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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尹超

� � � �名片：� � � �
� � � � 刘涛， 1981年出生于慈利县东岳
观镇跑马村， 北大毕业， 先后在乡镇
共青团张家界市委、 团省委、 省委统
战部工作， 三十出头就被任命为临澧
县副县长。 出人意料的是， 正当春风
得意时， 他却辞去副县长职务回乡创
业， 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与
感叹号。
� � � �故事：

6月9日， 雨后放晴， 我们在长沙
湘江水岸一个弥漫着书香的咖啡馆，
如约见到了刘涛。 若还在副县长任
上， 此时他恐怕没有这样清闲。

已过而立之年的刘涛， 看起来比
其实际年龄显得还年轻。 虽有点消
瘦， 但器宇不凡。 “梦想挥之不去，
人生短暂， 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刘涛话语中， 透着一种淡定与自信。

去年12月的一天， 经过深思熟
虑， 刘涛决定放弃仕途， 辞去副县长

职务， 回到老家当起了“农民”。 要
知道， 3年前， 年仅31岁的刘涛走马
上任临澧县副县长时， 曾令多少人羡
慕， 也让一辈子在农村耕种的父母和
乡亲平添了几多荣耀。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近乎疯狂”
的决定， 许多人傻了眼。 慈祥的母亲
听到消息， 一转身， 竟然泪如雨下。
父亲的愤怒、 朋友的劝阻， 也给了刘

涛不小压力。 一连几天， 他没能睡好
觉。 可善解人意、 在长沙一家医院当
医生的妻子却报以理解与温情， 给了
刘涛莫大安慰。

一次， 无官一身轻的刘涛去接儿
子放学回家。 儿子与一个小伙伴的对
话， 让刘涛忍俊不禁。 原来， 儿子的
小伙伴炫耀自己的父亲是局长， 儿子
却说： “这有什么， 我爸爸副县长都
不当了！” 接着， 儿子转身冲着父亲
说： “爸爸， 我好佩服您的！”

“一个人的价值， 不取决于他所
处的位置， 而取决于他努力的方向。”
面对老家大量抛荒的田地， 面对依然
贫穷的父老乡亲， 刘涛选择了回乡创
业。

刘涛回到村里， 通过流转租赁了
100多亩土地， 发起成立了三尚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在当地率先建起了红
心猕猴桃种植示范基地。 从发展规
划、 选择种苗到田间标准化培管， 刘
涛都请来技术专家进行培训指导。 他
认为， 不重视技术不行， 不坚持绿

色、 有机标准更不行。
赋闲在家的村民被刘涛请来务

工， 一天工钱不低于110元， 大伙儿
甭提多高兴。 父亲已接受儿子“辞官
务农” 的选择， 挑起种植基地的大
梁， 每天干劲十足。

刘涛打算， 通过示范， 带动乡亲
们一起发展高品质水果， 并把村里的
乡村旅游做起来。 “等到发展起来
了， 还要给村民们买社保， 将来干不
动了， 每月还可发放生活费。” 他的
心里， 总在为父老乡亲盘算。

虽然从栽种到挂果还需时日， 但
刘涛没闲着。 他正在筹建网上销售平
台， 不仅销售自己的水果， 还销售家
乡的葛根、 腊肉等土特产， 6月底就
可上线。

从无到有， 从一片荒地到硕果累
累， 得一步一步去实现。 刘涛坦言，
他很享受这个过程。

如今， 受刘涛感染， 一位高薪的
学长还有一位同乡的干部， 也准备辞
去现职， 跟着他一起创业。

党员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
数”， 在“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
中， 要突出主题、 聚焦问题， 把
“严” 的要求和“实” 的精神立起
来， 当好引领者、 推动者、 实践
者。

落实问题清单，当好“关键少
数”。“三严三实”要求是一面镜子、
一把标尺。 广大党员干部应经常照
一照、量一量，认真思考、坦诚落实
“修身、用权、律己严不严，谋事、创
业、做人实不实”的问题清单。 要强
化问题导向。 一方面要对照中央
“三个着力解决”的要求，认真查摆
“做人”的问题，一方面要对照既定
的发展目标任务，认真查找“做事”
的差距。 要认真查摆问题。 党的十
八大以来，“不敢” 的问题基本解
决，“不想”“不能” 的问题仍未解
决。 要对照中央要求和群众期待，
对照李黎明、刘真茂、袁贤光等身
边典型，从细处查、从实处找、向深
里剖，把问题找全、找准、找实。 要
深化延展教育。 县里多是科级及以
下干部，我们不仅要在县处级领导
干部中开展好“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还要针对部分单位和干部“歇
歇脚”、“松松劲” 的想法及执行政
策走样、落实任务打折等“最后一
公里”问题，开展“三进三解三促”
活动，纳入专题教育问题清单。

落实研讨清单， 当好“关键
少数”。 必须围绕问题清单， 突出
专题研讨， 真正触及思想灵魂深
处， 使领导干部在思想上、 行动
上更加自觉地践行“三严三实”。
要开展专题学。 着眼于坚定理想
信念、 强化党性观念、 增强实干
精神， 把认真学习马列经典原著、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以及党章和党的纪律规定融入领
导干部经常性学习教育， 组织好

专题党课、 专题学习研讨、 专题
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 把严
和实的要求立起来、 树起来。 要
剖析问题议。 认真查摆存在“不
严不实” 问题的原因， 看一看自
身是否做到爱党、 忧党、 兴党、
护党； 是否做到依法用权、 秉公
用权、 廉洁用权； 是否做到求实
务实、 真抓实干、 敢于担当。 要
联系实际干。 通过深入基层一线，
深入千家万户， 深入田间地头，
深入厂房工地 ， 坚持“农家夜
话”， 对准焦距、 找准穴位、 抓住
要害， 在践行中更加注重解决好
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

落实整改清单， 当好“关键
少数”。 开展“三严三实” 专题教
育是为了解决问题， 要强化整改
落实和立规执纪， 以问题解决检
验专题教育的成效。 要坚持立说
立行， 边整边改。 党员领导干部
作为“关键少数”， 要充分发扬
“钉钉子” 精神， 从群众反映最强
烈的问题改起， 一个一个解决，
一项一项落实， 带头表率、 务实
干事。 要坚持群众评议， 群众满
意。 宜章县既是资源依赖县， 又
是革命老区县； 既是罗霄山片区
扶贫攻坚县， 也是国家级重点生
态功能区， 要在产业转型、 城市
提质、 精准扶贫、 民生保障等方
面下功夫， 破解稳步与快步、 要
务与债务、 生态与心态、 民主与
民生等难题， 继续让群众腰包更
鼓、 获得感更多、 满意度更高。
要坚持建章立制， 常态长效。 把
制度笼子扎紧扎密， 在解决问题
中总结归纳好经验、 好做法， 在
抓常、 抓细、 抓长上下功夫， 推
动“三严三实” 结出制度果实。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吴政清 ） 今天， 省
档案局主办的“纪念抗战胜利70
周年” 档案展， 在湖南生物机电
职院开展， 吸引了众多学生和市
民前来参观。 现场展出了300多份
湖南抗战珍贵档案图片资料， 其
中有10多份属首次公开。 该展览
将持续7天。

据介绍， 此次档案图片资料
展览， 首次系统、 全面地公布了
湖南有关抗战的相关数据。 数据

显示， 在抗战期间， 湖南一次性
伤亡800人以上的惨案多达12次；
全国重大会战22次， 湖南占有量6
次； 日军在华伤亡人数为270万，
其中在湖南伤亡的为29.3万， 占
10.9%。

在档案展上，还公布了验证常
德细菌战的重要佐证———1942年3
月1日《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上刊
登的《湖南常德发现鼠疫经过》一
文，文中记载“十二日有一疑似鼠
疫患者至广德医院求诊。”

听书记上党课

落实三张清单
当好“关键少数”

讲课书记： 宜章县委书记 欧阳锋
讲课时间： 2015年5月29日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档案展开展

展出300多份湖南抗战珍贵资料

副县长辞官当“农民”

6月16日， 社区志愿者在教孩子们包粽子。 当日， 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八角亭社区联合辖区单位中建钢构
一起开展 “‘玩美’ 端午、 秀外 ‘绘粽’” 活动， 邀请辖区1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弟一起参加绘彩蛋、 包粽子， 体验
端午习俗等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刘涛 图/傅汝萍

强迫他人交易
涉嫌犯罪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郭显明 许丹

【处理结果】
杨某所在村新建了工业园， 杨某

等人购买了大货车， 以便承包园区运
输业务。 因园区某厂已将运输业务承
包给了彭某， 杨某便邀约同村购买了
大货车的车主多次阻碍彭某车队运
输。 日前， 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
院以涉嫌强迫交易罪对杨某作出批准
逮捕决定。

【案情回放】
2015年3月中旬， 杨某等与所在

村工业园某厂及该厂货物承运商彭某
协商， 要求分运部分货物， 未果。 杨
某便邀约10余村民围堵彭某运输车
辆， 以达到参与运输业务目的。 杨某
等人阻工给彭某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0多元。

【检察官说法】
该案办案检察官许丹说， 《刑

法》 第226条规定， 以暴力、 威胁手
段强买强卖商品、 强迫他人提供服务
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 情节严重
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温馨提示】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平

等协商、 自愿选择的基础上。 强揽工
程， 必受法律惩处。

以案说法
主持人：何淼玲
邮箱：1057831086@qq.com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欧旭敏 李婵 ）今天，郴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
湖南省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刘岳辉
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
案。

去年5月， 湖南省纪委对刘岳辉
涉嫌违纪问题立案调查。 去年8月25
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刘岳辉

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 今年5月10
日，刘岳辉被郴州市检察机关以涉嫌
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提起公
诉。

公诉机关指控， 被告人刘岳辉任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助理巡视员、
副主任、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期
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贿赂共计6120593.44元 。

1996年至 2014年 5月 9日 ， 尚 有
739.9083万元人民币、5.9万元港币、
4000美元、4000欧元无法说明来源。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岳辉的财产、
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 差额特别
巨大，且无法说明来源，构成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罪，应当以受贿罪、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庭近期将择日宣判。

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刘岳辉受贿案一审开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