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9日讯 今天下午，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
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民主
生活会情况通报这一主题， 进行
集体学习讨论。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在主持学习时
强调， 要以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
会为标杆， 高质量开好省委常委
班子民主生活会， 引领示范全省
上下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
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 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决策部署， 持之以恒反“四
风”、改作风，以湖南改革发展的
实绩检验学习贯彻的实效。 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参加学习。

省领导乌兰、傅奎、黄关春、
黄兰香、王少峰、蔡振红、胡衡华、
谢建辉、张剑飞参加学习。

会上， 省委常委同志逐一发
言，交流了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认
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内
涵丰富、思想深刻，语重心长、发
人深省，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全局
性、指导性和针对性，是指导我们
开好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及
时雨”。大家一致表示，要切实把
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
作摆进去，反复学、深入学，做到
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杜家毫强调， 要旗帜鲜明讲
政治，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
强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 在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上， 做到态度非常鲜
明、 立场非常坚定、 行动非常自
觉。 要自觉站在政治的高度看问
题、做决策、抓工作，格局要大、胸
襟要宽、眼界要远，善于观大势、
明大局、 抓大事， 始终把对党忠
诚、为党分忧、为民造福作为根本
政治担当。

杜家毫指出， 党的十九大以
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扎实推
进洞庭湖生态环境治理、 脱贫攻
坚、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等重点工
作，科学谋划今年经济工作，有序
推进省人大、政府、政协换届选举
各项工作，实现了良好开局。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1月9日，根据有民众反映有医院很难开到奥司他韦等抗感冒病
毒药的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回应说，从当
前来讲，我国抗病毒药物的供应保障充足，已要求全国医疗机构紧急
采取临时采购措施，保障抗病毒药物供应。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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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9日讯 今天，湖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布
了《关于2018年第一批公共
资源交易失信行为的通告》，
对3家水利工程建设企业失
信行为进行联合惩戒。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介
绍， 根据省水利厅对湖南金
固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海河水利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水利
工程局有限公司不良行为的
通告，对这3家企业进行联合
惩戒，以达到“一处受罚，处
处受约”的效果。此举在于切
实提高市场主体违法违纪成
本， 推动我省招标投标市场
主体诚信建设。

我省着力构建联合惩戒
长效机制， 于去年11月出台
了《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失

信行为联合惩戒办法》。该《办
法》对4类公共资源交易失信行
为进行了明确，分别是：经我省
各级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认
定的违法违规行为记录、 不良
行为记录或列为失信行为黑名
单的； 被司法机关依法认定有
行贿、受贿、串通投标等有关犯
罪行为的； 被最高人民法院在
“信用中国”网站或各级人民法
院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依法列入
失信被执行名单的； 被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中依法列入严重违
法企业名单的。

据了解， 省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去年已公布3批失信行为
“黑榜”， 对招投标行业形成了
一定震慑效应； 今年拟对联合
惩戒工作实现常态化运行。

■记者 陈淦璋

1月9日下午， 合肥火车站通
过官方微博@铁路合肥站发布通
报称，1月5日，由蚌埠南开往广州
南站的G1747次列车在合肥站停
站上客时， 一名带着孩子的女性
旅客以等老公为由， 用身体强行
阻挡车门关闭， 铁路工作人员和
乘客多次劝解， 该女子仍强行扒
阻车门，造成该列车晚点发车。经
过调查获悉， 女乘客为合肥市永
红路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罗海丽。
目前， 庐阳区教体局已对其作出
停职检查的处理决定。（1月9日
澎湃新闻）

女子挡车的视频引爆了社会
舆论， 绝大多数人对此表示愤怒
与谴责，也正是在舆论的影响下，

女子后来被其主管部门作出停职
检查的处理，可以说是得不偿失。

这起事件，究其本质还是规则
意识欠缺，说到规则意识，在很多人
那里似乎是个稀缺品。我们应该还
记得在北京野生动物园擅自下车
的女游客，也应该记得那名因逃票
私自攀爬进入动物园危险区而被
老虎撕咬的男性，对“凑够一小撮就
走”的闯红灯过马路现象更是熟悉，
这些，都是规则意识缺乏的体现。缺
乏规则意识会如何？从个人行为来
说，小到插队，大到拦高铁，最直接
的后果就是破坏既有秩序，同时却
又让整个社会为之买单。

这次事件就是如此， 这名女
子不顾一车好几百人的合法权

益， 也不顾铁路交通的安全性和
社会公共利益， 硬要全车人一起
等她那迟到的老公上车， 导致全
车人因此作出被动的利益牺牲。
舆论的愤怒也正是来源于此：凭
什么全车人要因为你的撒泼打滚
牺牲时间和利益？这名女子以自身
行动再次告诉我们，在一个没有规
则意识的人那里，他人的利益和公
共利益都是浮云，只有他自己的诉
求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规则就是规
则，违反了规则的后果就必定要受
到惩罚。目前公安部门的处理结果
尚未公布，涉事女子所在地的教体
局已经率先通报，“责成当事人罗某
某立即停职检查”，这个深刻教训可
能会让她悔不当初，相信以后再也

不敢如此“犯浑”了。
我们愿意善意地理解这名女

子此次是一时糊涂， 而不是惯性
所为，但我们也要承认，在平时的
生活中，漠视规则乃常见现象。出
于一种投机心理和侥幸心理，总
有人行违反规则之事， 譬如闯红
灯，譬如在危险区域不听指挥……
种种违规之举，既将个人处于不可
知的危险境地，也极大地冲击着社
会秩序，形成恶劣的示范效应。在违
规行为中，事后受到法律惩罚已经
算是幸运的，那些不幸的人往往在
违规的同时也送上了自己的性命，
如闯红灯遭遇车祸者，在野生动物
园被咬死咬伤者。

规则除了是一种约束力，也

是一种保护力， 它在限制我们行
为的同时， 也在保护着人们的安
全。自觉遵守规则，其实就是为自
己装一道安全阀，更重要的是，也
为整个社会的安全提供保障。包
括法律在内的一切规则是保证社
会有效、有序运转的重要条件，而
只有人人都守规则， 才能构成运
转基础， 否则， 势必回归丛林社
会。 个体在规则面前， 不要试图
“螳臂挡车”， 毕竟被社会广泛接
受的规则，只要不是不合理的，那
么就已经是大家共同遵守的秩序
标准。唯有遵守规则，才能保证秩
序， 才能保证自身与他人的合法
权益不受侵害。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1月9日讯 今天上午，
我省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
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
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情况通报精
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主持会议并讲话。 省委副
书记、省长许达哲，省政协主席李
微微出席。

省领导乌兰、陈向群、傅奎、
黄关春、黄兰香、王少峰、蔡振红、
胡衡华、谢建辉、张剑飞、韩永文
等出席。

杜家毫指出， 党的十九大后
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首次民主生活
会，体现了高标准、严要求，开出
了高质量、好效果，为全党树立了
榜样。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主生活
会上的重要讲话， 为新时代加强
党的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
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提供了重要遵循。 我们要认真学
习讨论， 为高质量开好年度民主
生活会打下坚实思想基础。

杜家毫强调， 要坚决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 始终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四个服从”，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中央、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
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坚决与
损害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的思想言行作斗争。 要自觉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同贯彻落实中央
各项决策部署结合起来，与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提出的“三
个着力”等指示要求结合起来，与我
们正在做的事情结合起来，学而思、
学而悟，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切实
转化为破解难题、补齐短板、狠抓落
实的方法钥匙，转化为建设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的实际成效。

杜家毫强调， 要持之以恒反
“四风”、转作风，严格贯彻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和实施细则精神以及
省委的实施办法， 认真查摆官僚
主义、形式主义的具体表现、突出
问题和基本成因，下“猛药”、治重
疴、祛顽疾，坚决铲除“四风”滋生
蔓延的土壤。要狠抓工作落实，抓
住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 紧抓不
放、一抓到底；一以贯之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以贯之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一
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 防范风险
挑战；加强党性锻炼、实践历练和
作风锤炼，做到信念过硬、政治过
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
硬。 要以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
为标杆，紧扣主题、联系实际，认
真开好全省县以上党委 (党组)班
子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忠诚核心、拥
戴核心、 维护核心的思想和行动
自觉， 更好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
在湖南落实落地。 ■记者 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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