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7日，车辆在新建的
湖南湘江新区莲坪大道靳江
河桥路段行驶。当天，莲坪大
道全面建成通车。该大道全长
约2.8公里，向东与含浦大道、
学士路、坪塘大道、潇湘大道
等多条主干道相交，形成湘江
新区骨架路网；向西与长韶娄
高速相接，实现湘江新区内部
路网与外部快速路网的无缝
衔接。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李权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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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记者从长沙市工
商局获悉，继于日前对发布低俗
广告的广告主长沙绝味食品营
销有限公司和广告经营者长沙
某广告公司分别作出60万元的
行政处罚决定后， 该局又分别
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杭
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
出案件移送函， 要求上述两地
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该违法
广告的发布平台深圳腾讯有限
公司和杭州天猫网络有限公司。
（12月27日 本报A10版）

11月1日， 长沙某广告公司
设计并推送了天猫旗舰店躺在
床上脚带镣铐分开双腿身着短
裤的女性卡通图片，并配发“鲜
嫩多汁，想要吗？”的文字，因该
广告被舆论批评为不尊重女性、
性暗示等，11月2日该图片撤下；

11月3日， 该广告公司又在腾讯
微信公众平台发布了以大卫雕
像隐私处打上马赛克为背景的
图片并配发了以夫妻、情侣口气
暗示描述性行为的文字，该广告
推出后又引起了网络媒体的一
致差评，11月6日，这则广告在舆
论压力下撤下。

连续几天，绝味鸭脖在低俗
广告上“一条道走到黑”的做法
除了收获广泛的差评，也给自己
带来了巨额罚金，而作为发布平
台的腾讯和天猫，这次也被“株
连”，堪称“一损俱损”。从监管的
意义来说，这种连带责任追究有
着极大的正面意义。广告法第九
条明确规定，广告不得妨碍社会
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
尚；不得含有淫秽、色情、赌博、
迷信、恐怖、暴力的内容。绝味鸭

脖的广告性质低俗已无争议，而
助其推广的两大平台，理应根据
法律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
对广告内容，对广告性质进行甄
别，对明显违反公序良俗的广告
内容尤其应予以拒绝登出，就算
在前期工作中出现失误，也应尽
快以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技
术手段进行紧急处理，及时制止
不良影响的扩大。

事实上，我国网络发布平台
在社会责任这个方面还需要太
多的加强和改进， 由于利益原
因，不少网络平台沦为了灰色甚
至黑色地带，只要给钱，就能进
行内容推广，不管这内容是否合
法合规，也正因此，一些无良医
药广告、 传销公司招聘广告，都
混迹其中，给社会造成了不小的
伤害，也让一些民众遭受了极大

的经济损失甚至断送了性命，如
今年在网上求职误入传销组织、
最后不幸殒命的两位大学生张
超、李文星。

由于腾讯、天猫两大平台巨
头的发布推广，类似绝味鸭脖这
样的低俗广告轻松便可突破“10
万+”的阅读量，这种流量加持相
当于助其用极低的成本做了几
轮全媒体广告。网络发布平台的
社会责任感在此事中全然尽失，
人们在谴责之余，也怀疑其中是
否有利益勾连。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此次作出的处罚决定，显
然是开了个好头———在互联网
时代努力做到监管全覆盖，不仅
对违法违规营销行为进行惩罚，
也提醒网络平台负起应有的社
会责任，抬高底线。

■本报评论员 张英

被“株连”警示发布平台要有责任感

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今
天从省人社厅了解到，日前，省
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湖
南省基本医疗保险监督管理办
法》（简称《办法》）。据悉，这是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后全国首
部基本医疗保险监督管理地方
立法，在全国地方立法中首次对
协议机构申请、评估、确认等作
出一系列具体明确的规定，大大
减少了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裁
量权和权利寻租空间。

长期以来， 因管理制度缺
失， 就医与购药成为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浪费和骗取基金支出
的主要环节。为此，《办法》对这
两个环节中涉及的主体———协
议医疗机构、 协议零售药店的
行为， 作出了全面而又具体的
规范。 其中， 关于协议医疗机
构、 协议零售药店的禁止性规
定分别达10项和5项，并重点对
禁止不合理医疗费用作了规
定。 针对不合理医疗费用是造
成医保基金浪费重要因素的情
况，《办法》 在全国地方立法中
首次对不合理医疗费用认定作
了具体规定。 ■记者 刘银艳

本报12月27日讯 今天，
省安监局宣布与省煤炭管理局
合署办公，标志着我省煤矿安全
监管体制改革顺利按期完成。

省 煤 炭 管 理 局 成 立 于
2012年，由省煤炭工业局转制
成立，为正厅级单位，负责全省
煤矿安全生产监管等工作。
2014年变革为副厅级单位。

我省煤炭行业水、 火、瓦
斯、煤尘等灾害严重，而煤矿安
全监察、监管多头领导、多层管
理，造成职能交叉，政出多门。为
对全省煤矿安全生产进行更加
有效的监察监管，2017年9月，省
委决定实施煤炭管理体制改革，
撤销省煤炭管理局党组，交由省
安监局管理。 ■记者 彭雅惠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27日
召开会议， 决定明年1月在北京
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
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主要议
程是，讨论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
容的建议。会议听取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工作汇报， 研究部署
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
持会议。

会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
新气象新作为。要把全面从严治
党长期坚持下去，将反腐败斗争
进行到底，决不半途而废。中央
纪委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担
负起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
责任，严于监督、严格执纪、严肃
问责，坚决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
法规，认真检查党的十九大精神
贯彻落实情况，推动党中央决策
部署落地生根。

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这条
主线，紧紧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思想建党、纪律强党、制度治
党同向发力，增强全面从严治党
的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要严
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聚焦
“七个有之”，严肃查处对党不忠
诚不老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
和违背党的政治路线、破坏党内

政治生态问题，确保党中央政令
畅通。要徙木立信、以上率下，锲
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个问
题一个问题解决，抓具体、补短
板、防反弹，重点纠正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
想、特权现象，使党员干部知敬
畏、人民群众有信心。要巩固发
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全面
加强纪律建设，全面深化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严厉整治发生在群
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重点
审查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
收手，问题线索集中、群众反映
强烈，现在重要领导岗位、可能
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严肃
查处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通过
利益输送相互交织，在党内培植
个人势力、 结成利益集团的行
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忠实履
行职责，强化自我监督和自我约
束，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
察干部队伍。

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
中央纪委重点工作情况和十九
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准备情况
汇报。

会议同意明年1月11日至
13日召开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据新华社

日前，中共中央印发《中共
中央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的决定》，
自2018年1月1日零时起， 武警
部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
一领导， 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
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

《决定》明确，武警部队归中
央军委建制， 不再列国务院序
列。武警部队建设，按照中央军
委规定的建制关系组织领导。中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各
级党委和政府与武警部队各级
相应建立任务需求和工作协调
机制。

《决定》 要求， 各地区各部
门、 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
“四个意识”， 积极主动协调配
合，做细做实相关工作，确保武
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有序转换、
稳定运行。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下月召开十九届二中全会，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严查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人”

武警部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

省安监局与省煤炭管理局合署办公

有效减少医保经办机构权利寻租空间
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基本医保监督管理办法

本报12月27日讯 今天，
记者从省国资委获悉，今年省属
监管企业大力推进压缩管理层
级减少法人单位工作。截至目前，
29户省属监管企业的管理层级
全部压缩至3级以内，共压缩管理
层级在4级、5级、6级的企业124
户；通过股权转让、工商注销，共
减少法人单位100户左右。

“压”“减” 之间促改革，切
实提高企业内生动力。 华菱集
团按照“三级法人、两级管控”

的要求，优化调整组织架构，减
少管理层级。目前，管理层级由
5级全部压缩到3级， 共压缩管
理层级在4级以上的企业法人
25家； 通过调整优化集团组织
架构， 高中层管理人员精简
30%以上。层级减少了，管理效
率提高，企业效益大幅增长，1至
11月实现销售收入1109亿元，
利税85亿元， 成为湖南首家年
销售收入过千亿元的企业。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简政

省属监管企业管理层级压缩至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