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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家毫在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批单位工作情况交流会上强调

以整改问题的实际效果取信于民
图片·新闻

本报 8月 13 日 讯 今
天下午，全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第一
批单位工作情况交流会在
长沙召开， 传达“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中央第一指
导组在湖南调研指导的反
馈意见， 交流前期学习成
果，部署下阶段工作。省委
书记杜家毫强调， 要牢牢
把握主题教育的根本任务，
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贯穿始终， 进一步强化
责任、 突出重点、 补齐短
板、抓好落实，以整改问题
的实际效果取信于民，确
保高质量完成主题教育各
项任务。
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
记、省监委主任傅奎出席，
省委常委、 省委组织部部
长王少峰主持会议。
会上，省教育厅党组、
省水利厅党组、 省商务厅
党组、 华菱集团党委以及
省委第五、 第十三巡回指
导组主要负责人作了交流
发言。 大家结合各自工作
实际， 介绍了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的有关情况和经验
做法， 交流了下一步工作
打算。
杜家毫充分肯定全省
第一批单位开展主题教育
取得的明显成效。他强调，
要坚持不懈抓好理论武
装， 牢牢把握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根本任
务，在学得进、记得住、信
得过、用得上方面下功夫，
在深化消化转 化 上 见 成
效 ，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

的要求找差距、明方向、抓落
实， 下大力解决政绩观为谁
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
么树政绩的问题， 切实把学
习成效体现到树立新发展理
念上来、 体现到从严治党从
严自律上来、 体现到守初心
担使命的实际行动上来，推
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湖南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奔着
问题去、迎着问题上，把中央
指导组反馈意见指出的问
题、学习探讨中查摆的问题、
对照党章党规找出的问题 、
调研发现的问题、 群众反映
的问题、 民主生活会对照检
查的问题等， 一体纳入整改
清单、实施台账管理，以钉钉
子精神扭住不放、推动解决，
以整改问题的实际效果取信
于民。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
督促指导，力戒厌倦懈怠、闯
关过关思想，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各单位主要负责
同志要担负好第一责任人责
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发挥
统筹协调作用， 确保两个批
次单位主题教育无缝对接、
压茬推进， 各巡回指导组要
坚持真督实导， 注意发现和
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指
导各单位高质量开好专题民
主生活会， 推动全省主题教
育取得更大实效。
杜家毫强调， 要紧密
结 合当前正在做的事情推
进主题教育，引导党员干部
把精气神聚焦到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
坚战、 推进产业项目建设、
推动高质量发展等重点任
务上来，做到两不误、两促
进，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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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委、省政府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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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向“打牌子”办
事行为“亮剑”，这是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
讲话精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 主题教育专项整治的有力
举措， 彰显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坚
强决心。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打着
领 导 干 部 旗 号 ，“拿 鸡 毛 当 令
箭”， 在领导干部管辖范围内揽

香港机场
再度严重受阻
受非法集会影响，
香港国际机场8月13日
的部分航班被迫取消。
图为当日， 游客在机场
滯留。
新华社 图

我省挂牌督办21个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涉及11个市州，包括黑臭水体治理、饮用水源地保护等方面
本报8月13日讯 为切实推
进全省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
省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日前印发 《关于对全省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进行挂牌督办
的通知》，决定对株洲陈埠港污水溢
流直排等17个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进行挂牌督办。同时，对年初已挂牌
督办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
警示片涉及岳阳、 益阳未完成的4
个问题，继续实施挂牌督办。
近日， 省整改办对部分生态
环境突出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了现
场督导， 发现有的地方仍然存在
思想认识不深、整改不严不实、攻
坚力度不足等问题。如省级环保督
察给14个市州反馈的611项整改任
务中，有近 10% 超期未完成或未达
序时进度。对此，多位省领导明确要
求采取挂牌督办形式，抓紧推进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此次挂牌督办的问题主要来
源于 中央 生 态环 境保 护 督 察 及

“回头看”反馈问题、长江经济带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全国和省人
大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指出问
题、 省级环保督察超期未完成整
改问题、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
势”问题清单等，涉及株洲市、湘
潭市、衡阳市、郴州市、岳阳市、常
德市、益阳市、娄底市、邵阳市、怀
化市、湘西自治州等11个市州，包
括黑臭水体治理、 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建设、违法排污口整治、饮用
水源地保护等多个方面。 根据挂
牌督办问题整改进展情况， 还将
对整改措施不力、 进展仍然滞后
的地方人民政府进行约谈。
下一步， 省整改办将建立完
善通报、督办、曝光、挂牌督办、约
谈、区域限批、调查问责等一系列
长效制度， 综合运用各种推进办
法，传导压力、倒逼责任、动真碰
硬，强力推动突出问题整改到位，
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文潇

湖南5城入选
城市GDP百强榜
本报8月13日 讯 随 着 上半
年各地经济数据的陆续公布（截至
8月12日），最新的城市GDP百强榜
出炉， 湖南有5城上榜， 分别为长
沙、岳阳、常德、衡阳、株洲，其中长
沙 上 半 年 GDP5537.8 亿 元 ， 增 速
8.2%，位列百强榜14位。
记者注意到， 百强榜城市主要
分布在山东（15个）、江苏（13个）、
广 东（11 个）、 浙 江（8 个）、 河 南（7
个）、河北（6个）等省份。我省次之，
有5个城市入选， 其中长沙列14位，
岳阳列72位， 常德列73位， 衡阳列
92位，株洲列95位。值得一提的是，
衡阳GDP增速超过长沙，达到8.3%。
今年上半年，上海、北京、深圳、
广州、天津、重庆等6个城市进入万
亿俱乐部。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龚怡菲 覃久凌

向“打牌子”办事坚决说“不”
工程、拿项目、要资金、办 私事 。
有的领导干部对此不闻不问，或
睁一只眼闭 一只 眼 ，默许 、纵容
他们以此捞取不正当利益。 一些
国企、金融机构违规任用领导干
部亲属担任特定职位，利用其身
份拉关系、跑业 务，看 起 来是 为
公，实则潜藏着 利 益输 送。一 些
社会 人员 冒 充领 导干 部 和 领 导
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手段并
不高明，居然在一些地方大行其
道，屡屡得手 。这些 现 象严 重污
染政治生态， 毒害社会风气，损

害党和政府形象，必须坚决抵制
和严肃查处。
向“打牌子”办事说“不”，领
导干部要自觉带头。 抓好家风家
教、管好亲属和身边人，是领导干
部的责任。 亲属和身边人打自己
“牌子”办事，影响的也是领导干
部的自身形象。 决不能以为自己
没有出面打招呼，就与己无关。发
现他们打自己“牌子”办事，就要
立即制止并向组织报告， 不能自
欺欺人、佯作不知，更不能通过找
权力“代言人”的方式，在幕后遥

控指挥谋取利益。
相关单位和个人要态度坚决。
对形形色色打着“牌子”找上门来办
事 的 ， 一 律“不 信 、 不 见 、 不 理 、 不
办”，登记在案并向组织报告。为“打
牌子” 的人办事， 破坏的是纪律规
矩，出卖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
仅不是维护领导权威， 而且是陷领
导于不仁不义。 随着制度的笼子越
扎越密，那些信奉关系学、潜规则的
人，那些拿原则作交易、希望换取好
处的人，不仅不会得遂所愿，反而会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受到党纪

国法的追究。
各级党委要履行好主体责任，
加强对领导干部 和有 关 人员 的教
育、管理和监督，做到早提醒、早纠
正。纪检监察机关对“打牌子”办事
谋利的，对不按规定抵制、报告的，
要予以严肃查处，决不姑息纵容。公
安机关对假冒领 导干 部 招摇 撞骗
的，要从重、从快、从严予以打击，形
成强有力震慑。 有关部门和单位要
切实肩负起各自职责，让“打牌子”
办事的无利可图、没有市场。
■湖南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