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廉政文化进校园
11 月 21 日，咸宁职业技术学院举办

廉政书画展，展出 100 余幅书画作品和
200余本廉政书籍，给全校师生上了一堂
党风廉政教育课。

据悉，该校举办此次廉政书画展，旨
在深入推进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监察法
规宣传教育活动进学校社团、进学生寝
室，推动廉政文化进校园，全力营造风清
气正的校园文化氛围。

通讯员 焦薇 摄

本报讯 通讯员刘洋、张虎、李凯报
道：“温泉办事处白茶社区原民政助理
员朱某对该社区低保户审核把关不严、
入户核查不细，致一居民自 2012 至
2018年间违规享受低保……”近日，咸
安区纪委监委责成有关部门对违规领
取的18480元低保金进行收缴，并对朱
某立案审查。

这是该区纪委监委运用“扶贫领域政

策落实监察系统”开展监督检查，为脱贫
攻坚保驾护航的一个缩影。

今年7月以来，为扎实推进大数据监
督检查和整改问责工作，该区从抓牢党委
主责入手，在区一级成立了由区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任组长的领导小组，指导
各乡镇办场、区直单位迅速对标成立相关
工作机构，形成上下贯通、环环相扣的工
作格局，层层压实工作责任。

为提高群众参与监督检查工作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该区在充分运用电视、网
络、手机APP等新媒体对扶贫领域政策进
行宣传报道的同时，先后印发致全区人民

的公开信 8000 余封、政策解读一本通
800余份，制作政策解读宣传栏150余个，
悬挂横幅标语230余条，使群众对扶贫领
域有关政策有了全面清晰的了解。

在广大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各乡镇办
场172个工作专班按照“实地看、见面谈、
邻里访、留痕迹”工作要求，对2850条问
题线索，围绕办理程序、资金去向、线索真
伪、人员责任、佐证资料“五要素”，进行入
户核查，确保见人见事、分析精准，共查实
问题线索316条。

为把牢入户核查结果真实、定性准
确的“关口”，该区成立6个复核组，围绕

核查情况是否真实、填报表格是否完整、
资料台账是否齐全等7个问题，按100%
比例对入户核查中查否的2534条问题
线索进行复核，新增查实问题线索 70
条。

“对胆敢向扶贫资金动‘歪脑筋’的，
一律严惩不贷，使铁的纪律真正成为党员
干部工作生活的自觉遵循。”该区纪委监
委负责人表示，要融合科技手段，强化精
准监督，切实守护好扶贫“奶酪”。

截至目前，该区已督促整改查实的问
题线索348条，追责问责相关责任人96
名，立案12人。

咸安运用大数据守护扶贫“奶酪”
先后追责问责违纪违规人员96名，立案12人

本报讯 通讯员宋成琳报道：“我通
过实名举报向县纪委反映的问题，得到了
县纪委干部的及时反馈，不仅相关村干部
受到了处理，我被克扣的钱也退还给了我
……”日前，通山县通羊镇港口村一村民
激动地说。

今年以来，通山县纪委监委紧盯扶贫
领域信访举报工作，坚持综合施策，强化
受理办理工作，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的纪
律保障。一方面立足畅通“信、访、网、电”
等信访举报渠道，全方位、大密度宣传脱
贫攻坚信访举报方式，将脱贫攻坚信访举
报箱挂到村、组，全面开展问题线索“大起

底”和“大清盘”活动，对2015年以来受理
的问题线索及处置情况进行全面梳理排
查，实行专人负责、台账管理、集中研判、
跟踪督办、限期销号；一方面坚持“快”字
为先，凡是涉及扶贫领域的信访举报，按
照“日清、周转、月报、季结”的工作制度，
坚持受理录入“无遗漏”、流转督办“无积
压”；凡是涉及扶贫领域的信访件，都必须
标注“扶贫”关键字样，实行优先处置；凡
是实名举报承诺优先办理、按时办结，并
将办理结果及时反馈。同时，强化“闭环”
管理，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对每个脱贫攻
坚信访举报件实施动态跟踪，通过发函督

办、电话跟进、实地指导、听取汇报、审核
卷宗、疑难会商等方式进行督办。

该县纪委监委主动前移受理关口，建
立领导定点接访制度，将接访点搬到县信
访局，在畅通举报渠道的同时，实现与信
访部门信息互通、成果互享。并以每周四

“扶贫日”为契机，变“群众上访”为“直沉
下访”，督促干部走村入户召开“屋场连心
会”，“面对面”发现和受理信访举报，征求
意见建议，收集问题线索。

针对乡镇纪委人员较少、办案力量薄
弱的问题，该县推行协作区办案机制，加
大对重大疑难问题线索的提级办理力

度。并通过整合乡镇纪委、派驻力量，对
扶贫领域信访举报集中开展“回头看”，对

“回访”中发现信访举报办理存在敷衍推
诿等现象，造成不良影响的，严肃追责问
责。

“要擦亮问题线索的‘主窗口’，读懂
反腐民意的‘晴雨表’，画好决策部署的

‘分析图’。”该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要切实把好信访举报第一道关口，不
断提高监督执纪质量和效率。

截至目前，该县纪委监委共受理扶贫
领域信访问题线索93件，办结76件，处分
党员干部21人。

综合施策 跟踪督办

通山认真受理扶贫领域信访举报

“有能力不如有关系”“人脉多，路子
广”“朝里有人好做官”“进了圈子才算进
了班子”……说起官场“关系学”，许多党
员干部或多或少有所耳闻，有的甚至深信
不疑并“身体力行”。

近年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强大攻势
下，形形色色的“团伙”被铲除、“圈子”被
打破，可谓大快人心。但仍有一些党员干
部看不清形势，笃信“关系学”，热衷“关系
网”。有的四处找门路、搭“天线”，一天
到晚分析某某是谁的人，看看能“抱上
谁的大腿”，把关系视为“为官之道”“升
迁法门”；有的以人划线、以地域划界，
明里暗里搞小山头、小圈子，彼此抱团，
遇事互相照拂，互相利用，甚至集体串
通谋取不正当利益；更有甚者，结成政
治利益同盟，搞拉帮结派、团团伙伙、利
益输送，形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
立王国”。

官场“关系学”之所以有其市场，既有
找关系者千方百计“贴”“靠”的原因，也少
不了关系提供者假公济私、私相授受。一
方面，有些人迷信“大树底下好乘凉”，以
为有了关系，就有了“靠山”、能走“捷径”，
有事时找关系摆平，无事时有备无患，因
而对拉关系乐此不疲，甚至到处吹嘘。另
一方面，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
物，享受“当老大”的感觉，希望别人对自
己众星捧月、唯命是从、马首是瞻，因而公
器私用，用掌握的权力编织、经营自己说
一不二、呼风唤雨的“地盘”。

热衷“关系学”的那些人，本质上都是
为着一己私利，妄图在“关系网”里同进共
退、获利分赃。一事当前，网内之人往往
以关系划界，建立了关系，来者不拒、有求
必应；关系生疏的，不理不睬、板起面孔。
如，在重大决策上，不遵循民主集中制，而
是在“圈内”先“定调子”，少数人说了算；

在选人用人上，为“圈内人”谋政绩、造政
绩，只用“圈内人”；在权力行使上，对规则
搞选择性执行，为照顾“自己人”想方设法
钻制度空子、暗箱操作。凡此种种，导致
一个地方、部门的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乌
烟瘴气，令正派做人、老实做事的党员干
部寒心不已。

“以利交者，利尽则交疏；以势交者，
势倾则交断。”那些靠“拉拢”、靠“勾兑”建
立起来的关系，实际上是极其脆弱的。其
一，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关系，往往矛盾
重重，参与者各怀鬼胎、各打算盘，一旦分
赃不均，马上反目成仇。其二，维持这种
利益关系可谓不易，找关系者要不断地

“进贡”“孝敬”，以巩固关系，关系提供者
要经常施予恩惠，否则一旦让围着转的人
觉得今不如昔、“说话不管用”，这个“圈
子”随时分崩离析。其三，沉迷于经营关
系的党员干部，心思不会用在干事创业

上，迟早会因能力不行、办事不力而被嫌
弃、抛弃。

“关系网”极易滋生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在全面从严治
党大气候下，编织“关系网”，早晚被套
牢！这帮那派，曾经多么春风得意，最终
还不是东窗事发，一抓一窝，一带一串，树
倒猢狲散。

作为党员干部，应当牢记“人情之中
有原则，交往当中有政治”，多一点脚踏实
地，少一点投机取巧；多走群众路线，少走

“上层路线”。毕竟，依仗某个“贵人”作为
“背景”或指望某棵“大树”提供“庇佑”，都
是天真的，绝对不可能长久。

编织“关系网” 早晚被套牢
○ 兰琳宗

赤壁成立乡镇（办）监察室

14个派出机构全部挂牌
本报讯 通讯员李臣、程辉报道：“派出乡镇监察室成

立后，我们对政务案件也可以调查处置了……”日前，赤壁
市监察委员会派出赤壁镇监察室主任叶辉在向干部群众
介绍工作职责表示，只要是行使公权力，都将受到监督。

为推进监察体系向基层延伸，今年来，该市纪委监委
严格按照上级要求部署，在14个乡镇（办）成立派出监察
室，与乡镇（办）纪委合署办公，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
子”，推动纪律监督和监察监督全覆盖。同时，以今年村
级“两委”换届为契机，严格把握选人标准和条件，配齐
配强村级纪检监察队伍，选用一批政治过硬、作风优良、
敢于担当的纪检委员和监察信息员，进一步夯实基层纪
检组织建设，切实发挥基层纪检组织职能作用。

“派出乡镇（办）监察室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市监察
职能向乡镇（办）延伸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该市纪委
监委组织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强对相关人员的
履职培训，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能力素质，努
力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截至目前，该市14个乡镇（办）派出监察室共配备专
职监察干部35名。

嘉鱼坚持“快”字当头

提升信访件办理质效
本报讯 通讯员陈琳、刘艳华报道：今年来，嘉鱼县

纪委按照“快转，限期办理；快核，限期办结；快审，限期
上报”的工作要求，不断压实工作责任、优化信访处理流
程取得明显实效。

该县纪委要求，信访室当天接收的上级信访交办
件，必须当天登记录入信访管理系统，并打印重要信访
拟办单呈领导批示。同时，3个工作日内完成呈批手续，
并回告实名举报人受理情况；5个工作日内，根据领导批
示意见，完成转交手续，移交本委纪检监察室办理。

该县对交办件开通查办“直通车”，优先安排力量对进
行核查，实行领导包案指导，明确不立案交办件要在3个
月内办结，立案交办件不超过6个月办结，形成灵活运用
微信、电话、通报、发函、约谈、汇报等多种方式进行督办的
工作机制，层层传导工作压力，倒逼承办部门落实责任。

在此基础上，建立交办件集体审核制度，由承办部门
核查完毕后，第一时间提交县纪委常委执纪专题会议进行
审议，按照“一案一审”要求进行集体审核把关。对不认真
办理、办理时间超期的，由该委领导约谈承办单位负责人。

截至10月底，该县纪委监委共接收上级信访举报交
办件10件，按期办结率达100%。

通城建设廉文化宣传墙

擦亮“十进十建”廉品牌
本报讯 通讯员毛瑜报道：“瞧，墙体上的文明标语、

相关古典绘画、诗词等，都与‘廉’有关，再配上‘桂香苑’、
‘莲香居’等冠名，使整个安置点都‘活’起来了……”日
前，通城县四庄乡华家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上，群众对
新建的廉文化宣传墙充满感慨。

为扎实推进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监察法规宣传教育，
今年来，通城县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在城区街道、高速路
口、扶贫安置点、乡镇及村口人流集中地带，以刷新墙体和
安装固定宣传栏等形式，将“廉政文化”作为主线融入一
砖一瓦、一山一水之间，不断擦亮“十进十建”廉品牌。

该县一方面因地制宜、以点带面，将本地红色廉政文
化、优秀传统文化、革命历史文化等元素融入到阵地建设
之中；一方面升级塘湖镇罗荣桓教育馆，打造秀水公园廉政
文化示范点和大坪乡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把家风家训、乡规
民约中的“忠孝仁义礼廉”等内容，以图画、诗词等形式，将
廉政宣传标语上墙，充实到四庄乡华家村、清水村、关刀镇
云溪村等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使廉政教育“润物无声”。

截至目前，该县共在120余个村（社区）设置廉政文
化墙260余个。

崇阳推动纪法教育进党校

筑牢反腐倡廉思想防线
本报讯 通讯员王植、吴玉芳报道：日前，崇阳县纪

委监委有关负责人来到县委党校，为2018年下半年全县
干部主体班学员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从认识
《监察法》修订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监察法》的主要内
容、如何学习贯彻等三个方面进行详细讲解，为103名学
员上了一堂“补钙壮骨”的廉政党课。

近年来，该县纪委坚持把党校作为干部纪律教育的
重要课堂，将专题廉政党课、警示教育纳入党校的“必修
课”，督促县委党校把加强纪律作风教育贯穿于学员培训
轮训的各个环节，对学员培训轮训期间课堂学习、党性实
践、班级活动、廉洁自律、课题研究等方面的表现进行积
分制管理，并实行学员培训轮训闭卷结业考试制度，确保
学有所获、学以致用。

同时，县委党校还先后6批组织780余名学员到县
看守所、陈寿昌烈士陵园等地，开展警示教育、爱国主义
教育，帮助学员筑牢反腐倡廉思想道德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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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监察法规宣传教育“十进十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