》 要求，
及时撤销廉政账户，紧盯关键少数和
重要节点，加强监督检查，对顶风收
受红包礼金的， 一律先免职后处理。
同时，深入整治违规公款吃喝、变相
公款旅游、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等
突出问题， 继续把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作为审查调查重
点，对隐形变异“四风”问题深挖细
查、绝不放过，坚决防止“四风”反弹
回潮， 以专项整治的成效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省纪委省监委通报4起
省管干部违规收受红包礼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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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8月5日早上6时许，衡东县大浦
镇青鸦村党总支书记、 清雅田园生
态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邓文彬起
了床，他匆匆用过早餐后，便组织该
村第16组和11组的贫困村民汪太
娥、黄士秀等10多人，头戴草帽、肩
扛锄头，结伴来到该村9组虎形山生
态脆枣基地除草、浇水。

这片枣树林， 枣树高1米左右，
枝头已挂着拇指大小的青果， 枝条
随风摇曳，婀娜多姿。邓文彬边观察
枣树长势边告诉记者，目前，村里拥
有有机脆枣基地200余亩，聘用务工
人员80余人，其中贫困村民50余人，
每天务工费70元。

据了解，几年前，青鸦村是全县
有名的“软弱涣散”村。该村土地贫
瘠，大部分是紫色页岩，产业发展落
后。2014年， 该村被定为省级贫困
村。

“去年初， 村里以党建引领扶
贫，积极探索‘党支部+合作社+贫
困农户’模式，把支部建在扶贫产业
链上，带动村民增收脱贫。”邓文彬
说， 村党总支牵头成立了衡东县清
雅田园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 对贫
困户实行“一户一策”，最大限度激
发贫困户“我要脱贫”的活力。目前，
村里流转土地2000余亩，新造生态
油茶基地300亩、 名优水果采摘园
200余亩、花卉苗圃100多亩，还发
展了黄牛、山黄鸡等养殖业。去年，

村民人均纯收入达1.2万元，村集体
经济收入达到13万元， 成功摘掉了
贫困帽。

“截至去年底，全县33个贫困村
全部出列，5805户贫困户19355人脱
了贫，未脱贫2538户6722人，贫困发
生率降至1.01%。” 衡东县委书记吴
伟生介绍， 为进一步提升全县脱贫
攻坚质量，确保贫困户稳定脱贫，今
年初，衡东县委、县政府受“支部建
在连上”思想启发，探索提出“支部
建在扶贫产业链上” 的产业扶贫模
式，锻造一支扶贫经济铁军，激发贫
困户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实现贫困
户稳定增收。

贫困户要稳定脱贫， 发展产业
是关键。 荩荩（下转2版②）

把支部建在扶贫产业链上
———衡东县探索产业扶贫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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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带领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⑨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重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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