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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红专

严以律己是 “三严三实 ” 的
重要内容 。 对领导干部而言 ， 律
己关键靠自觉 ， 必须切实在严以
律己上走在前头、 当好表率。

一 、 注重在思想上筑牢律己
防线 。 政治上的坚定来自于理论
上的清醒 ， 行动上的坚定来自于
思想上的自觉 。 思想防线是第一
道防线 ， 只有首先从思想上严起
来 ， 自律才能落到实处 、 见到实
效 。 一是要强化理想信念 。 加强
党的理想信念 、 宗旨意识 、 党纪
党风教育 ， 学深弄透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党史 、 党章 ，
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 ， 补足精神
之 “钙 ” ， 点亮理想之光 ， 拧紧
“总开关 ”。 二是要严守党的政治
纪律。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自觉遵守党章 、 党的纪律 、 法律
以及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
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 确保中央、

省委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 。 三
是要践行党的宗旨 。 树立赤诚的
为民情怀 ， 站稳群众立场 ， 增进
群众感情 ， 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
推动发展、 干事创业的第一标准、
第一导向。

二 、 注重在工作上把住律己
红线 。 要强化法治思维 。 牢固树
立宪法法律至上 、 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 、 权由法定 、 权依法使等基
本法治观念， 从根本上破除人治、
官本位和特权思想 ， 做到心中高
悬法律的明镜 、 手中紧握法律的
戒尺、 行为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
看问题 、 作决策 、 办事情注重从
法律规定 、 法治精神的层面进行
研判 ， 尽可能把事情考虑得更周
全 ， 把方案设计得更缜密 ， 把负
面影响降到最低 。 要提高依法办
事能力 。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深化改革 、 推动发展 、 维
护稳定 ， 充分利用法律提供的制
度空间 ， 用好用活民族区域自治

优势； 注重营造良好的政务环境、
法制环境， 为市场要素有序流动、
资源高效配置提供保障 ； 强化法
治在化解矛盾 、 维护稳定中的权
威地位 ， 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法治
化水平 。 要履职尽责大胆作为 。
切实把握好 “法无授权不可为 ”
和 “法定职权必须为 ” 的深层内
涵 ， 既讲规矩又敢担当 ， 以强烈
的担当意识 、 责任意识 ， 敢于较
真碰硬， 敢于直面问题。

三、注重在生活上坚守律己底
线。 清正廉洁是执政操守的核心和
底线，是基本政治品格和原则。 作
为领导干部，必须注重加强自我修
炼 、自我约束和自我塑造 ，见贤思
齐 、见不贤而自省 ，坚守清正廉洁
“高地”和“底线”。 一是要加强道德
操守。 坚持把加强道德操守作为人
生必修课，自觉从中华民族传统优
秀文化中汲取养分，切实加强思想
道德修养， 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 、家庭美德 ，讲操守 、重品

行，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
的精神追求。二是要正确对待权力。
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
才能赢得人心，要牢记权力来源于
人民 ，把权力当成一种责任 、一种
约束和一种考验 ，坚持原则 、恪守
规矩 、谨慎用权 ，不越底线 、不踩
“红线 ”、不闯 “雷区 ”，真正做到权
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三是要净
化交际圈子。 领导干部掌握和行使
国家公共权力 ， 净化交际圈子不
仅是个人私事 ， 也是政治原则 。
要始终站在工作立场、 事业立场、
党和人民利益立场 ， 以德会友 、
从善如流 。 要把握好私人感情和
工作关系的尺度， 带头廉洁自律，
带头接受监督 ， 带头清清白白做
人 、 干干净净做事 、 堂堂正正做
官 。 要从严管住身边人家里人 ，
对发现的倾向性 、 苗头性问题 ，
该提醒的及时提醒 ， 该反对的明
确反对， 该纠正的坚决纠正。

（作者系湘西自治州州委书记）

孙银生

严以律己是 “三严三实 ”的重
点和关键环节。 坚持严以律己，必
须按照中央有关部署，特别是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严格自我约
束 ， 努力做一个政治上的 “明白
人”。 重点要把握好四个维度。

坚定信念 ， 增强严以律己的
政治定力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
只有理想信念坚定 ， 用坚定理想
信念炼就了 “金刚不坏之身”， 干
部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
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 ， 在各
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 ， 在关键时
刻靠得住 、 信得过 、 能放心 。 有
什么样的理想信念 ， 就会有什么
样的人生追求和行为方式 。 一个
对党忠诚的干部 ， 一定能够自觉
增强党性观念 ， 时刻牢记组织原
则， 恪守对组织的忠诚， 就会自觉
抵制一切违背纪律和原则的错误
行为。 一个心怀人民的干部，始终
会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至高无
上的地位，就能够正确处理好“公”

与 “私 ”的关系 ，真正做到一心为
公、两袖清风，绝不会去动“群众的
一针一线”。 因此，我们一定要树牢
“三个自信 ”，牢记宗旨意识 ，始终
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把握正确
的政治方向。

崇尚法治， 树立严以律己的核
心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指出，领导干部是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少数”。 新
时期 ， 党员领导干部坚持严以律
己，必须牢固树立法治的思维和理
念，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不
断增强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处理问
题的能力。 崇尚法治，就是要抵制
一切权力“任性”的思想和行为，坚
持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坚决同一
切特权思想和行为作斗争 ， 形成
在法治轨道上想问题 、 作决策 、
办事情的自觉性 ， 养成决策办事
依法 、 解决问题用法 、 化解矛盾
靠法的习惯， 严格按照法定职责、
法定权限 、 法定程序 ， 公开透明
地履行职责。

严守纪律， 坚持严以律己的规

矩底线。 法律是公民的共同底线，
纪律是党员的特别要求 。 作为党
员干部 ， 我们不仅要模范遵守宪
法法律， 更要严格遵守党章党纪。
党的十八大以来 ， 新一届党中央
领导集体坚持党要管党 、 从严治
党 ， 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摆在更加
重要位置 ， 在全党推动立规矩 、
讲规矩 、 守规矩作出了系列部署
要求 。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深刻指出了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的 “七个有之 ” 现象 ，
为每一位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
我们要严格按照 《党章 》 以及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
次全会上提出的 “五个必须 ” 要
求 ，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 维护
党的团结 、 遵守组织程序 、 服从
组织决定 、 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
人员 ， 把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作
为一条不可逾越的 “红线”， 无条
件地服从并执行到位。

规范权力 ， 筑牢严以律己的
监督体系 。 通过各方面监督 ， 进

一步规范权力运行 ， 营造一个良
好的他律环境 。 当前各级党委重
点 要 严 格 落 实 好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两个责任”， 主动把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里， 做到 “把思想建党和制
度治党紧密结合起来。” 要科学分
解权力， 让有权的人不行权， 让行
权的人受监督， 实现分事行权、 分
岗设权、 分级授权， 建立权力运行
制约和监督体系 。 要规范限制权
力， 进一步优化政府服务流程， 坚
持问题导向 ， 加强对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的管理 。 如去年我区制
定出台了 《岳塘区政府投资管理
十项规定》， 从制度源头上防止了
政府投资领域系列问题的发生 。
要有效监督权力 ， 建立健全领导
干部特别是 “一把手” 直接监督权
力运行的监督机制 ， 让行权人在
监督下行使权力 。 同时 ， 把强化
党内监督管理和主动接受人大 、
政协 、 舆论 、 群众等各方面监督
有机地结合起来 ， 推动各项权力
在阳光下运行。
（作者系湘潭市岳塘区区委书记）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湖南省政府近日印发《长株潭大气
污染防治特护期工作方案》， 将每年10
月至次年2月（共计5个月）确定为长株
潭3市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 这也是我
省为保障公众健康、贯彻落实新《大气
污染防治法》关于开展“重污染天气应
对”等法规，推出的新举措。

11月1日起，长株潭城区主要路
段严格实施黄标车限行

该《方案》明确了长株潭3市政府的
主体责任，3市制定《长株潭地区大气污
染防治特护期空气质量保障措施》并负
责实施，省政府开展特护期工作专项督
查。

对省经信委、省公安厅、省环保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交通运输厅、省
商务厅、 省质监局等7个政府职能部门
特护期内工作进行了明确规定。 如省经
信委应督促重点燃煤企业严控燃煤品
质， 使用含硫率低于0.7%、 灰分低于
15%的优质煤炭，达不到煤质管控要求
的燃煤锅炉一律停用。 省公安厅应对达
到强制报废标准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
手续的和连续3个检验周期未进行年检
的车辆，予以强制注销或报废；加强执
法巡查和处罚力度，严控“冒黑烟”车辆
上路行驶，黄标车闯禁行区域行驶。

主要措施包括： 严控燃煤污染，长
株潭城市建成区加快淘汰20蒸吨及以
下燃煤锅炉；城乡结合部地区和其他远
郊区县的城镇地区淘汰10蒸吨及以下
燃煤锅炉；6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要按照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要求，实
施脱硫、脱硝、除尘设施提标改造；使用
含硫量低于0.7%、灰分低于15%的优质
煤炭。

严控重点工业企业废气排放，加强
重点企业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管

理。
严控机动车排气污染，加强油气污

染管控， 提升国Ⅳ标准油品的供应能
力；2015年11月1日起，长株潭城区主要
路段严格实施黄标车限行（具体区域由
长沙、株洲、湘潭3市人民政府划定）。

严控餐饮油烟污染；严禁露天焚烧
垃圾、秸秆；严控烟花爆竹燃放。 加强施
工扬尘污染及其他各类尘源控制；加强
道路保洁。

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完善
监测网络建设，开展重污染天气下的长
株潭地区大气环境联合执法检查。

大气污染防治面临诸多问
题，尾气排放呈逐年上升趋势

近两年来，我省狠抓大气污染综合
防治，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监测显示，今
年1至8月，14个市州所在城市空气质量
达标率为77.3%，无严重污染天气。

“我省大气污染防治仍然存在较多
问题。 ”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如燃
煤结构没有实现根本性的改变；部分市
州餐饮油烟污染控制尚未提到议事日
程；城乡居民露天焚烧垃圾、秸秆依旧，
婚丧喜庆时燃放烟花爆竹还较为普遍。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提升，尾
气排放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全省黄标车
淘汰工作进度缓慢。 今年1至9月除湘潭
市、衡阳市按计划完成2005年底前注册
营运的黄标车淘汰任务外，其余12市州
均未完成任务，怀化、郴州、邵阳和岳阳
4市完成率不足40%。 全省淘汰黄标车
1.39万辆，仅占计划任务的57%，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10%，为全国13个黄标车淘
汰工作缓慢省份之一。

上述情况都严重影响我省大气环
境质量改善，怀化、永州、衡阳、邵阳4市
可吸入颗粒物（PM10）不降反升，长株
潭3市还存在一定数量重度污染天气，
尤其是冬春季节雾霾现象较为严重。

湖南日报 10月 10日讯 （记者
周月桂 ） 今年83岁的国货陈列馆，
迎来了创始人刘廷芳先生的铜像。
今天上午， 以 《传承·创新》 为主题
的国货陈列馆第一任馆长刘廷芳先
生铜像捐赠仪式， 在长沙市中山路
国货陈列馆举行。

衡山人刘廷芳， 于1932年秋天
在湖南主持创办了国货陈列馆， 并
出任第一任馆长， 扛起了“产业报
国” 旗帜， 掀起了一场国货救亡运
动， 并引领国货陈列馆成为“湖南
民族商业繁盛第一楼”。

国货陈列馆曾是长沙最雄伟的
建筑， 一度为长沙最好的百货大楼。
经过几代湘商尤其是友阿集团的努
力， 国货陈列馆于2014年得以恢复
原貌， 友阿黄金入驻国货陈列馆，
也接过了83年商业文明的传承使命。

1995年， 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
赠送给刘廷芳先生本人半身铜像，
该铜像一直保存在刘廷芳美国新泽
西州的故居之中。 20年后， 刘廷芳
的儿子刘国荣带着这座铜像再次回
到国货陈列馆， 并将铜像赠予国货
陈列馆。

湖南友谊阿波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胡子敬称， 这份珍贵的礼物，
不仅是刘廷芳馆长落叶归根的象征，
也是湘商诚信创业、 实业报国的精
神传承。

每年10月至次年2月，共计5个月——

长株潭进入
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

■新闻集装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胡富君 倪卫民 ） 今
天，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船闸蓄水通
航满3年。 记者今日从长沙市地方海
事局获悉， 截至9日， 长沙枢纽累计
通过船舶22.69万艘次， 货运量2.6亿
吨。

据湘江长沙综合枢纽海事处处

长李丽君介绍， 自2012年10月10日
试通航以来， 确保了过闸船舶的安
全有序通行， 保障了煤炭、 钢铁、
原油、 外贸集装箱等重点物资水运
“绿色通道” 的高效与畅通。 目前，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平均每天过闸220
艘船舶， 船舶过闸时间降至1.2小
时。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通航满3年
通过船舶22.69万艘次， 货运量2.6亿吨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陈勇 ） 为了倡导和宣传“崇节俭、
强责任、 重登记” 婚俗新风， 省民
政厅今天在长沙举办全省首届结婚
登记颁证技能比赛， 来自全省的11
支参赛队伍通过形象展示、 知识问

答和情景模拟等环节， 展示了婚姻
登记机构颁证服务水平和婚姻登记
员的精神风貌。 据悉， 去年一年，
全省结婚登记63万多对， 离婚登记
14万多对， 补办结婚登记证书11万
多对。

全省结婚登记颁证技能比赛举行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陈
薇 ）10月10日，由长沙市文联、湖南
省油画学会、 湖南省美协油画艺委
会、长沙市美协联合主办的“山水人
情———童柯敏油画风景艺术展”在长
沙美庐美术馆开幕。 展出的120幅油
画风景作品均为作者近年来的新作。

其作品色彩厚重、意境深远。 此次展
览将持续至10月15日结束，免费向广
大市民开放。

童柯敏，湖南株洲人，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现任湖南省美协油画艺
委会副主任。“让山水开口说话”，是
童柯敏这些年在艺术上探索的主题。

童柯敏油画描绘“有人情的山水”

三严三实笔谈

领导干部要做律己的表率

（三严三实笔谈） 第二十四篇

严以律己要把握好四个维度

10月10日， 刘廷芳之子刘国荣 （右） 为铜像揭幕。 当天， 国货陈列馆第一任馆长刘廷芳先生铜像捐赠
仪式在长沙市中山路国货陈列馆举行。 该铜像1995年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赠送， 长期保存于美国新泽西
州刘廷芳先生故居。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诚信创业 实业报国

国货陈列馆迎创始人“刘廷芳”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通讯员
李苗 记者 左丹) 记者今天从湖南农业
大学获悉， 由该校商学院学生徐静导
演，学校虹剧社及学生创业团队火苗实

验戏剧工作室出品的戏剧《自在》，在9
月30日四川德阳举行的“三星堆”国际
戏剧节闭幕式及国际青年戏剧摇篮计
划颁奖典礼上，获得最佳导演“廪君”奖。

湖南农大学生戏剧作品《自在》在川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