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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公布今年前三季“打虎拍蝇”大数据

持续高压反腐：9个月处分厅干40人

本报10月28日讯 “阳光总
在风雨后”，用这句歌词来形容近
两周湖南的天气，再贴切不过。这
个周末，我们在阳光中度过。而未
来一周仍秋高气爽， 直至11月4
日都是晴好天气，这段时间，可以
将被褥、秋冬衣物翻出来晒一晒。

气温方面， 省气象台预计，
29日我省最高气温23℃-25℃，
最低气温10℃-12℃。30日受干
冷空气南下影响， 气温有起伏，5
日-6日还有一次冷空气过程，记得
及时添加衣服。

■记者李成辉

我省今年前三季度“打
虎拍蝇”成绩单近日发布。据
三湘风纪网消息， 今年1至9
月，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接
受信访举报47692件次，处置
问题线索58113件，谈话函询
9552件次，立案23014件，处
分16229人 (其中党纪处分
12568人)。 处分厅级干部40
人，县处级干部447人，乡科
级干部2578人， 一般干部
3413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
员9751人。

高压反腐节奏不变

这份成绩单还显示，全
省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
纪“四种形态”处理47880人
次。其中，第一种形态31249
人次，占“四种形态”处理总
人次的65.3%； 第二种形态
13419人次，占28%；第三种
形态2628人次，占5.5%；第四
种形态584人次，占1.2%。

1-9月数据表明，我省纪
检监察机关立案23014件，处
分16229人 (其中党纪处分
12568人)。 第一种形态处理
上升幅度达13.9%，其他三种
形态均呈下降趋势， 第四种
形 态仅 为 去 年 上 半 年 的
41.3%。

这说明， 我省既保持了
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又在
探索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上
迈出了坚实步伐， 清晰地划
出“治未病”“正歪树”“治病
树”“拔烂树” 四级警戒区，
对症下药。特别是强化第一
种形态运用， 红脸出汗，咬
耳扯袖， 抓早抓小、 治病救
人，防止不是“好同志”，就是

“阶下囚”。

平均每周处分一名厅官

今年来，邵阳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原书记、常务副主
任周国利，省政协原副秘书
长陈三新，湘潭市委原副书
记赵文彬，省政府驻上海办
事处原党组书记、主任王华
平等一批“重量级”官员相
继倒下。

记者梳理得出， 几乎平
均每周就有一名厅官被处
分。 湖南用实际行动释放了
反腐力度不减、 节奏不变、
尺度不松的强烈信号。还有，
处分乡科级和一般干部6000
余人，农村和企业人员近万
人。这表明，湖南始终坚持
“老虎苍蝇一起打”，揪出群
众身边的腐败分子，不断提
升群众的获得感。

立案、查处对象逐季递增

从今年前三季度数据中
可以看出， 全省纪检监察机
关立案总量、 处分人数均保
持两位数的增长， 同比分别
增长22.4%、17.2%。

细分到日常工作， 纪检
监察工作人员每天要处置问
题线索215件， 谈话函询35
件次，立案85件，每天有60
人受处分。 此次被处分的不
光有机关党员干部， 还将企
业、 农村被处分对象单列分
类， 凸显了监察体制改革后
的反腐新形势新特点新要
求， 也是这份答卷一个新的
看点。

■记者 张洋银

1.《湘军崛起》。谭伯牛著，岳
麓书社 2018年7月出版。

一群非常之人， 领一支非常
之军，经历非常之苦，成就非常事
业。 一本有趣更有料的湘军创业
史。

2.《给孩子讲时间简史》。李
淼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
年8月出版。

物理学家李淼“给孩子的物
理学”系列第四本，用趣味的故事
带孩子重新理解时间。

3.《创始人手记》。季琦著，湖
南人民出版社 2018年8月出版 。

让读者感受中国60后企业家
的不同面， 从季琦的成功经验中
获取养分， 也能从他的人生哲学
和生活美学里汲取能量。

4.《终结阿尔茨海默病》。[美]
戴尔·E.布来得森著，何琼尔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年9
月出版 。

怎样才能拥有完美健全的大
脑？本书给出了答案，让我们能够
选择优雅地老去。

5.《黄小厨的春夏秋冬》。黄
磊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8
月出版 。

一食一味，一餐一情，黄小厨
讲述和美食有关的暖心回忆和往
日故事。

6.《稻生一》。陈默著，中南大
学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

以杂交水稻湘军成员之一方
志辉的的故事为主线， 详细记录
了中国进行杂交水稻外交的种种
艰难险阻和喜人收获。

7.《你坏》。大冰著，湖南文艺
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 。

记录了大冰在江湖游历中遇
到的14个人。 所谓你坏———一个
问候，一声感慨，一句随喜赞叹。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

本报10月28日讯 PP中
空板加上螺栓等， 在你手下
能变成什么？10月27日-28
日，湖南省第二届“梦想家”
建造节活动在长沙规划展示
馆前广场举行，活动期间，来
自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武汉
大学等全国17所高校建筑类
相关专业、 共42支队伍现场
进行PK，在他们的巧手下，一
件件充满创意的建筑模型作
品展现在大家面前。

据悉， 建造节活动由长
沙市城乡规划局、 长沙市教
育局等联合主办， 长沙规划
展示馆承办。本届“梦想家”
建造节以“童·戏”为主题，旨
在通过以建造节探索未来城
市建筑的童趣空间， 为长沙
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提供有
价值的参考。活动现场，42支
参赛队伍在宽4米、 长6米的
“建造基地”分别进行现场搭

建，“童·戏”空间的设计理念
和对“儿童友好城市”的未来
畅想， 都融入到他们的作品
当中。

经评审组现场评审考
量，湖南工程学院“Spade�A
队”的作品《浪》、长沙理工大
学“山顶洞人队”的作品《别
有洞天》获得一等奖。

作品《别有洞天》 采用
“点”和“面”相结合，既解决
了大跨度问题， 又形成了很
好的光影效果，让孩子们在
行进中有光斑的洗礼；作品
《浪》 根据儿童爱爬行、躲
藏、 亲近水的行为特征，设
计了一个波浪形的网面空
间， 波谷上的空间能够承载
儿童坐卧攀爬， 波峰覆盖下
的空间可以供孩子们躲藏、
停歇……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刘玉秋

本报10月28日讯 省国土
资源厅发布消息，经财政部、自
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专家评
审， 我省湘江流域和洞庭湖生
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顺利入围
全国第三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

今后3年，湖南省将对湘江
流域和洞庭湖系统开展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以
“一江清流、一湖碧水”为主线，

以自然恢复、绿色修复为方法，
通过源头控制、过程拦截、末端
修复和区域综治， 实施水环境
工程、农业与农村环境工程、矿
区生态环境工程和生物多样性
工程4大工程， 打造“清水长
廊”，实现清水入湖、清流出湘，
在长江经济带的“龙腰”上，在
我国中部构筑坚实的生态安全
屏障。

■记者 潘显璇

本报10月28日讯 近日，
省国土资源厅组织省级地质公
园专家组对宁远九嶷山省级地
质公园、 冷水江波月洞省级地
质公园进行现场验收评定，两
处地质公园均顺利通过验收，
这意味着我省再添两处省级地
质公园。

按照要求， 这两处地质公
园将做好地质遗迹资源保护和
开发利用， 开展公众地学科普
教育和科学研究， 加强地质公
园管理，完善地质公园建设，促
进地方资源、 环境和经济社会
的协调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

■记者 潘显璇

我省将对一江一湖
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我省新增两处省级地质公园

环保

本周湖南秋高气爽
不妨晒晒被褥和冬衣

本报10月28日讯 记者今
天获悉， 长沙供水有限公司将
进行长沙轨道交通6号线麓谷
西站供水管道迁改工作，10月
30日22：00至31日10:00，长沙
市岳麓区麓云路（桐梓坡路-谷

苑路）沿线两厢地区将停水，桐
梓坡路（麓谷大道-麓松路）南
侧沿线地区将停水， 桐梓坡路
（麓松路以西）沿线两厢地区水
压、水量将减小。

■记者 陈月红

长沙麓云路沿线将停水

中空板搭出儿童友好建筑
我省第二届“梦想家”建造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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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占比图。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处分人员按职级划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