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29日讯 今天
下午， 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的湖南万名游客畅游老挝系列
主题活动在长沙正式启动。现
场， 湖南省旗袍文化促进会组
成的50余人首发团将启程前
往老挝， 开展“‘湘’ 遇老挝
‘旗’美无限”旗袍国际文化交
流活动。

享文化，乐旅途。启动仪式
上，发布了“湘”遇老挝，“旗”美
无限、艺术交流、孝心传递、快

乐“童”行、为爱加“游”等五类
主题活动。

据介绍， 此次活动覆盖万
象、万荣、琅勃拉邦三座旅游城
市， 游客将游览到象征中老友
谊的凯旋门公园， 老挝标志性
佛寺塔銮，和坦江溶洞、蓝色泻
湖等自然景观， 享用老挝特色
小火锅、国菜“大玛轰”等特色
美食，体验漂流、游湖、骑大象
丛林穿越等特色旅游项目。

■记者 丁鹏志

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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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9日讯 昨天下
午， 湖南省纪念地方人大设立
常委会40周年座谈会在长沙召
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杜家毫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重要思想， 全面提升新
时代全省人大工作水平， 努力
把根本政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
理效能，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领导和老同志刘夫生、
王克英、张剑飞、杨维刚、王柯
敏、周农、于来山、刘玉娥、蔡力
峰， 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
会委员谢勇出席。 省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刘莲玉主
持会议。

杜家毫指出， 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
度。40年来，全省各级人大及其
常委会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切实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着
力推动依法治省、 法治湖南建
设， 大力推动法律法规深入实

施、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有
效保障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
主渠道作用充分发挥， 充分彰
显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巨大
优势和实践伟力。

杜家毫强调， 当今世界正
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湖南
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越是重任
在肩、使命艰巨，越需要发挥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独特优势
和重要作用， 越需要加强地方
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 要始终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和统领，
牢牢把握人大工作的正确方
向， 不断深化对人大工作的规
律性认识，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把实
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根本利益作为价值追求，支持和
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充分行使国家权力，畅通社情
民意反映和表达渠道，发挥人大
代表作用， 密切常委会同代表、
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丁鹏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9
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
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
例》和《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
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修订《中国共产
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
条例》，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
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全面
提高机关党的建设质量的重要
举措，对于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
建设、充分发挥机关基层党组织
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机关党的建设
起着表率和风向标作用

会议强调， 党和国家各级
机关地位重要， 肩负的责任重
大， 机关党的建设具有特殊重
要性， 对其他领域党建起着表
率和风向标作用。 要坚持不懈
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建设让党
中央放心、 让人民群众满意的
模范机关， 为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
务。 要建强机关党的基层组织
体系， 推动机关党建工作与业
务工作深入融合、相互促进，增
强党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
建设，严格党员教育管理，引导
和激励机关党员干部立足岗位
建功立业。要强化机关基层党组
织的日常监督， 引导党员干部严
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
开展工作。 要选拔政治强、 业务
精、作风好的干部从事党务工作，
加强对党务干部特别是基层党组
织书记的教育培训， 充分调动机
关党务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会议要求， 要全面落实机
关党建工作责任， 形成抓党建
工作的合力。 各级党委要把机
关党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来
抓，着力锻造模范机关、过硬队
伍。机关党组（党委）要加强对
本单位党的建设的领导， 党组
（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
一责任人责任， 带动班子其他
成员落实好“一岗双责”。

把国企基层党组织
打造成坚强战斗堡垒

会议指出，研究制定《中
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
工作条例（试行）》，是深入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坚持和加强党对
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 提高国
有企业党的建设质量的重要举
措， 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
业制度， 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
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
能力，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议强调， 国有企业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
础和政治基础， 是党执政兴国
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要切
实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
导，从组织上、制度上、机制上
确保国有企业党组织的领导地
位，充分发挥企业党委（党组）
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
作用。 要坚持中国特色现代企
业制度改革方向， 把加强党的
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
来， 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
各环节， 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
公司治理结构之中， 明确和落
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中的法定地位， 确保国有企业
党委（党组）领导作用发挥组织
化、制度化、具体化。要加强企
业干部队伍建设， 着力建设对
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
兴企有为、 清正廉洁的高素质
专业化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队
伍。加强党务工作队伍建设，把
党务工作岗位作为培养企业复
合型人才的重要平台。 要坚持
抓基层打基础， 找准基层党组
织服务生产经营、 凝聚职工群
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着力点，推
进基层党建理念创新、 机制创
新、手段创新，不断增强基层党
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把
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打造成为
坚强战斗堡垒。

会议要求， 各级党委（党
组） 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 以高质量党建推动
企业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两个条例

把党的领导融入国有企业治理各环节

杜家毫在湖南省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

把根本政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湘”遇老挝，“旗”美无限
湖南启动万名游客游老挝，你去吗

严重违纪违法
3名省管干部被“双开”

本报11月29日讯 记者从三湘
风纪网获悉， 经湖南省委批准，湖
南省纪委监委对颜海林、 李可波、
金彪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颜海林在担任永州市委
常委、 市委秘书长等职务期间，违
反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大搞政治
攀附，热衷跑官买官，与他人串供，
伪造证据，对抗组织审查；违反廉
洁纪律，收受礼金；违反生活纪律。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职权地位形
成的便利条件，在债券发行、工程
承揽、土地出让金减免等方面为他
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
受贿罪；与不法商人勾结，在债券
发行中徇私舞弊，致使公共财产遭
受巨大损失，涉嫌滥用职权罪。

李可波在担任岳阳楼区区长、
区委书记， 岳阳市政协党组副书
记、副主席等职务期间，违反政治
纪律，转移隐匿涉案款物，对抗组
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谈
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隐瞒不
报个人房产事项，在干部选拔任用
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在工程承揽、
企业经营、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
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等。

金彪在担任永州市城市建设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祁阳县
委副书记、县长等职务期间，违反
政治纪律，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
审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
洁纪律，收受礼金；违反组织纪律，
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
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
债券发行、工程承揽、环评审批等方
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
物，涉嫌受贿罪；与不法商人勾结，
致使公共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涉嫌
滥用职权罪。 ■记者 张洋银

11月29日， 花垣县双龙
镇十八洞村，工作人员在展示
《精准扶贫》纪念邮票。当天，
《精准扶贫》 纪念邮票在该村
首发。 邮票由中国邮政发行，
全套由“湖南花垣县十八洞
村”、“河南兰考县”、“江西井
冈山市” 等6枚邮票组成，面
值为7.20元。

记者 唐俊 摄影报道

《精准扶贫》纪念邮票
在十八洞村首发

本报11月29日讯 11月
27日， 由省不动产登记中心起
草制定的省地方标准《不动产
登记档案管理规范》正式发布。
该规范将于2020年1月27日起
实施， 这是全国首部关于不动
产登记档案管理的地方标准。

本标准立足我省实际，包
含了不动产登记档案的分类、
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收集、整
理、保管、电子档案管理、查询

等管理规范， 适用于湖南省范
围内不动产登记档案的收集、
整理、保管和利用管理工作。

标准的实施将有效解决我
省不动产登记档案管理标准不
一、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登记档
案标准化管理将有利于自然资
源部门进一步提供高效便民服
务，维护登记的权威性，保护权
利人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湖南省地方标准
《不动产登记档案管理规范》正式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