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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由天心区人民法
院承办的“失信黑榜发布暨执行
兑现活动” 在长沙市天心区黄兴
南路步行街黄兴广场举办，届时，
将通过黄兴广场周边数块大型电
子显示屏，公开52名“老赖”名单。
（详见本报今日A07版）

在公民隐私权不断强化的
今天，商业街大屏幕“晒老赖”
的行为绝对吸引眼球， 当然也
不免有人质疑， 这是否涉嫌侵
犯个人隐私？或者说，“晒老赖”
本身有无法律依据？ 有质疑当
然是好事， 一方面说明公民个

人隐私保护意识在提高， 另一
方面也可以时刻提醒执法机关
在公民隐私上“不逾矩”。

对于舆论质疑的问题，其
实很容易找到法律支撑。 新修
改的民诉法明确规定，“被执行
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
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
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
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
定的其他措施。”而且，最高法
也已多次阐明该措施的合法
性，对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老

赖”将被限制乘坐飞机高铁出行。
有专家估计， 每年数百万起

老赖案件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的
损失约为6000亿元人民币 。对
“老赖”人人喊打，但“执行难”也
一直是法院头疼的问题。 将“老
赖” 的身份信息或者照片在人流
密集的商业街公之于众，纵使老赖
们心理素质再强大，恐怕也难以保
持镇定。毕竟，“人无信不立”，谁敢
跟一个失信的人打交道？

“晒老赖”， 天心区并非第一
个吃螃蟹的。 通过其他地方的实
践可以发现，“晒老赖” 的震慑作

用明显， 有些老赖在收到判决书
后，主动将欠款还清。因此，商业
街大屏幕“晒老赖”，这个可以有。
但也不讳言，“晒老赖” 并非治本
之举。治本之举还在于此前政府工
作报告提到的，“要加快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 推进政府信息共享，推
动建立自然人、 法人统一代码，对
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害消费者
权益的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也
即， 将个人信用与其社会活动挂
钩，一旦失信，将寸步难行，从根本
上破解对失信者缺乏制约的尴尬
局面。 ■李成辉

10月29日晚， 网友王女士
称， 安徽宿州灵璧县副县长李
长锋通过微信向她发露骨信
息、晒自家别墅，并称自己扶贫
下乡和百姓握手后洗手多次还
担心脏。10月31日， 宿州市政府
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按有关法
律规定免去李长锋灵璧县副县
长职务。（10月31日《新京报》）

有的人手是脏的， 心灵却
是干净的； 有的人手是干净的，
心灵却是肮脏的。 五十多年前，
掏粪工人时传祥当上了劳模，在
1959年10月26日的这一天，进了人
民大会堂参加“群英会”。当时，时
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一见到
时传祥， 就一把握住时传祥结满

厚茧的手， 诚恳地说出了后来广
为传播的名言：“你掏大粪是人民
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
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的不同，都是
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 今天要是以这
位李副县长的眼光去打量，时
传祥的手也是脏的， 但是身为
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却没有丝毫
犹豫就热情地握了上去。 这段
往事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佳话，
是因为在时间与历史的眼光
中，即便时传祥的手真的很脏，
但他“宁肯一人脏，换来万户净”
的精神却折射出了他一颗无比
纯净的心灵；而刘少奇心无芥蒂
地与他握手，则反映出一名真正

的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 永远站
在人民这一边的坦荡胸怀， 这是
对普通劳动者的基本尊重， 也是
不忘初心的自然而然的行为，因
为真诚而纯净。

然而，再看看这位李副县长，
养尊处优、轻浮奢靡，手自然是保
养得十分干净， 但他的言行举止
却无一不在揭露出他的心灵龌龊
与肮脏。他发信息骚扰与勾搭有求
于他的异性或属个人癖性，或另有
隐情，但下乡扶贫与百姓握手，洗手
多次还担心脏，这不是有心理问题，
就纯属故意蔑视与侮辱扶贫对象
了。脏的其实不是百姓的手，而是
这名副县长的心，手可以洗干净，
心却是用再多的水也难洗净。也

因此，副县长的言语一经传出，就
引发了公愤，他身为公职人员，败
坏了政府的公共形象。

说起扶贫， 党和政府一贯提
倡的是“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
其核心是一个“真”字。像这名副县
长一边和百姓握手， 一边内心里
嫌百姓手脏，虚伪十足，显然不是
“真扶贫”。再结合他的其他表现来
看， 他显然已经丧失了作为领导
干部最起码的道德与理想信念，
而堕入鄙俗肮脏的心理泥淖。这
虽是个案，但足以引起其他党员和
干部的自我警示，怎样不忘初心，在
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支撑下，做
个行为端正、心灵干净的人。

■本报评论员 赵强

嫌百姓手脏，只能证明自己心灵脏

反腐肃贪

本报10月31日讯 今天上
午， 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召开省
委常委会会议，研究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报告和省纪委工作报告，部署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省领导许达哲、 乌兰、 许又
声、陈向群、易炼红、傅奎、黄跃
进、黄关春、黄兰香、王少峰、韩永
文、葛洪元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 即将召开的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 是在我省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开启实现
基本现代化新征程关键时期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起草好
党代会报告，对于开好党代会、指
导全省今后5年乃至更长一个时
期的工作意义重大。 要认真学习
领会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充分体现“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
局， 把中央决策部署与湖南工作
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 进一步明
确主题、理清思路、突出重点、彰

显特色，体现思想性、战略性、前
瞻性、创新性和指导性，确保总结
成绩振奋人心、 发展愿景催人奋
进、发展定位科学准确、发展战略
切合实际、工作抓手具体有力、工
作举措务实管用。要广泛征求、全
面梳理、充分吸收各方意见，集中
各方智慧、凝聚全省共识，真正使
报告成为引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的纲领性文件。

会议原则通过《中共湖南省
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会
议指出，《意见》立足湖南实际，坚
持问题导向，在全面遵循《准则》
《条例》的同时，针对我省全面从
严治党中的突出问题， 提出的贯
彻举措和要求具有较强的可操作
性， 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的一个有力抓手。 全省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
别是省委常委会成员和省级领导
干部要把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
神、《准则》《条例》与贯彻省委《意
见》有机结合起来，率先垂范、以
上率下， 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记者 贺佳

怀化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易贵长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接
受组织调查。

易贵长，男，瑶族，1963年6月出
生，湖南洪江市人，在职本科学历。
198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
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靖州苗族侗族
自治县副县长， 共青团怀化地委副
书记，会同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怀
化市建设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怀化
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怀化市委常委、 鹤城区委书记等职
务。2011年9月至2016年9月任怀化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记者 王智芳

本报10月31日讯 今
天下午， 记者从省纪委了
解到，今年1至9月，全省共
立案12389件， 结案9510
件，处分9439人，分别比去
年同期增长33.6%、27.2%
和24.3%； 移送司法机关
300人。 省纪委共立案65
件，涉及省管干部45人。

截至9月30日，省纪委
共受理办结完成45起违反
党纪政纪问题， 共处分50
人， 其中厅级干部35人，处
级干部15人。涉及省管干部
42人，19人被开除党籍和公
职。

在纪律审查环节，全
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行
为列入纪律审查重点。今
年1至9月， 全省共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995起、处理1611人，给予
党纪政纪处分1105人。

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
时，紧紧围绕“六项纪律”，
把握运用“四种形态”，加
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督
管理。今年1至9月，全省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问
题线索16606件，同比增长
42.3%。其中，省纪委处置
1134件， 同比增长10.4%。
全省共开展谈话函询1844
人次，同比增长133.1%。

今年以来， 湖南省各
级纪检机关坚持挺纪在
前， 切实加强纪律审查工
作，努力做到力度不减、尺
度不松、寸步不让，释放保
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的强
烈信号。 ■记者 王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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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家毫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研究省党代会报告和省纪委工作报告

部署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我省前三季度立案1.2万余件
涉及省管干部45人

怀化市原市委常委易贵长
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

·我们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