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双拥模范城（县）
长沙市 常德市 怀化市 湘潭市

邵阳市 株洲市 衡阳市 娄底市

永州市 郴州市 张家界市 会同县

长沙县 嘉禾县 韶山市 绥宁县

涟源市 耒阳市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宁乡市 东安县 龙山县 安化县

炎陵县 石门县 洞口县 衡山县

新宁县 慈利县 通道侗族自治县

宜章县 澧 县 永顺县 汨罗市

南 县 新田县 衡东县 凤凰县

二、双拥模范单位
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张家界市教育局

郴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江新区

分行营业部

长沙市芙蓉区韭菜园街道军区社区

浏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株洲市烈士纪念园管理处

中国建设银行株洲市分行

湘潭市爱国拥军促进会

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衡阳市公安局

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

耒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城步苗族自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绥宁县乐安铺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

岳阳市君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汨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常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益阳市公安局

怀化市教育局

怀化市会同县教育局

娄底市财政局

湘西自治州永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湖南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处

中国人民解放军96831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91954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92665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32566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96603部队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一医院

湖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高炮团

湖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第三团

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系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研究所

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军事法院第二审判庭

湖南省军区综合训练队

衡东县人民武装部

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武装部

新化县人民武装部

安化县人民武装部

会同县人民武装部

炎陵县人民武装部

郴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

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武装部

凤凰县人民武装部

绥宁县人民武装部

武警湖南总队长沙支队执勤五大队望城中队

武警湖南总队株洲支队执勤三大队炎陵中队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第七支队三大队

三、双拥模范个人
汤瑞仁 侯平拥 陈金莲 邹春林

李建波 蒋 彬 文 波 张 彦

刘 杰 李 雪 尹 硕 侯伟国

丁敬军 游志刚 彭 冲 陈 涛

尹夏生 蒋建华 蒋旭玲 田 莉

刘承锋 邹 华 向 辉 谢 永

贺 理 郭恒春 邹 鹏 王 飞

马辉勇 任中波 冯向兵 周丰林

王 鑫 刘长庚 杨彦青 胡 峰

袁 超 张运年 杨泽军 陈景华

陈 显 尹海军 龚细军 谭龙辉

毛程丙 余 放 姚运飞 李国栋

马吉振 何日峰

关于对拟推荐第十一届全国和拟命名表彰第十届省双拥模范城（县）、模范单位和个人的公示
根据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以及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有关要求，经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研

究，报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初审，现将拟推荐的第十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城（县）、模范单位和个人，以及拟命名表彰的第十届省双拥模范城（县）、模范单位和个人进行公示。如有不同意见，请于2020年7月23日至7月29日
18：00时前以电话、传真、信函等形式反映（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 电话：0731-85832922 85832948 传真：0731-85832922 地址：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一路491号

湖南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7月23日

拟推荐第十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城（县）、模范单位和个人名单
一、双拥模范城（县）
长沙市 常德市 怀化市 湘潭市 邵阳市 株洲市

衡阳市 娄底市 会同县 长沙县 嘉禾县 韶山市

二、爱国拥军模范单位
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三、爱国拥军模范个人
汤瑞仁 湖南韶山毛家饭店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

侯平拥 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

拟命名表彰第十届省双拥模范城（县）、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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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廖远哲

【新田速览】
新田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2019

年脱贫。近年来，新田县推出“一村一
清单”工作机制，制定乡村小微权力
清单，界定实施主体权力边界，做到

“清单之外再无权力”。

【现场目击】
“现在承接工程，再也不用担心

村干部巧立名目吃、拿、卡、要了，真
心感谢镇纪委为我们撑腰。”近日，在
新田县门楼下瑶族乡高岱源村活动
中心招投标现场，村民谭成生深有感
触地说。

事情还得从2017年3月说起。当
时，该乡竹林坪村实施绿化、亮化工
程，通过招投标，谭成生承接到了一
个绿化工程、两个亮化工程，合计26
万元工程款。当谭成生着手准备动工
时，没想到，时任村两委干部却要求
他必须先交 3.1 万元管理费。无奈之
下，谭成生只好预先付给村两委 1.5
万元管理费，剩下的 1.6 万元则写下
欠条。

2018年，为规范村级小微权力，
新田县推出“一村一清单”工作机制。
县纪委监委督促乡镇党委、镇政府牵
头负责，全面梳理村级权力事项，重
点围绕村级“三重一大”事项、“三资”
管理、工程建设、低保救助、涉农补贴
资金发放、土地征收、宅基地审批等，

梳理出村级事务工作事项、村级基层
党务工作事项、便民服务工作事项三
大类事项的 30 余项小微权力，制定
乡村小微权力清单，界定实施主体权
力边界，做到“清单之外再无权力”。

按照“一村一清单”要求，2019
年初，门楼下瑶族乡各村公示了小微
权力运行图。谭成生仔细阅读公示的
各项小微权力，“怎么没发现有村干
部代收管理费这一说法？”带着疑问，
他走进了乡纪委书记唐健美的办公
室。随后，竹林坪村时任村两委干部
收取管理费的事浮出水面，几名村干
部被立案查处，乡纪委将收缴的管理
费如数退还给谭成生。

在“一村一清单”的框架下，各乡
镇还通过晒财务、晒项目、晒资金等，

把权力晒在阳光下，接受监督。各村
还建立了村务监督微信群，通过上传
图片、播放视频等方式定期在群里晒
村务，实现了村务公开数字化、影像
化、移动化，便于村民及时了解和监
督。

今年以来，全县各村村民和“村
监会”按照清单监督村级事项 1729
件，解决事项1681件，审核村级财务
支出 2958 万元，拒付不合理开支
11.8 万元；对 3024 个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清产核资，清查核实集体资产
8.3492亿元、集体土地面积139.3636
万亩。同时，县乡两级纪委照单监督，
共摸排出扶贫领域问题线索401个，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58 人，组织处理
290人，移送司法机关6人。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见习记者 梁可庭 通讯员 廖远哲

【新晃速览】
今年以来，新晃侗族自治县探索

建立联合督查工作制度，要求各职能
部门业务监督“搭桥”县纪委监委“监
督日”机制，按照“一支队伍、一次督
查，每月一次、全面覆盖”的要求，开
展多部门“组团式”督查，避免重复监
督、多头监督，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现场目击】
7月上旬，新晃鱼市镇纪委书记邹

翠香的办公桌上，一份全镇6月联合督
查问题清单汇总表新鲜出炉，10个村
在脱贫攻坚、防汛抗灾等6项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分门别类，一目了然。

“镇有关部门组建一支队伍，每
个村一个月内只监督一次，却完成了
6项督查任务，上个月还是头一回。”
邹翠香说。

今年5月，鱼市镇纪委干部在入
村开展“监督日”工作时，不少村干部
反映，“各部门能不能组成联合督查
组，每个月只检查一次？”鱼市镇前锋
联合村村主任陈光汉坦言，今年以
来，从疫情防控、春耕生产到脱贫攻
坚、防汛抗灾等，村干部忙得像个陀
螺，如果还要迎接各种督查检查，确
实浪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镇纪委立即向镇党委汇报基层
意见，并提出整合监督事项、实行联
合督查的建议。经镇党委研究决定，
从 6 月起，每月由镇党委牵头、镇纪
委统筹，探索实行镇属机关多部门联

合督查制度。
“我们要求在每月15日前，各业

务部门列出监督清单，交由镇纪委审
核汇总，对内容不明确、操作性不强、
可督查可不督查的项目进行剔除，并
提交镇党委审定。”邹翠香介绍，确定
当月需要督查的事项后，由镇纪委从
各部门抽调精干力量组建联合督查
组，按照每个村“每月一次、每次一
天”的频率，实现对全镇10个村的监
督一次全覆盖。督查中，发现问题现
场交办，并明确整改时间。所有问题
均建立汇总清单，实时跟踪、销号管
理，严防“一督了之”。

记者在汇总表上看到，6月，全镇
共联合督查了10个村的党建、脱贫攻
坚、疫情防控、防汛抗灾、安全生产、农
业6项工作，共发现49类问题。

“之后，我们会下发督查通报，深
入分析、总结工作中的经验和不足，
并推荐有关村组的特色亮点工作，鼓
励其他村组学习借鉴。”邹翠香说，督
查绝不仅仅是“找茬”，更要善于发现
亮点，促进工作、提高实效。

尽管还只试行了一次，减负效果
已初步显现。陈光汉高兴地告诉记
者：“上个月只准备了一次检查，大家
把精力放在各项工作和为村民解决
具体问题上，效率高出不少。”

目前，新晃已在全县推广“一支
队伍、一次督查”模式。县纪委副书
记、监委副主任吴泽洪表示，通过分
类监督、精准监督，坚决防治扶贫领
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切实
为基层减负，把更多精力用在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上。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李皓洋

“大家都很年轻，以后是反腐正风的主
力，一定要筑牢理想信念，管好自己……”7月
20日，怀化市纪委监委某专案组临时党支
部书记何伟在支部学习会上对大家说。

根据省纪委监委通报的典型案例，该
支部就如何加强互相监督、加强党性修养、
遵守办案纪律以及提高保密意识等进行学
习讨论，并提出要求。

坚持审查调查、巡察开展到哪里，党的
建设就推进覆盖到哪里，怀化将党支部建
在审查调查、巡察和专项工作等阶段性工
作组之上，使党建和业务工作紧密融合，在
监督执纪执法一线构筑起坚强的战斗堡
垒。

办案一线的“定盘星”

怀化市纪委监委在抓好机关党建的同
时，突出抓好审查调查、巡察、专项工作等
阶段性、临时性工作党的建设。工作时间达
1个月以上的，要求与临时工作组同步成立
党组织，有效堵塞原单位党组织管不到、临
时工作组无人管的漏洞。

翻开2018年4月印发的《怀化纪委监
委临时党支部管理办法》，发现临时党支部
有组织临时工作组的党员开展政策理论学
习、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监督管理党员等职
能。

6 月 22 日，怀化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
批复某专案组临时党支部成立。当日，该支
部召开党员大会，10名党员集体重温入党
誓词，学习了党章、办案纪律、保密要求等，
人人签订了保密承诺。

同时，与会党员结合前期初核、外调掌
握的情况，人人发言，集思广益调整审查调
查方向。

“按照既定的方向，这些天我们获取了
一批有价值的证据，审查调查进展顺利。”7月
16日，该案临时党支部书记张凡介绍，党组
织在审查调查中发挥了“定盘星”作用。

据了解，从2018年4月以来，怀化市纪
委监委、巡察机构先后成立临时党支部38
个，为审查调查、巡察等工作起到了把脉定
向的作用。

实战练兵的“英雄会”

审查调查、巡察等工作涉及财务、招投
标、党建、意识形态等各行各业的专业知
识，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和工作方法才能
将案件查深查透，才能精准发现问题。临时
党支部坚持问题导向、以老带新，采取传帮
带等多种方式提升业务素质。

去年4月，怀化农商行原党委书记、董事
长杨小峰，怀化市鹤城区信用联社原理事长蒋
明及其妻子蒋某某因严重违纪违法被留置。

当时参与办案的人员缺乏金融领域工
作经验，临时党支部书记、怀化市纪委常
委、市监委委员李金海每天组织学习金融
知识，讨论遇到的业务问题，完善了相关证
据，最后顺利办结案件。

怀化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激扬
介绍，把临时党支部转化成实战练兵和学
习互助的平台，通过集中学习党中央和中
央纪委相关精神，多次开展案情讨论、证据
分析、定性研判等学习交流、集中讨论，让
每个专案组、巡察组成员深入剖析，发表观
点，锻炼思维和表达能力，努力提高监督执
纪业务水平，取得了补充调查率下降、案件
质量提高的效果。

攻坚克难的“尖刀连”

去年 7 月 10 日，怀化市委派出 5 个专
项巡察组，分成11个小组，对沅陵、辰溪等
10个县（区）和9个市直相关部门开展污染
防治专项巡察。

当时正值酷暑，为了确保在30天内完
成巡察，各巡察组临时党支部进行动员，还
分别就近到通道转兵纪念馆、粟裕纪念馆、
向警予纪念馆等教育基地，组织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激发党员干部工作积极性。

巡视会同、靖州、通道3县的怀化市委
巡察第五组黄生迟、李凯、颜丁来3名党员，
因连日高温相继中暑，开车的司机也因身
体吃不消换了三茬。但他们坚持不下火线，
早出晚归深入矿山、砖瓦厂等现场查看，保
质保量完成了巡察任务。

怀化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负责人介
绍，执纪审查工作强度大、时间争分夺秒，
必须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临
时党支部打造成攻坚克难的“尖刀连”。

湖南日报7月22日讯（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段旖亮 实习生 易智慧）“突击组
投掷爆震弹、烟雾弹，索降组配合突入房
间，迅速以迅猛的战斗动作和精确的火力，
击毙嫌疑人，成功解救人质……”今天上
午，长沙公安在浏阳市大围山组织开展特
巡警拉动演练。

演练中，长沙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等
单位共出动300余名警力、70余台特种车
辆，开展了跨区域战时拉动、战时功能区搭
建、特巡警支队综合实战演练、战地餐饮保
障等多个实战科目训练。此外，特警队员还

完成了警棍盾牌操、防暴队形演练、现场盘
查演练、车辆查缉处置演练、个人极端事件
处置演练及反劫持人质事件处置演练等多
个实战科目现场演示。

“此次演练以实战需求为导向，目的在
于全面提升长沙公安特巡警综合能力，完
善各类应急处突预案，着力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长沙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将进一步推动训练演练工作常态化、
科学化、规范化，让公安特巡警切实担负起

“街面守控第一道防线、现场处置最后一道
防线”的重要使命。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陈卓韬 陈雨航

“吃了一餐饭，没想到挨了个处
分，请大家以我为戒，‘八小时’以外
也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7月17
日，永州市冷水滩区梧桐街道办事处
召开警示教育大会，该街道办事处市
场管理所工作人员桂某悔恨不已。

事情要从一桌饭说起。
5 月 9 日，区纪委监委信访室收

到一封匿名举报信，反映“冷水滩干

部工作期间大吃大喝，喝的酒都是没
有品牌的高级酒”，并发来一张照片。
照片中，一名身着蓝色制服的男子在
一个大包厢与多人聚餐喝酒。

信访室工作人员逐一向统一配
发类似制服的执法单位询问，最终确
认照片中的制服男子为桂某。

经查，4 月 28 日（星期二）傍晚，
梧桐街道办事处市场管理所所长杨
某科请其亲戚约 20 人，在区政府附
近的饭店搞家庭聚餐。临近下班，杨
某科顺便邀请了桂某、肖某明、周某

贵、周某楚 4 名同事一起用餐，桂某
未换衣服便直接穿着制服去就餐。当
晚聚餐共点菜27 个，自费结账1100
元，没有海鲜野味及高档酒水。

一次平常的聚会，怎么会有喝酒
的照片？

原来，杨某科经营鲜榨啤酒生
意的侄儿欧阳某，带去了 4 瓶 2 斤
装的鲜榨水果啤酒，每瓶价格约 20
元。在欧阳某的推荐下，桂某及肖某
明、周某贵将水果啤酒一饮而尽。为
了宣传自家啤酒，席间，欧阳某将聚

餐喝酒场景拍了照片发至朋友圈。
就这样，身着制服饮酒的图片，

迅速在朋友圈传播。
纪律作风无小事。桂某、周某贵、

肖某明身为国家公职人员在工作日饮
酒，且桂某着工作制服在公共场所饮
酒，此行为已构成违纪。7月8日，周某
贵、肖某明受到诫勉谈话处理，桂某受
到行政警告处分。用餐过程中，杨某科
没有制止下属饮酒，被予以谈话提醒。

“一身制服代表了党和政府的形
象，同时也是公权力的象征。必须从
细处入手，向实处着力，持续加大监
督执纪问责力度。”冷水滩区纪委监
委负责人表示。

湖南日报7月22日讯（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杨柏松 刘帅）“灌装煤气换天然
气，做饭洗澡方便多了。”住在宁乡市城郊
街道沩丰安置区的高科良家日前换上了天
然气，一家人很快感受到舒适与便捷。近段
时间，这个老旧小区大部分居民装上了天
然气，这主要归功于今年 4 月新上任的网
格员贺新亮。

“刚上任时，通过走访摸排，发现大家
对安装天然气的呼声很高。但一部分居民
因不愿承担安装费用，整个小区多年来一
直用着灌装煤气。”贺新亮一方面与燃气公
司协调，一方面与居民积极交流，10多天收
到54户安装费用共计20余万元。因要在居

民墙上布管道，路面进行破土，不安装燃气
的居民意见较大。贺新亮又和沩丰社区党
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多次上门，与户主面
对面沟通，并召开户主大会，最终将矛盾化
解，于7月8日启动燃气安装。如今，小区管
道已铺设到每家每户。

据悉，城郊街道将辖区10个村（社区）
划分为54个网格，整合党建、精准扶贫、环
境保护、民生保障、控建拆违、安全生产、食
品安全、社会治理、卫生计生、环卫保洁、新
时代文明实践等服务职能，建立网格管理
中心。目前，城郊街道网格摸排出各类问题
275个，已有253个得到解决，实现“琐事不
出网格，小事不出社区”。

怀化在审查调查、巡察等阶段性工作中建立临时
党支部——

让党旗在从严治党一线高高飘扬

长沙公安开展特巡警拉动演练

“琐事不出网格，小事不出社区”

宁乡城郊街道小网格发挥大作用

新田：“一村一清单”规范小微权力

新晃：“组团式”督查为基层减负

朋友圈晒酒露馅，公职人员挨处分

莲花池里
听“廉”意

7月 21日，隆回县纪
委监委工作人员在桃花坪
街道小水塘村走访群众，听
取群众对“廉洁村居”建设
的意见和建议。去年以来，
该县纪委监委深入推进基
层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小微
权力运行监督、村级巡察、
基层清廉文化阵地建设等

“全覆盖”，促进基层治理体
系更完善，基层政治生态更
健康，为决胜全面小康、决
战脱贫攻坚营造良好的党
风、政风、村风、民风。

王昆 王觉夫 摄影报道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护航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