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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
“长沙蓝”

7月15日， 长沙
天气晴好，湘江上空
蓝天白云美如画。
本月11日以来的强
降雨过程趋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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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7月16日出版
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
文章《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
定性》。

文章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
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
政治纪律。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
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
起。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
本性建设的道理所在。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
永恒课题。要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
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
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为我
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
要保证。

文章指出，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
方向和效果。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

的问题， 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
败。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的
政治领导， 最重要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 这要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
首要任务。

文章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
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把赢得民心民意、汇
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要站稳人民立
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文章指出，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一项长

期任务， 必须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性、
经常性工作。要把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作
为重要着力点， 贯彻落实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
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良好政治
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必须以永
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 坚决把反腐败斗
争进行到底， 使我们党永不变质、 永不变
色。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明大德、守
公德、严私德，做廉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
齐家的模范。

文章指出， 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
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不断提高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把握方向、
把握大势、 把握全局的能力， 辨别政治是
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
治风险的能力，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

严禁“打牌子” 杜绝钻空子
湖南日报评论员

打着领导的牌子揽工程项目， 冒充领
导身边工作人员推销产品， 借领导名义替
人说情消灾， 盗用领导的影响力插手干预
组织人事问题……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
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坚决抵制和严肃查处
利用领导干部名义 “打牌子 ”办事的规定 》
（以下简称 《规定 》），对这类 “傍 ”领导 、牟
私利现象再出重拳、强力整治。

严禁领导干部亲属、 身边工作人员、其
他特定关系人以及其他人员利用、 冒用、盗
用领导干部的名义，干预插手各类市场经济
活动、组织人事工作以及司法、执纪执法活
动；严禁任何单位违规任用领导干部亲属担
任特定职位，利用其身份跑关系、做业务；领
导干部应带头抵制“打牌子”行为，不得纵容
或者默许他人打自己“牌子”办事……这份
仅千余字的《规定》，为各种“打牌子”现象划
红线、设禁区。

“打牌子”虽形形色色、花样百出，但都

是奔私利而来 ，玩的是 “权 ”“利 ”勾兑的套
路。前些年，赵锡永冒充副司长到处招摇撞
骗的案件令人错愕，有人靠一个“省委领导”
的头衔行骗长达数年之久。如此荒诞不经的
闹剧，有“戏精”成分，更反映出一些地方政
治生态十分糟糕。

“将教天下 ，必定其家 ，必正其身 。”严
禁、严查“打牌子”现象，前提是领导干部管
好身边人，谨记“莫用三爷，废职亡家”的古
训。我们党历来重视家风建设。“恋亲，但不
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
以公济私”，毛主席一辈子持守对待亲友“三
原则”；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领导干部的
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
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防止“枕边风”成为贪
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
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

严查 “打牌子 ”办事并非新提法 、新规
定，包括我省在内的许多地方都出台过相关
规定，如今再念“紧箍咒”，无疑有着很强的
现实指向。 从近些年查处的贪腐案件来看，

一些落马的贪腐之徒在台上信誓旦旦，背地
里却大搞权钱交易，纵容家属子女利用其影
响经商谋利、大发不义之财；有的将自己从
政多年积累的“人脉”“面子”，用在为子女非
法牟利上。这样的两面人、两面派手法，对党
风政风的危害不可低估。

有基层干部坦言，识别“李鬼”并不难，
只要向假冒者多问几个问题，或给相关领导
打个电话，就能搞清事实原委，怕就怕真的
是领导写条子、 打电话和推荐过来的人。如
今，《规定》给了基层干部戳穿、识破“李鬼”
真面目，硬气抵制各种打招呼、递条子等违
规行为的“尚方宝剑”。

反腐败，就是要问题导向 ，刚性约束 。
近年来 ，我省以雷霆万钧之势 ，陆续对利
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在金融活动中
违规谋取私利 、 “提篮子 ”现象 、公职人员
涉矿涉砂等开展专项整治 ，如今又专项整
治 “打牌子 ”，这些举措的目的 ，都是从源
头上堵漏洞 ，不让人钻空子 ，营造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

� � � �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近日，中共湖南省
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坚决抵制和严肃查处利用领导干部名
义“打牌子”办事的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级各部门认真组织学习中央有关制度规
定和本《规定》，深入开展对照检查，坚决执
行各项规定要求，确保各项制度规定不折不
扣贯彻落实。

《关于坚决抵制和严肃查处利用领导干
部名义“打牌子”办事的规定》全文如下。

第一条 为了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促进党
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持续好转，根据《中国
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等党内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等国家法律法规，现就坚决抵制和严肃查
处利用领导干部名义“打牌子”办事行为，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严禁任何人“打牌子”办事。
严禁领导干部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其他
特定关系人以及其他人员利用、 冒用、盗
用领导干部的名义，干预插手工程建设承
发包、 土地出让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政
府采购、医药购销、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行
政许可、资金借贷、有偿中介等市场经济
活动，干预插手干部职务晋升、岗位异动

等组织人事工作， 干预插手司法活动、执
纪执法活动等。

第三条 严禁任何单位特别是国有企
业、 金融机构违规任用领导干部亲属担任
特定职位，利用其身份跑关系、做业务。对
利用领导干部亲属“打牌子”或者“围猎”领
导干部的， 严肃追究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
的责任。

第四条 领导干部应当带头抵制“打牌
子”行为。领导干部应当将亲属在所管辖的
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经商办企业情况向组
织报告。不得纵容或者默许他人打自己“牌
子”办事。发现任何人打自己“牌子”办事的，
应当立即制止并向组织报告。

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反
有关规定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和业务
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的经
营活动，或者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和业
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
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或者违规
任职、兼职取酬的，该领导干部应当按照规
定予以纠正；拒不纠正的，其本人应当辞去
现任职务或者由组织予以调整职务；不辞去
现任职务或者不服从组织调整职务的，给予
撤销职务处分。

第五条 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坚决抵
制“打牌子”办事行为。对“打牌子”办事的，
应当一律“不信、不见、不理、不办”，并将有
关情况登记在案，及时向组织报告。违规为

“打牌子”人员办理有关事项的，严肃追究责
任；主动给“打牌子”办事创造条件、提供机
会的，从严处理。

第六条 严厉打击冒用、盗用领导干部
名义办事或者冒充领导干部及其亲友招摇
撞骗的行为。

第七条 加大对“打牌子”办事行为的
惩处力度。对“打牌子”谋取利益的，经查证
属实后，视情形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处理：

在招投标评标办法中列为减分项；取消
其参与相应招投标项目的资格；依法认定相
应招投标项目中标无效；情节严重、性质恶
劣的，依法将其列入“黑名单”或者降低其市
场主体诚信评价等级，限制其一定时期的市
场准入资格；依法追缴其所获取的不正当经
济利益；对其所获得的职务、职称、荣誉、资
格等其他利益，按照规定予以纠正。

第八条 严肃查处诬告行为。对诬告他
人“打牌子”办事的，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
任；对被诬告者和所涉领导干部，在一定范
围予以澄清正名。

第九条 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
（党组）应当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领导
干部和有关人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发现
“打牌子”办事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应早
提醒、早纠正。对执行本规定不力，导致“打
牌子”办事现象频发多发、群众反映强烈的，
追究相关单位和领导干部责任。

第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坚决抵制和严肃查处
利用领导干部名义“打牌子”办事的规定》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

自觉性和坚定性

� � �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今天下午， 省委书记杜家毫在长沙与应急管
理部党组书记黄明一行座谈， 就完善应急管
理体制机制、 进一步加强防汛抗洪和抢险救
灾工作等深入交换意见。

水利部副部长兼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叶建春，
省领导张剑飞、陈飞参加座谈。

座谈中， 杜家毫感谢黄明一行在湖南防
汛救灾关键时刻来湘指导工作。他说，水情是
湖南最大的省情， 防汛救灾任务繁重。 近年
来， 随着防汛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应急管理体
制机制的建立， 我省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能
力得到有效提升。当前，湖南严格落实防汛责
任制，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协调指挥下，各

相关部门加强协同合作和会商研判， 应急系
统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
将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进一
步加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 发扬持续作战精
神，全力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

黄明说， 今年入汛以来， 湖南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防汛工作见事早、看得重、
抓得实，领导干部指导得力，全省上下心齐
劲足，防汛形势总体良好。应急管理部将继
续支持湖南提高应急管理水平和自然灾害
防治能力，希望湖南积极探索创新，在完善
应急管理体系、理顺基层应急管理机制、整
合各方力量提升应急能力等方面为全国创
造经验。

发扬持续作战精神
全力做好防灾救灾工作

杜家毫与黄明座谈

� � � �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记者 唐婷）近日，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坚决抵
制和严肃查处利用领导干部名义“打牌子”办
事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向利用、冒用、
盗用领导干部名义“打牌子”办事的违规违纪
现象“亮剑”：严禁任何人“打牌子”办事，一经
查实，将严肃追责。

现实生活中， 一些人喜欢打着“领导旗
号”办事，并借此谋取不正当利益。《规定》明
确“两个严禁”：严禁领导干部亲属、身边工作
人员、其他特定关系人以及其他人员利用、冒
用、盗用领导干部的名义，干预插手工程建设
承发包、土地出让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政府
采购、医药购销、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行政许
可、资金借贷、有偿中介等市场经济活动，干
预插手干部职务晋升、 岗位异动等组织人事
工作，干预插手司法活动、执纪执法活动等；
严禁任何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 金融机构违
规任用领导干部亲属担任特定职位， 利用其
身份跑关系、 做业务。 对利用领导干部亲属

“打牌子”或者“围猎”领导干部的，严肃追究
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面对亲友“打牌子”行为，一些领导往往
采取默许、纵容态度。《规定》明确要求，领导
干部要带头抵制“打牌子”行为。不得纵容或
者默许他人打自己“牌子”办事。发现任何人
打自己“牌子”办事的，应当立即制止并向组
织报告。

《规定》要求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坚决抵
制“打牌子”办事行为。对“打牌子”办事的，应
当一律“不信、不见、不理、不办”。违规为“打
牌子”人员办理有关事项的，严肃追究责任；
主动给“打牌子”办事创造条件、提供机会的，
从严处理。同时，加大对“打牌子”办事行为的
惩处力度。对“打牌子”谋取利益的，经查证属
实后，视情形进行处理。

发现“打牌子” 行为可以举报但不能诬
告。《规定》明确，对诬告他人“打牌子”办事
的，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对被诬告者和所
涉领导干部，在一定范围予以澄清正名。

� � � � 湖南出台规定，向利用领导干部名义“打牌子”
办事现象“亮剑”———

打领导“牌子”办事？此路不通！

湖南日报社驻市州分社记者

“基层治，百姓安。敢担当，有作为。省委
对全省党员干部的关爱， 对基层治理的高度
重视，是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
‘为官敢为’‘为官有为’的‘及时雨’。”7月15
日，长沙市天心区委基层办副主任刘润秋，在
认真阅读分别于7月14日和15日在《湖南日
报》刊发的《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全面加强基层
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建立容错纠错机制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办法（试行）》（以下简称
《若干意见》和《办法》）后如是说。

《若干意见》和《办法》的出台，在全省基
层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这是
省委在为敢为者“兜底”、为创新者“撑腰”，是
省委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的“冲锋号”，是省委
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实招”。

基层干部更有盼头
“就像一场及时雨，滋润了基层干部的心

田，也让广大基层干部看到了希望！”偏远的

桑植县马合口白族乡梭子丘村第一书记王委
7月14日清早通过新湖南手机客户端读了
《若干意见》后，第一时间转发到朋友圈，还把
链接分享给村支两委同志共同学习。

担任第一书记3年多来，王委和乡村干部
一起，参与村党组织建设、村级社会治理，切
身感受到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的重要性。 他认
为，万丈高楼平地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
长治久安，首先要把基层建设好。

“基层要加强，离不开优秀的基层干部。”
株洲市天元区群丰镇党委书记易作为说 ,
“《若干意见》从干部考核激励、基层干部待遇
和对基层干部关怀三个方面找病根、下良药，
充分体现省委对基层干部的关心、关爱。”

在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道办事处党建办
公室主任潘灿看来， 基层建设好比建一栋大
楼，基层干部就好比建楼的“小工”，没有这些

“小工”，大楼要建好是不可能的。而《若干意
见》对如何减轻基层干部的负担，如何提高基
层干部待遇， 以及如何促进基层干部成长等
方面，都做了明确规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 荩荩（下转3版）

� � � �———我省基层党员干部热议省委出台的《若干意见》和
省委办公厅印发的《办法》

中办、国办印发《规定》

完善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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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党员干部敢担当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