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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 日，在衡阳市珠晖区东阳渡
街道的眼镜小镇项目基地，华胜眼镜公司
正忙着投产前的准备事宜。该项目于今年
5 月签订合作意向，6 月底厂房装修，9 月
份多家企业设备入场，速度之快引得客商
广泛称赞。

“项目落地推进有力，和衡阳市锻造
‘最强执行力’密不可分。 ”华胜眼镜负责
人吴明辉表示，近年来，衡阳投资环境越
来越好、干事创业氛围越来越浓，促使他
作出返乡再创业的决定。

一座城市，领导班子与党员干部的姿
态如何、干劲如何，直接决定了其对外形
象如何。

近年来，衡阳市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纵
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既保持正风肃纪反
腐高压态势，又营造正气充盈、干劲十足的
政治生态，展现出新时代衡阳风清气正、蓄
势远航的蓬勃气象。

10 月 9 日，省委书记杜家毫来到
衡阳，参加衡阳市委常委班子“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集中学习研
讨， 调研指导全省第二批主题教育工
作。当天，他充分肯定衡阳市主题教育
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并嘱咐大家要牢
牢把握理论武装这个根本任务， 一体
推进四项重点措施走深走实， 以群众
的获得感体现主题教育的“含金量”。

今年 9 月以来， 衡阳市以参观革
命遗址、聆听红色故事、开展读书班和
主题党课等形式， 全面推进“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要通过主题教育，推动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并以
此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
衡阳市委书记郑建新表示， 抓好主题
教育关键在始终坚持“守初心、 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

“注重开门搞教育，将抓好主题教
育作为解决实际问题和发展瓶颈的有
力抓手，把开展主题教育同抓项目、引
企业、促转型、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等各项工作结合起来。”衡阳市委副书
记、市长邓群策介绍，目前该市已全面

掀起主题教育热潮。
衡阳市还依托自身丰富的红色资

源，突出做好“红色教育”工作。组织专
人专班深入爱教基地、 革命遗址或革
命烈士后人家中，再经史料核实、内容
核对、细节把关等，重点挖掘打磨了夏
明翰从容就义留下“杀了夏明翰，还有
后来人”绝笔诗、罗荣桓重病期间仍将
唯一的一碗甲鱼汤让给群众、 耿飚巧
用“调虎离山”计冒着生命危险接送枪
支等 10 个经典故事， 作为主题教育

重点学习内容之一。
衡阳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该市正实施“重点挖掘 10 个
经典红色故事、培育 100 名专职讲解
员、 吸收 1000 名兼职讲解员、 讲好
10000 场次红色故事会” 的“十百千
万”计划，推动红色故事深入人心，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传承红色基
因中牢记初心使命、展现担当作为。

主题教育强信仰

“今年基层干部大‘减负’，镇里
除了几个‘一票否决’，大部分‘责任
状’都取消了，镇一级干部出席的各
类会议也下降了 50%， 大家有更多
时间去处理日常事务。 ”衡南县三塘
镇镇长欧小江对整治“两个主义”成
效变化深有感触。

去年来， 衡阳市围绕锻造干部
“最强执行力”，扎实开展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专项整治， 重点整治弄虚
作假、虚报浮夸、不担当不作为、重
痕迹不重实效等突出问题。 今年上
半年，全市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 68 件，处理 137 人。

“减负”不仅没有减掉责任，反
而让干部精气神、 积极性和执行力
都大幅提升，有力推动“产业项目建
设年”“基础设施补短板年”“最多跑
一次”改革等工作落地落实。

“我去年从外地返乡创业，仅 3
天，园区就帮我办好了营业执照。 ”
去年 8 月入驻衡阳高新区的湖南白
绿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万威
告诉笔者， 园区经常把工作做在前
面， 不仅提供了许多代办、 帮办服
务， 还为其量身打造了一系列创业
培训，让公司超预期发展壮大起来。

衡阳市还提出以“最强执行力”
打造“最优营商环境”的目标，全面
落实优化营商环境“20 条”等政策，
持续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最多
跑一次” 改革等， 不断优化办事流
程、提高工作效率，科学配置人才、
用工、土地、能源、信贷等生产要素
和资源， 持续推动企业综合营商成
本降低。 去年底，衡阳“营造良好环
境、承接产业转移”经验获国务院通
报表扬。

为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
业的热情， 该市把从严管理干部和
正向激励干部结合起来， 出台评比
和奖励政策，鼓励干部争先创优、谋
事想事。

在今年 7 月出台的《中共衡阳
市委、 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以最强
执行力建设最美地级市的意见》中，
该市提出将进一步紧扣发展抓好干
部能力培训，持续推动“人才新政”
“1+X”政策体系落地见效，为打造最
美地级市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也让
真正想干事、 能干事的干部人尽其
用、有所作为。

“带队到加油点开展环保执法检查，接
受加油点人员的宴请， 到该加油点处理罚
款，收受 200 元的免费加油卡和一包香烟。 ”
今年 7 月，耒阳市纪委监委严肃查处了该市
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第十一中队原中队长
陈某“吃拿卡要”问题，给予其党内严重警
告、撤职处分。

近年来， 衡阳市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工
作，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正风肃纪、惩腐肃
贪。

开展利用领导干部职权或职务影响“提
篮子”问题专项治理，努力构建“亲”“清”新
型政商关系；出台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监
督办法，领导干部监督从“工作圈”向“社交
圈”“生活圈”“家庭圈”拓展和延伸；开出“禁
酒令”“禁赌令”“禁毒令”“拒收红包礼金承
诺书”等良方，以钉钉子精神打好作风建设
持久战……

衡阳市还综合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
小，防微杜渐。 十八大以来，该市共运用“四
种形态”处理党员干部 15148 人次，其中第
一、二种形态占比 80.3� %，第三种形态占比
16.4� %，第四种形态占比 3.3%，稳步实现了
从管住极少数到管住大多数的转变。

去年来， 衡阳市又结合纪检监察体制改
革契机，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
巡察监督“四个全覆盖”，将惩腐肃贪的发条
越拧越紧。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衡阳还在做好纪律
审查“后半篇文章”下大功夫。

在衡阳市有一座近 2 万平方米的特殊公
园，进入公园映入眼帘的是一座警钟楼，寓意

“警钟长鸣”。“这是国内首座廉政文化雕塑
园，免费向市民开放，为营造浓厚的廉洁教育
氛围起到了很大作用。”衡阳市纪委监委负责
人介绍， 该市还推出了“拍摄一部警示教育
片、 编印一本忏悔录、 召开一个警示教育大
会、开展一次专项督查、制定一张问题清单、
出台一份整改方案、 完善一批工作制度”的

“七个一”警示教育活动，结合廉政讲座、观看
廉政教育片、党纪法规知识抢答赛、廉政微电
影评比展播等，起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规
范一方”的作用。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人和，人和则业兴。
2018 年，衡阳市地区生产总值达 3176 亿元，
现在衡阳一天创造的财富量已经是 1952 年
全年总量的 2.7 倍。 今年前三季度， 衡阳市
GDP 增速达 8.5%，居全省第一。

彰显新时代新作为新担当

衡阳市委常委班子在夏明翰故居重温入党誓词、缅怀革命先烈、聆听党课，以革命传统教育形式拉开衡阳市“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帷幕。 成俊峰 摄

常宁水口山是无产
阶级革命家耿飚的革命
生涯“第一站”。 图为常
宁市水口山工人运动陈
列馆。 周厚君 摄

衡阳廉政文化园。 成俊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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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最强执行力”
涵养干事创业新生态

正风肃纪促发展
书写全面从严治党新答卷

湘南学联是五四运动时期领导湘南
地区反帝反封建爱国学生运动的总部，今
年是其成立 100 周年。图为衡阳市湘南学
联纪念馆里，讲解员为市民讲述当年的烽
火岁月。 唐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