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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乔伊
蕾 通讯员 郑亚邦 ）中央“八项规
定”颁布以来，全省共查处违反作
风建设规定的典型问题6464起，处
理8153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726人， 省纪委先后6次共对40起
违反作风建设规定的典型问题进
行了通报。 今天，省纪委又通过媒
体向社会通报了10起违反作风建
设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

这10起典型问题分别是：常德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公款旅游、违规
发放津补贴，局党组书记、局长刘
忠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机关党
委书记蔡学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办事处

社会事务办副主任连丹、社会事务
办专干张宇索、 计生办专干刘小
玲、计生办专干彭娟娟上班期间聚
众打“带彩”麻将，4人均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行政记过处分；慈利县
公路管理局原党委副书记、局长丁
维生公款送礼， 受到开除党籍处
分；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医保局局
长卢翔志周末公车私用，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古丈县委台湾工作
办公室主任、县人民政府台湾事务
办公室主任向东上班时间在办公
室上网玩游戏， 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岳阳市岳阳楼区交通建设局副
局长许峰违规操办升学宴，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安乡县教育局纪

委书记、副局长万超华违规操办婚
宴， 在县纪委约谈后依旧不予整
改，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
免去职务；茶陵县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执法大队二中队副队长周学
平设赌抽取“水资”非法获利，受到
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湘乡市
交通局壶天交管站站长傅杰锋驾
驶执法车回老家过中秋节、送外甥
上学，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并被免
去职务； 安化县马路镇中
心卫生院组织干部职工分
3批去北京旅游，违规使用
工会经费列支旅游费用，
该院院长邓晖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

通报强调， 元旦、 春节临近，
“四风”问题容易反弹，各级各部门
必须切实加强监督检查，抓常抓细
抓长， 推动作风建设形成新常态。
要紧盯“四风”新特点、新动向，强
化执纪监督，加大问责力度，推进
作风建设落地生根。 要严格责任追
究，对顶风违纪者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绝不姑息，并对典型案件及
时通报曝光。

上班竟然打麻将
省纪委再通报10起违反作风规定案例

(紧接1版①)结合履职实际，省政协
党组班子查找出以下4方面主要问
题。

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
一是对科学确定征求意见的范围
研究得不深，把握得不够准；二是
征求到的意见进行科学分析和甄
别做得不够好；三是党组会、主席
会议的一些环节还有待进一步改
进；四是如何把大家的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组决策部署上来重视得
不够，统一思想、增进共识、形成合
力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好。

在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
律、廉政纪律方面：一是班子与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严守党的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和廉政纪律，但严格
执行中央对高级领导干部的要求
自觉性还不够强；二是在开展批评
上抛不开面子， 缺乏敢于碰硬、敢
于交锋的精神；三是有些党组成员
参加支部生活会还不够经常。

在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反对
“四风”方面：一是对反“四风”没有
从思想上建立起高度的自觉性、坚
定性和主动性，一定程度上满足于
达标的心态，对党风廉政建设各项
制度的落实情况还没有建立常态
化的监督检查机制；二是深入界别
群众了解实情的广度和深度还不
够；三是对基层政协履行职能的指
导还不够；四是会议较多，存在安
排欠科学、效率不够高的问题。

在履职尽责、 攻坚克难方面：
一是遇到困难有畏难情绪，有时存
在工作懈怠、松劲的现象；二是对
贯彻落实省委转发的《政协湖南省
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的规定（试行）》督促、检
查、落实的力度不够；三是部分党
组成员对发挥界别作用、推进界别
工作重视不够；四是充分发挥驻湘
全国政协委员作用方面工作力度
不够；五是对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发挥积极作用的平台搭建工作还
不够；六是对政协理论研究、政协
宣传工作重视不足。

针对这些问题，省政协党组班
子深刻剖析了问题产生的根源，有
针对性地提出了努力方向及改进
措施。

随后， 陈求发带头进行个人对
照检查，深刻开展自我批评，并虚心
接受其他班子成员提出的批评意
见， 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和改进
措施。 其他班子成员逐个进行了个
人对照检查， 进行了推心置腹的相
互批评。大家坚持以事业为重、以大
局为重，有缺点讲缺点，有问题说问
题，讲党性不讲面子，讲原则不讲关
系，讲真话不讲套话，批评者直言不
讳，被批评者心悦诚服。

“这次民主生活会是一个新的
起点，关键是要落实好民主生活会
的成果。 ”陈求发作表态讲话时指
出， 要把从严治党责任承担好、落

实好，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
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坚持
思想教育和制度治党相结合，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 坚持从严管理干
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 要花更大
工夫、 下更大力气抓整改工作，省
政协党组班子要针对群众反映的
问题和民主生活会上查摆出来的
问题，逐个进行研究，明确整改重
点，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方案和措
施， 明确责任分工和完成时限，列
出清单、建立台账，解决一个销号
一个。 要接受群众监督，把整改方
案和个人整改措施，在一定范围内
公布，整改过程让群众监督，整改
效果让群众评判。 要以过硬的作风
推进省政协履职为民的工作，为湖
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发挥好政协
作用，作出应有贡献。

省纪委、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
人到会指导。

(紧接1版②)为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
势，长沙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项目
建设为抓手，全力支持上海大众、蓝思
科技、住友橡胶、广汽菲亚特、广汽三
菱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建成投产 。
2014年， 全县工业经济实现税收67.8
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达32.72%，
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达48.28%，工
业经济仍占财政收入的主导地位。

长沙县坚持两型引领，多点支撑的
产业格局初步形成。 2014年，地方财政
收入占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3%
以上，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近2个百分点；
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达87.38%。

在收入节节攀升的同时，长沙县始
终坚持将新增财力的80%以上用于民生
支出。 2014年， 该县用于民生支出达
80.55亿元，占公共财政支出的78.2%。

12 月
30日，嘉禾
县普满乡
中心洞村，
浓浓的晨
雾中，村民
在翻耕田
土，构成一
幅美丽的
农耕图。
黄春涛 摄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罗创 ）今天上午，中国农工民主
党湖南省委员会七届四次全会在长沙
召开。 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农工党湖南
省委主委龚建明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2014年， 农工党湖南省委带领全
省各级农工党组织和党员上下一心，
大力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思想宣传、
组织发展、 社会服务和机关建设等方
面取得新的进步。

其中， 在参政议政方面， 在全国
“两会”上提交提案、建议23件，在省
“两会”提交提案、建议47件，在各市
“两会”上提交提案、建议711件，促进
了民主科学决策。 全省各级组织全年
完成调研报告78篇， 农工党湖南省委
和长沙、张家界、株洲、怀化、益阳等农
工党市委密切配合， 对接农工党中央
“卫生立法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

大考察调研活动， 开展同步调研并形
成调研报告，受到有关方面高度评价。

在社会服务方面， 全省农工党组
织争取社会帮扶资金2350余万元，其
中支持平江社会服务基地物资共计
1920万元，为武陵山区“一家一”助学
就业项目多方筹集助学资金， 仅农工
党省委就联合农工党中央文体委募集
资金70余万元， 开办了2个农工助学
班。 全省各级农工党组织还充分发挥
特色和优势，开展义诊、送药活动130
余次，惠及全省3万余人次。

龚建明指出，2015年，农工党湖南
省委将聚焦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全面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以改革
思维、创新思维、务实举措推进履职能
力建设，为建设“四个湖南”、促进“三
量齐升”、推进“四化两型”贡献智慧和
力量。

农工党湖南省委召开七届四次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