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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巡视组向湖南省
反馈巡视“
回头看”情况
本报6月2日讯 根据中央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中
央第五巡视组向湖南省反馈巡
视“回头看”情 况。2016年 5月
30日，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姜信治向湖南省委书记徐
守盛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中
央第五巡视组组长桑竹梅，副
组长沈永社、边祥慧、陈杰反馈
了巡视“回头看”情况。5月31日
上午， 桑竹梅代表中央巡视组
向湖南省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反
馈， 姜信治对巡视整改工作提
出要求。 徐守盛主持会议并作
表态发言。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2016
年2月27日至4月28日，中央第
五巡视组对湖南省开展了巡视
“回头看”。“回头看” 就是再巡
视，对没有发现的问题进行“再
发现”，对尚未深入了解的问题
进行“再了解”，体现党内监督
严肃性。
桑竹梅指出， 党的十八大
以来， 湖南省委认真贯彻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 注意加强党的
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重视
纪律和作风建设， 加大反腐倡
廉力度， 改进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对巡视整改比较重视，整改
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特别是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坚决果
断从严查处衡阳破坏选举案，

起到强烈震慑作用， 全省政治
生态发生了变化， 党风政风有
了明显好转。巡视中，巡视组发
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问
题，主要是：党的领导弱化，树
立“四个意识”、执行政治纪律
存在差距， 对衡阳破坏选举案
举一反三、正本清源不到位，一
些干部存在“小圈子”问题；对
上轮巡视整改不力， 领导干部
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党
政机关办企业等问题没有整改
到位， 收受红包礼金等问题尚
未得到根治， 消化超职数配备
干部行动迟缓； 全面从严治党
担当不够、落实不力，违反廉洁
纪律问题突出，不收手不收敛、
顶风违纪仍然明显， 传媒系统
等领域廉洁风险大，基层“雁过
拔毛”腐败多发；执行选人用人
规定不严格， 用人导向问题仍
是关注的焦点，存在带病提拔、
买官跑官等问题。此外，巡视组
还收到涉及一些领导干部的问
题反映，已按规定转中央纪委、
中央组织部和有关方面处理。
姜信治指出，湖南省委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坚定政治方
向 ，坚持 问 题导 向 ， 坚 守 价 值
取向， 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
视。 要切实履行巡视整改主
体责任， 高度重视中央巡视
组反馈的意见， 在条条要整

改、 件件有着落上集中发力，
做 到知 错就 改 ，“不 贰 过 ”， 确
保整改取得实质性效果。对巡
视整改情况，要以适当形式向
社会公开， 接受干部群众监
督，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将适时组织开展监督检
查。
徐守盛表示， 湖南省委将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听取十八
届中央第九轮巡视情况汇报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深刻
认识中央巡视“回头看”体现了
党内监督的严肃性， 是对湖南
的又一次“政治体检”。中央第
五巡视组在肯定湖南省委认真
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注重
加强党的建设、 坚持全面从严
治党、重视纪律和作风建设、加
大反腐倡廉力度的同时， 实事
求是指出了巡视“回头看”发现
的主要问题， 指出了湖南工作
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 提出了
整改落实的明确要求。 中央巡
视组指出的问题既认真负责、
客观中肯，又直指要害、精准深
刻， 完全符合中央精神和湖南
实际。 湖南完全赞同中央巡视
组的反馈意见，诚恳接受，照单
全收，将深入查找剖析原因，坚
决抓好整改落实，决不打折扣、
留尾巴。 对阳奉阴违、 虚以应
付、拒不整改的，将从严问责追

责。
徐守盛说，巡视“回头看”
发现的突出问题， 既表明坚持
党要管党、 全面从严治党的长
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又是推
动解决老大难问题、 攻克硬骨
头顽疾、 化解深层次矛盾的重
大契机。湖南要从践行“四个意
识”、落实“两个责任”的高度，
从深化政治巡视的高度， 把抓
好这次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作
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以坚定
清醒的政治自觉、 坚决有力的
整改措施、 雷厉风行的工作作
风，一项一项抓到位、一条一条
改到位。
徐守盛表示， 湖南下一步
将从五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四个
意识”， 切实履行从严管党治
党的政治责任。二是坚定反腐
败战略定力，切实用好巡视利
剑，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
势。 三是坚持正确用人导向，
严格执行选人用人制度规定，
坚决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四是深刻汲取衡阳破坏选举
案教训，以铁的纪律确保换届
风清气正， 营造良好政治生
态。五是进一步加强省级领导
班子 建设 ， 充 分 发 挥“关 键 少
数 ”的关 键 作 用 。 严 格 贯 彻 民
主集中制，坚持科学民主依法
决策。
■记者 唐婷

徐守盛主持书记专题会议
听取巡视情况汇报时强调

用好巡视成果
增强巡视威慑力
本报6月2日讯 今天下午， 省委
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主持
召开书记专题会议， 听取省委巡视工
作领导小组关于今年第一轮巡视综合
情况汇报。徐守盛强调，这次巡视的情
况再次表明， 全面从严治党任务依然
繁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要改进和加强巡视工作， 用好巡视成
果，更好体现和彰显巡视的威慑力，助
力全面从严治党。
今年3月至5月， 省委巡视组对省
台办等9个省直单位、 华菱集团等27
家省管企业开展了专项巡视， 对江永
等4个县开展了常规巡视。 共发现腐
败、作风、纪律、用人等方面重要问题
640个， 涉及党员干部问题线索210
件。 有关问题和线索将按规定移送有
关机关和部门处理。
徐守盛强调，巡视要起到震慑、遏
制和治本作用， 不能巡视了和没巡视
一个样。要推动巡视整改落实。省委巡
视组代表省委去反馈， 要找党委 （党
组） 书记直接说事， 坚决把责任压下
去。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
全面从严治党不力、 不按规定交纳党
费、公款送礼等突出问题，要结合“两
学一做” 学习教育， 深入开展专项整
治。对敷衍了事、整改不力、拒不整改
的，要抓住典型、严肃追责。要抓好线
索处置。对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纪检
监察机关要优先研办，抓紧处置，快查
快结，及时反馈办理结果。要倒逼改革
创新。结合巡视发现的问题，以问题倒
逼改革，推动落实国企改革指导意见，
积极探索省管企业纪检体制、 干部管
理体制和监管体制改革。
■记者 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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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群众的贴心人

短评

—我省如何抓好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
——
根据省委安排部署，从
2016年4月到2017年1月， 将是
我省首次实行市县乡同级领导
班子同步换届的“换届季”。换
届中，如何实现中央提出的“绘
出思 路清 措 施实 的 好 蓝 图 、 选
出忠 诚 干净 担当 的 好 干 部 、 配
出结构优功能强的好班子、换出
心齐气顺劲足的好面貌”总体目
标任务至关重要，为此，我省将重
点把好
“
四关”。
选好代表委员是搞好换届
的基础工作和前提条件。
这次换届，我省将不折不扣
地落实中央有关精神， 多方面、
各环节精准发力，把好代表委员
的政治关、 素质关和结构关。凡
存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差、涉
嫌违纪违法等9种情形的， 一律
不得推荐提名为代表委员人选，
确保人选政治上忠诚可靠； 优化
代表委员结构， 适当提高基层一
线代表特别是工人、 农民代表比
例；准确认定人选身份，坚决防止
身份失真失实或变换身份规避审
查； 严格推荐提名程序和考察审
查，同级党委对党代会代表、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人选，都必须进行

严格考察， 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
省里专门建立了责任倒查和追究
机制，坚持谁推荐谁负责、谁提名
谁负责、谁考察谁负责。
这也意味着，当过农民的老
板、当过工人的企业家、当过老
师的领导干部，不能再像原来那
样，以“农民”“工人”“专业技术
人员”的身份当选代表委员了。
换届是加强市县乡领导班
子建设的重要契机， 选什么人、
不选什么人， 关系班子强弱，关
系人心向背，关系事业兴衰。
领导干部是“关键少数”，
党政正职是“关键中的关键”。
为实现精准选人，这次换届，各
级组织部门在考察前， 认真梳
理有关情况， 对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进行了分析研判， 对干部
进退留转进行预判。 推荐考察
中坚持党委主导、组织把关、发
扬民主相统一，以事识人，多渠
道、多 层次 、多 侧面 考察 干 部 。
对考察对象， 坚决做到档案必
审、个人有关事项必核、纪检监
察机关意见必听、 线索具体的
信访举报必查。
省委的要求是，在换届中鲜

明地亮出干部优与劣的标尺、上
与下的准绳， 向广大干部发出清
晰的信号， 什么样的人能受褒奖、
得重用、有用武之地，什么样的人
受贬斥、被惩处、没有市场。通过强
化正确的用人导向， 进一步优化
我省干事创业的环境，让政治生态
像自然生态一样“山清水秀”。
对我省来说，这次换届是在
严肃查处衡阳破坏选举案后的
首次换届，在换届纪律和换届风
气上， 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再
也容不得半点闪失。
在乡镇党委换届中，各级坚
持从一开始就把换届纪律和规
矩挺在前面， 层层传导责任压
力，聚焦聚力督查督导，正风肃
纪查处问责，对违反换届纪律的
当事人和有关责任人都给予了
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查处违规
违纪问题举报104件， 组织处理
或者纪律处分91人，通报典型案
例28件。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对4
起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有效形
成了高压震慑之势，表明了省委
以“零容忍”的态度抓换届纪律
的决心，打好了市县乡领导班子
换届风气监督“第一仗”。

“换 届 好 不 好 ， 关 键 看 领
导。”这次换届涉及多个层级、多
套班子，政治性、政策性强，时间
紧、任务重、要求高，对各级党委
的执政能力和驾驭能力，都是一
大考验。
省委对这次市县乡领导班
子换届工作高度重视。2015年8
月以来， 已经4次召开常委会会
议，专题研究全省市县乡领导班
子换届工作。 省委以上率下，市
县乡党委均成立了换届领导机
构和工作班子。各级党委履行主
体责任，党委书记履行第一责任
人的责任。 在党委的统一领导
下，相关单位和部门自觉把责任
扛在肩上，认真履职，把党的坚
强领导贯穿到换届工作全过程，
核心作用体现在换届工作各方
面，确保换届不出差错、不出漏
洞，圆满顺利。
我们坚信，有省委的坚强领
导， 有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有
各级党组织的齐心协力，这次全
省市县乡领导班子同步换届一
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潘青春 指导：孙敏坚

“
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
我省首次实行市县乡领导班
子包括人大、政协同步换届的“换
届季”正处于进行时，如何选好各
级带头人，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
面前一道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俗
话说得好，村看村，户看户，群众
看党员，党员看干部。毋容否认，
在当前的经济社会背景下， 领导
班子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旦用人不当， 尤其是单位一把
手，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把好
选人用人关，设置好监督关，应该
是这次换届工作的重心所在。我
们有理由相信， 经历过衡阳贿选
巨大风波后的我省， 一定能不折
不扣地落实中央有关精神， 选出
经得起考验的各级带头人， 把这
次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同步换届
工作圆满完成。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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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3 开奖号码：9 7 6
奖级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直选
6154
1040
6400160
0
346
0
组选 3
10754
173
1860442
组选 6
排列 5 开奖号码：9 7 6 4 3
奖级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26
100000
2600000
直选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