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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从长沙市防指获悉，截至今
天21时， 湘江长沙站水位
36.81米， 超警戒水位0.81
米，流量18700立方米每秒，
与前一小时持平。根据15日
8时湘江上游雨水情况，长
沙水文局预测，湘江长沙站
将于16日5时左右出现洪
峰， 洪峰流量18000立方米
每秒， 洪峰水位37.0米左右
（超警戒水位1米）。18日上
午，湘江长沙站将退至警戒
水位。

目前，湘江干流从永州
至长沙段已全线超警戒水
位，衡阳以上站点已出现洪
峰并开始缓慢退水，衡阳及

以下水位正在缓慢上涨。洞
庭湖城陵矶站15日8时水位
32.23米，比历年同期偏高2
米，流量30500立方米每秒，
在本次洪水过程中从8日开
始上涨，目前已上涨2.08米，
目前仍在缓慢上涨。

长江委水文局介绍，近
日，三峡水库加大下泄流量
会抬高洞庭湖水位，间接影
响湘江长沙段水位变化。根
据分析，未来三天洞庭湖城
陵矶站水位仍维持缓慢上
涨趋势，预计18日左右将上
涨至警戒水位（32.5米）左
右。
■记者 石芳宇 通讯员陈诚
实习生谢文慧雷其送周文卓

本报7月15日讯 降雨
持续减弱，天气逐渐好转。7
月15日09时起，省气象局解
除气象灾害（暴雨）Ⅲ级应
急响应。气象部门称，未来
十天全省降雨明显减弱，与
此同时， 气温也将逐步回
升，17日全省将出现35℃以
上高温天气。

气象部门预计，15日晚
到17日，全省自南向北天气
逐步转好，主要降雨区域位
于张家界等湘北地区。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十
天全省降雨明显减弱。其中
16日白天， 全省阴天间多
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
阵雨，其中湘西州、张家界、

常德及怀化北部部分地区
中雨，局地大雨，南风2～3
级；16日晚到17日白天，张
家界等湘西北、湘北阴天有
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中
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
云到晴天；17日晚到18日白
天，张家界等湘西北、湘北
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
地区多云到晴天。

受降雨影响，尽管已经
入伏多日，但气温上升不明
显。暴雨过后，就是与太阳
肩并肩的日子了，17日开始
全省将出现35℃以上高温
天气。16日最高气温32～
34℃， 最低气温23～25℃。

■记者 李成辉

我省出台规定，向利用领导干部名义“打牌子”办事现象“亮剑”

“打牌子”办事，“不信不见不理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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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任何人
“打牌子”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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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抵制
“打牌子”办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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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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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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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位约37米的新一轮洪峰今日抵长

暴雨过后，35℃高温回归

天气

严禁任何人“打牌子”办事

领导干部亲属
身边工作人员
其他特定关系人
其他人员

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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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冒用、盗用领导干部的名义

严禁任何单位“打牌子”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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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头抵制“打牌子”行为
领导干部应该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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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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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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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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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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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抵制“打牌子”办事行为
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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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厉打击、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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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诬告他人“打牌子”办事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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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打牌子”谋取利益的，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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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7月15日讯 日前， 经湖
南省委批准， 湖南省纪委监委对
省直机关工委委员周松柏进行了
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周松柏违反政治纪律，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拒绝接受党
组织的教育帮助和挽救， 对抗组
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旅游
活动；违反组织纪律，不如实报告
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收
受巨额礼金、礼品，违规购买非上
市公司股份，获取巨额经济利益；
违反生活纪律； 弄虚作假办理身
份证件和因私护照； 隐瞒境外存
款； 长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职
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职务
晋升、企业经营、项目承揽等方面
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非法收受巨
额财物。

周松柏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毫无党性原则， 毫无纪律和法律
意识，政治上蜕化变质，经济上贪
婪成性，生活上腐化堕落，公权私
用，滥权妄为，且在党的十八大后
不收敛、不收手，党的十九大后仍
不知敬畏、不知止，严重违反党的
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
规定， 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并报省委批准， 决定给予周松柏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
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
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蒋伟

省直属机关工委委员
周松柏被“双开”

案例连线

图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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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