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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艾鹏飞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
大力实施 “三高四新 ”战略，奋力建设现
代化新湖南的首战之年。 恰逢建党百年
之际，为创新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载体、激
励干部担当作为，2021 年 7 月，湘江新区
纪工委推出了 《国家级新区容错纠错机
制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

《丛书》课题研究得到了国家发改委
地区经济司的支持和指导， 是落实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三个区分开来” 重要要求的创新举措，
以容错纠错机制为切入点， 为新区干部
大胆改革创新注入强大动能， 更好地发
挥新时代纪检监察机关护航高质量发展
的新引擎、新示范作用。

积跬步 实践探索出真知
《丛书》为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深化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容错纠
错机制拓展了新视野、开辟了新领域。 为
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湖南湘江新区容错纠
错机制建设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 以理
论研究的新成果助推“三高四新”战略在
湘江新区落实落地， 推动湖南湘江新区
加快打造“一城五基地、五区五小镇”。

2020 年初， 在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
的指导下， 新区纪工委启动了国家级新
区容错纠错机制研究。 同年 6 月 18 日，
经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同意，将“推进
容错纠错激励干事创业” 课题纳入国家
级新区 2020 年度重点课题。自 2020 年 6
月以来，为推动研究工作深入开展，更加
全面掌握所有国家级新区容错纠错机制

建设情况， 湘江新区纪工委带领课题组
历时 1 年，横跨 14 个省域、前往 14 个国
家级新区就容错纠错工作实施情况展开
专项调研。 通过收集整理经验做法，积极
挖掘特色亮点， 深入研究各个国家级新
区的容错纠错制度文本、政策实践、建设
现状、典型案例等 ，形成了由 《国家级新
区容错纠错机制发展报告》《国家级新区
容错纠错案例分析报告》《湖南湘江新区
容错纠错制度建设： 理论探索与实践创
新》《国家级新区容错纠错机制建设研究
论文集》组成的《丛书》。

《丛书》着眼国家级新区在改革创新
方面的历史使命和政策优势， 立足湖南
湘江新区、面向全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 率先开展
纪检监察机关激励干事担当的基层探
索、提供基层经验，力争解决当前在政策
落实和干部担当作为中的现实问题，突

破容错纠错机制建设中的难点、痛点、堵
点。

“《丛书》的作者，既有不同领域的专
家学者，也有从事实际工作、学有专长的
领导干部。 容错纠错是他们长期关注与
研究的领域，他们发表的观点都是对‘容
错纠错’机制的进一步理解和诠释，具有
一定的深度和意义。 仔细读来，很多都可
以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具有很强的
实践指导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李军鹏教
授说。

群策力 精心编排助发展
《丛书》经过精心编排和深入浅出地

表达，带动读者的阅读兴趣。 《国家级新
区容错纠错机制发展报告》以 19 个国家
级新区为研究对象， 对当前国家级新区
容错纠错机制的理论基础、政策现状、现
实情况进行了系统研究， 对解决容错纠
错的科学化方案进行了积极探讨， 为今
后国家级新区稳步推进容错纠错各项工
作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模式。

《国家级新区容错纠错案例分析报
告》从环境治理、工程项目建设 、营商环
境等 7 个重点工作领域的典型案例入
手， 以全景式分析的形式呈现了国家级
新区容错纠错的工作实况， 为容错纠错
实践工作提供思路。 比如，在“未经审批
‘芙蓉 ’已开 ，有心为民适当容错———某
艺术中心部分项目 ‘未批先建 ’事件”案
例中，该新区纪工委坚持“五看”标准，综
合考虑问题性质 、工作依据 、主观动机 、
决策过程和纠错态度， 认为相关人员的
行为符合该新区 《激励干事创业容错纠
错实施办法》相关规定，对其进行了容错

免责处理， 充分保护了干部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进一步激励干部勇于担当、履职
尽责。

《湖南湘江新区容错纠错制度建设：
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聚焦湖南湘江新
区容错纠错机制建设的实践经验与做
法，多维度、多角度对湖南湘江新区容错
纠错机制的发展情况、主要做法、创新成
效、 存在的问题及机制优化等展开了研
究， 并对新区进一步完善容错纠错机制
进行了探索创新。

《国家级新区容错纠错机制建设研
究论文集》涵盖了多名专家学者、实践工
作者对容错纠错机制建设的理论探讨 ，
对全面推进国家级新区容错纠错机制建
设、 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
新作为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湘江新区纪工委书记文山虎介绍 ，
国家级新区是由国务院批准设立承担国
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
功能区，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引领全面
改革开放、推动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产城
融合和城乡一体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新区纪工委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既
要做到监督执纪有力度， 又要做到激励
关怀有温度，旗帜鲜明地保护担当者，支
持干事者，宽容失误者，问责不为者。

蓝图正擎，新篇力展。 湖南湘江新区
将积极发挥容错纠错机制活力， 充分调
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主动性
和创造性，激励广大干部保持只争朝夕、
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和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斗争精神，在服务“三高四新”战略实
施和现代化新湖南建设中体现新区担
当。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杜巧巧 通讯员 刘彬）“整整 30 年啊，我
终于找到自己的母亲了， 真的太感谢你
们了。 ”7 月 18 日下午，颜先生在长沙市
公安局刑侦支队与分离了 30年之久的母亲
见面，他紧紧抱着母亲，久久不愿分开。

今年 5 月 29 日，“宝贝回家”志愿者
联系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团圆行动”
专班，称其收到一名叫颜某辉（男，34 岁，
户籍地为广东省普宁市麒麟镇）的求助，
其自称 5 岁左右在广州火车站与父母走
失后被人拐卖至广东省普宁市， 自己应
该是长沙市望城人。颜某辉自述，2019 年
曾主动到当地公安机关采血，要求认亲，
但一直没有结果。 今年“团圆行动”以来，
颜某辉看到相关的宣传报道后， 寻找亲
人的意愿更加强烈， 希望长沙市公安机
关能为其寻找亲人。

得知该情况后， 省公安厅刑侦总队
和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领导高度重
视，并指示专班由侦查、技术、视频侦查、
情报研判“四同步”开展核查工作。 专班
技术人员经采集颜某辉血样进行检验 ，
并入库比对，但没有比中信息；侦查人员
对历年来的失踪被拐儿童的案（事）件进
行疏理， 也未发现符合条件的失踪被拐

人员； 视频侦查经人像比对并结合情报
研判也未发现有符合条件的。

核查工作一度陷入停滞， 但是专班
民警并没有放弃，根据领导指示，拓宽思

路，通过 DNA 检验新技术———男性家系
排查系统开展检验， 并在长沙市本地比
对，未比中任何家系。 后将比对范围扩展
至全国，经比对分析认为，颜某辉与江西

省上饶市信州区一家系存在亲缘关系 。
得知这一重要线索，专班民警立即出发，
在江西上饶警方及“宝贝回家”志愿者的
共同努力下， 发现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
居民郑某仙于 1991 年在广州火车站与
儿子俞某华（1986 年 9 月 12 日生）走失，
且反映的情况与颜某辉记忆中的相符。
郑某仙现居住于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其
女儿处，经与嘉兴海盐警方联系，采集郑
某仙血样与颜某辉的 DNA 进行单亲比
对，确认两人的亲缘关系。

三十载寻亲梦 ，DNA 技术助力团
圆。 “团圆行动”开展以来，长沙公安全力
以赴，深植民本情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 ，扎扎实实开展打拐工作 ，先后为 40
余人寻找到亲人， 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增光添彩。

“让更多失踪被拐儿童早日回家，是
长沙公安努力的方向， 也是全社会的共
同期盼。 ”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长沙公安将严格按照
公安部、省公安厅的工作部署，大力开展
“团圆行动”， 扎实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 ，全力打击拐卖儿童犯罪，
依托新技术服务打拐工作， 让更多失踪
被拐的孩子回到父母身边。

“让孩子回家 让万家团圆”
长沙公安助力被拐 30 年男子回家

湘江新区纪工委争当深化容错纠错机制的率先践行者、理论提升者、创新引领者
《国家级新区容错纠错机制研究丛书》出版

《国家级新区容错纠错机制研究丛书》。

认亲现场。 警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