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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召开领导干部会议 传达学习中办关于对孙政才案的通报精神 杜家毫讲话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恪守绝对忠诚
2月13日下午，我省召开领
导干部会议， 传达学习中共中
央办公厅关于对孙政才涉嫌犯
罪提起公诉的通报精神。 会议
强调，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恪守绝对忠诚， 以实际行动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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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地位观、
价值观，始终保持坚守法治、厉
行法治的定力， 一以贯之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省委书
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传达中办通报精神并讲话。
会议指出， 检察机关对孙
政才案依法提起公诉， 充分体
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永不停歇的
坚强意志和将反腐败斗争进行
到底的坚定决心， 充分体现了
我们党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
再次证明我们党具有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
提高能力，深得党心民心。湖南
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 坚决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办通报精
神上来，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会议强调， 全省各级党员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坚持把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
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 深学
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推动广大党员干
部把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
核心、 捍卫核心的要求转化为

党性观念、 纪律要求和行为规
范， 自觉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
决响应、 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
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
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要
牢固树立权为民赋、 权为民用
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 正确对
待个人名利、地位，带头践行共
产党人价值观， 自觉坚持在法
律约束下、制度笼子里用权，加
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
民服务。要增强宪法意识、维护
宪法权威， 模范带头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坚决防止以言代法、
以权压法、 逐利违法、 徇私枉
法， 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
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要
进一步扛牢抓实管党治党政治
责任， 以刀刃向内的精神坚持
不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
基层延伸， 坚持无禁区、 全覆
盖、零容忍，坚定有力夺取反腐
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会议指出， 新春佳节即将
到来，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组织
开展好走访慰问活动， 加强应
急值守，做好市场供应保障、春
运和安全生产工作， 确保社会
和谐稳定， 让人民群众过一个
欢乐、祥和的春节。各级领导干
部要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实施细则精神和省委的实施办
法，带头纠“四风”，带头倡导节
日新风，做好勤俭过节、文明过
节、廉洁过节。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连线
孙政才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
悉， 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
原委员、 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
才涉嫌受贿一案， 由最高人民
检察院侦查终结，经依法指定管
辖，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
分院审查起诉。近日，天津市人
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天津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
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孙政才享有

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孙
政才，听取了其辩护人的意见。天
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
指控：孙政才利用其担任中共北
京市顺义区委书记、北京市委常
委、市委秘书长、农业部部长、中
共吉林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
员、重庆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
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新华社

链接新闻

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鲁炜被“双开”
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共中
央纪委对中央宣传部原副部
长、 中央网信办原主任鲁炜严
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经查， 鲁炜严重违反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阳奉阴违、欺
骗中央，目无规矩、肆意妄为，
妄议中央，干扰中央巡视，野心
膨胀，公器私用，不择手段为个
人造势，品行恶劣、匿名诬告他
人，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严
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群
众纪律，频繁出入私人会所，大
搞特权，作风粗暴、专横跋扈；
违反组织纪律， 组织谈话函询

时不如实说明问题； 违反廉洁
纪律，以权谋私，收钱敛财；违
反工作纪律， 对中央关于网信
工作的战略部署搞选择性执
行；以权谋色、毫无廉耻。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
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
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
央批准， 决定给予鲁炜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
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
及所涉款物移送有关国家机关
依法处理。
■据新华社

春暖花开
鸟自来
2月13日，湖南省森林
植物园， 钟花樱开得正艳，
为叉尾太阳鸟提供了美味。
叉尾太阳鸟喜欢吮吸花蜜，
被称为“亚洲蜂鸟” ，主要
栖息于广东、广西、海南、云
南，长沙极为罕见。
记者 张京明 摄

通报

省纪委通报3起
违规用酒案例
本报2月13日讯 今天，记者从
三湘风纪网获悉，2017年，按照中央
纪委和省委工作部署，省纪委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了违规公款购买消
费高档白酒问题专项整治，严肃查
处了一批违规公款吃喝特别是违
规用酒问题。 现将3起典型案例通
报如下。
2016年12月至2017年7月，株
洲市天元公安分局9个基层队所购
买高档白酒共计148瓶， 虚列开支
报销20.05万元，其中114瓶已在24
次 公款 吃喝 或 公务 接待 中 使 用 。
天元区副区长、 天元公安分局局
长文树忠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不到位，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市公安局副调研员、天元公
安分局政委贺吾晋抓队伍管理不
到位，对财务审批把关不严，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分局17名基
层队所负责人均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其他相关责任人受到诫勉谈话
等处理；株洲市纪委对天元公安分
局党委在全市通报批评。
2017年1月22日晚，长沙市望
城区大泽湖街道党工委书记谭志
龙违规宴请辖区内某集团公司高
管团队， 安排采购6瓶总价为2.55
万元的高档白酒用于接待。街道政
协联络处主任易亿参与宴请，并对
分3次虚列开支报销的相关费用审
批入账。谭志龙、易亿分别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相关费用由参加人员
承担。
2016年10月， 邵阳市人大常
委会机关在市县人大选举工作座
谈会的会议用餐中， 违规提供1瓶
高档白酒， 费用列入会议用餐开
支。12月， 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遴
选工作人员的相关考务工作接待
中，违规使用香烟并在食宿费用中
列支1350元。邵阳市人大常委会副
秘书长张尚庚负有领导责任，受到
党内警告处分；办公室接待科科长
刘琴负有直接责任，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其他相关责任人受到诫
勉谈话等处理。
■记者 王智芳

部署

中央纪委：扫黑除恶重点查处三类问题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
息，近日，中央纪委印发《关于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强化
监督执纪问责的意见》。 要求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
执纪问责，为打赢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这场攻坚仗提供坚强
纪律保障。
《意见》要求，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
扫黑除恶与反腐“拍蝇”工作
的结合点，紧盯涉黑涉恶问题

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地
区、行业和领域，重点查处以
下三类问题：一是发生在群众
身边的党员干部和其他行使
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涉黑涉恶
腐败问题；二是党员干部和其
他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充
当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三
是地方党委和政府、 政法机
关、相关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
■据新华社
作不力问题。

行动

邵阳“天狼部落”“
忠义堂”
两恶势力犯罪团伙被端
约架聚众斗殴、统一服装
持管制刀具、建有专门的联络
群……记者13日从湖南省邵
阳市公安局获悉， 新邵县公
安局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成功打掉“天狼部落”“忠
义堂”两个恶势力犯罪团伙，
抓获曾某朋、 何某精等团伙
成员17人。
2017年10月 13日晚 ， 新
邵县酿溪镇健康路发生一起
聚众斗殴案，犯罪嫌疑人张某
云、 谢某龙等9人持管制刀具
殴打伍某等一伙人。民警在侦
查过程中发现，该团伙成员的
作案工具均来自曾某朋，且该
团伙成员曾经在酿溪镇九头
岩村黄某军家统一穿着红色
带“狼图腾”标志的红T恤，建
有专门的微信、QQ群， 对外号
称
“
天狼部落”。
2017年12月16日晚，3名
蒙面男子手持管制刀具冲进
新邵县酿溪镇人民桥头的胖
子婆夜宵店，并对店内物品一
顿乱砍， 故意损毁财物价值
5000余元。
2017年12月 27日23时 ，

曾某朋率40多人约架何某精，
何某精遂召集朋友钟某浩等9
人手持管制刀具步行前往约
架地点，双方见面后持管制刀
具进行互殴，何某精、黄某、钟
某浩3人被砍伤在地。
经过侦查， 警方发现
“12·27”聚 众斗 殴 案与“10·
13” 健康路聚众斗殴案、“12·
16”胖子婆夜宵店寻衅滋事案
等案件存在部分团伙成员、作
案凶器来源交叉重叠等情形，
因此将之定位为黑恶势力团
伙予以串并案侦查。
经过一个多月的前期侦
查工作，“天狼部落”和“忠义
堂”两个黑恶势力团伙渐渐浮
出水面。2月11日晚，新邵县公
安局在新邵、邵阳等地实施集
中收网抓捕行动，成功打掉以
曾某朋为首的“天狼部落”恶
势力犯罪团伙和以何某精为
首的“忠义堂”恶势力犯罪团
伙两个，抓获曾某朋、何某精
等团伙成员17人，收缴管制刀
具8把及一批作案器械， 扣押
作案车辆3辆。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