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刘洋、陈城报道：“大
幕乡双垅村村委委员陈某某审核把关不
严，致使该村出现财政供养人员吃农村低
保问题，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南川村原
副主任董某某在工作中履职不力，造成无
资质的建设单位参与扶贫项目建设，受到
诫勉谈话处理”……

今年来，咸安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不
断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进行持续跟进、靶向整治，
共追责问责176人。

对照中央纪委指出的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4个方面的12种最新表现，该区纪委
监委结合地方工作实际，制定出台《关于
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实施方
案》，重点对传达中央精神只做轰轰烈烈
的面上工作，口号式、机械式传达，不加消
化、囫囵吞枣式传达；漠视群众利益疾苦，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无动于衷、消极应
付；对招商引资工作不重视，推动项目落
地和建设过程中服务意识不强、跟踪服务
不到位；检查考核过多过滥，多部门重复
考核同一事项，考核内容不务实等11项
问题进行全面整治。

为确保整治“疗效”，该区纪委监委采
取领导班子挂点方式，督促各地各部门党

委（党组）认真摸排查摆自身存在的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和具体表现，深
刻剖析危害和根源。同时，“以上率下”主
动对问题“症结”进行精准施策、重点突
破；综合运用驻点办公监督、重点立项监
督、巡察监督、专项督查、明察暗访、随机
抽查等多种监督检查方式，形成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抓在日常、管在日常的
常态化监督模式；继续完善和畅通“来信、
来访、来电、网站、客户端”五位一体举报
渠道，方便群众随时随地表达诉求、反映问
题、实施监督。

该区纪委监委对监督检查、信访举报
中发现的严重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群众反映强
烈的问题和案件线索，坚持迅速查处；对
整改“走过场”“做虚功”等以形式主义整
治形式主义造成不良后果的行为，坚决予
以严肃问责，以实际行动推动和保障整治
工作取得扎扎实实成效。

截至目前，该区已对13家存在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相关问题的单位负责人进
行了集体约谈，先后发出监察建议书8份，
督促整改有关问题27个。

“要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作为正风肃纪、反对‘四风’
的首要任务、长期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扭住不放、寸步不让。”该区纪委
监委负责人表示，要以作风建设的新成
效，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纪律保
障。

咸安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说“不”
先后追责问责176人

清风清风 文苑文苑

永远奋斗，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漫长奋斗历史的优秀传统。

其中，寓言故事《愚公移山》，传递的
是愚公面对困难顽强奋斗、不懈奋斗的信
念；唐代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
灰泪始干”的诗句，讲述的是奋斗到最后
一刻方才停止的精神；而诸葛亮“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的誓言，更是直截了当地标
出了奋斗的截止日期，那就是身死之时。

可以说，诸葛亮是用他几尽完美的行
为，向人们诠释了什么叫做“奋斗到死方
停歇”。

诸葛亮自刘备白帝城托孤以来，立志
“讨灭汉贼匡扶汉室”，亲率大军平定南方
之乱，六出祁山征伐魏国，数万大军来去
自若，斗志昂扬意气奋发，屡屡重创敌军，
大有饮马河洛之志。而数倍于蜀军的强

敌，却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他意志
坚定、忠诚谨慎、连年征战、奋斗不息的报
国历程，充分兑现了那句“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的承诺。

毛泽东主席念念不忘诸葛亮“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的名言，经常用这八个字，
来称赞他人和约束自己。如“一切共产党
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
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
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热爱
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
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我也要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呢！”

毛泽东主席之所以对诸葛亮的理政
和品德如此推崇，既源于他对“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精神的肯定，也因其与自己所

倡导的“永久奋斗”思想非常契合。
早在1939年5月30日，毛主席在西

北青年救国会举行的模范青年授奖大会
上，就做过题为《永久奋斗》的报告，强调

“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
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
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
要继续传下去。”从此，“永久奋斗”的思
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为着
人类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
不懈奋斗。

进入新时代，仍然要奋斗，永久奋斗
下去，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实现“中国
梦”的伟大事业，还需要共产党人团结和
带领全国人民，继续拼搏奋斗，正所谓“目
标已经锁定，同志仍需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
目标，始终为人民不懈奋斗、同人民一起
奋斗，切实把奋斗精神贯彻到进行伟大斗
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
大梦想全过程，形成竞相奋斗、团结奋斗
的生动局面。”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
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党章关于“为实现共
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心系民众清廉
干净，实事求是踏实苦干，吃苦在前享受
在后，无论在位或退职，都要严格要求自
己，尽其所能，为社会为人民多做贡献，直
至“奋斗到死。”

永久奋斗不停歇
○ 左连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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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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壁市去年历时4个月的扶贫领域
专项巡察工作，共发现驻村工作队履职
不到位、专项扶贫资金使用不规范、虚报
冒领扶贫资金等 29大类问题线索 534
条。

巡察整改期间，给予党政纪处分10
人，通报批评15人，工作约谈42人，诫勉
谈话29人，立案9人，其中3人被移送司
法机关。

这是该市坚持全方位、立体式推动问
题整改落实，全力护航脱贫攻坚战取得的
实效。

立行立改，以“逼”促改暖民心

巡察中，巡察组深入贫困户，了解
所在乡镇党委政府落实脱贫攻坚责任
和驻村工作队驻村帮扶工作开展情
况。

“孩子得了糖尿病，已经到了重症
期，为了治病，家里能卖的卖了，该借的
都借了。”太平口村一贫困对象户愁容满
面。

当知晓其儿子未享受到医疗救助，巡
察人员立即开展调查，发现是因镇、村和
驻村工作队掌握情况不及时、扶贫政策宣

传不到位所致。于是，巡察组第一时间督
促相关责任单位立行立改，迅速解决该贫
困户的医疗救助问题。

“哎，手续太麻烦了，要到很多部门去
申报不说，我又没文化，名字都记不全，连
到哪个部门都找不到。”羊楼司村精准扶
贫对象王汉军说。

按照“扶贫政策落实到哪里，巡察就
到哪里”的工作要求，巡察组在拉网排查
中，发现王汉军在申报小孩义务教育“两
免一补”时，因嫌申报审批程序繁琐准备
放弃的情况，及时向该市教育局反馈，督
促落实相关政策，并向有关部门建议优化
申报审批程序。

运用成果，化“繁”为“简”促落实

巡察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推
动成果运用则成了推动问题解决的关
键。

针对专项巡察中发现的问题，2018
年初，该市在制定出台《赤壁市精准扶贫
重大问题专题会商工作机制》的同时，调
整补充驻村工作队，进一步明晰驻村工作
队、乡镇党委包村干部和结对帮扶责任人
职责。对全市各乡镇分管领导、扶贫干

事、驻村第一书记和23个贫困村的党支
部书记进行扶贫政策业务集训，对测试成
绩不理想、态度不端正的单位和个人进行
通报批评和约谈。

为切实增强贫困户的“自我造血”功
能，该市结合“春风行动”，组织举办专场
招聘会11场，发放宣传资料10万余份，免
费培训贫困人口630人，安排贫困劳动力
就业150名，为贫困家庭提供小额担保贷
款453万元。

为简化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申报程
序，该市实行教育部门统计对象、扶贫办
运用大数据比对、认定的办法，将救助对
象延伸至低特困、孤儿、烈士和残疾人等，
共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学生7264人次，金
额达427.92万元。

为确保医疗保障全覆盖，念好“一免、
一补、两降、四提高”九字经，该市实行“一
站式”结算、“一票制”结账的办法，先后为
2858人次贫困人口住院报销医疗费用
653.6万元。

强化震慑，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闭门说教，不如现场说纪。
巡察组巡察茶庵岭镇云台山村时，发

现该村2015年申报的安全饮水项目资金
有些被挪作村级财务支出。在进行谈话
调查时，该村“两委”班子成员一边对抗组
织谈话，一边虚列项目、编造“一事一议”
工程，企图掩盖事实真相。当巡察组把问
题线索移交纪委监委进行深入调查后，该
村以虚报扶贫项目套取扶贫资金40万余
元和该镇财经所副主任协助作假的问题
线索得到查实。

“我知道自己做错了，希望大家从我
的教训中得到警醒，珍惜组织的信任，切
勿把手伸向扶贫的‘奶酪’。”最终该村支
部书记、副书记兼报账员和该镇财经所副
主任等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分别以挪用特
定款物罪和贪污罪被判刑，并追缴全部违
法所得。

参加庭审旁听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
今后一定要时刻敲响警钟，更加谨慎把好

“廉政关”，看管好老百姓的“口粮款”“救
命钱”，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带来的成
效是惩处了一起，教育了一片。目前，该
市23个贫困村中已有16个村、9135户、
31869人脱贫出列，贫困发生率从2014
年的9.90﹪下降到0.7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护航保驾
——赤壁深入推进扶贫领域专项巡察整改

通讯员 梁鹏 王斌斌

通城组织收看专题片

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本报讯 通讯员皮江星报道：连日来，通城县纪委

监委迅速掀起集中收看《铁血忠魂》《闯王之殇》专题警
示教育片的热潮。

“李自成留下了辛苦17年打下江山、42天就拱手让
出的惨痛教训，警示着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严守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秉公执纪，做到忠诚干净担
当。”该县纪委监委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李文表示，一定
要以史为鉴，做一名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

为认真做好组织观看工作，该县纪委监委及时下发
观看通知，将专题片放在通城廉政网、“清廉通城”等新
媒体平台进行展播，并在通城电视台、云上通城、掌中通
城等媒体平台滚动播放。

同时，将观看专题片纳入全县12月份“支部主题党
日”活动学习安排，通过开展“不忘初心使命、书写时代
芳华”为主题的大讨论，引领党员干部廉洁自律，自觉筑
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嘉鱼崇阳两县纪委监委

认真贯彻落实“十五不准”
本报讯 通讯员陈琳、熊杰、杨碧报道：“执纪必先守

纪，律人必先律己。‘十五不准’作为规范我们纪检监察干
部言行的戒尺，要时时对照，自警自省，决不触碰……”

《全省纪检监察干部“十五不准”行为规范（试行）》出
台后，嘉鱼县纪委监委结合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开展集体
齐读、研讨“十五不准”；崇阳县纪委监委组织纪检监察干
部认真对照行为规范，深入剖析，仔细查找岗位风险点和
薄弱环节，对查摆出的问题，制定措施，立行立改。

“纪检监察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没有天然的免
疫力，每一位纪检监察干部都要时刻谨记‘十五不准’，以
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约束自己。”崇阳县纪委监委负责人
表示，将继续完善内部监管机制，坚持把抓早抓小落在实
处，督促纪检监察干部规范言行举止，正确行使权力，严
格履职尽责。

通羊镇坚持惩教结合

引领违纪村干部走正路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孔祥厚、孙齐报道：日前，

笔者从通山县通羊镇获悉，仅3年来该镇纪委共处理违
纪村（社区）干部43人，其中开除党藉1人，党内严重警
告2人，党内警告40人，共追缴违纪资金56万元。

近年来，该镇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查处村
（社区）干部违纪问题。同时，采取“四措施”做好违纪干
部的思想转变工作。即：每月举行一次违纪干部谈体
会，交流思想，促使他们认识过去的错误、痛改前非；每
季度组织违纪干部观看一部廉政微电影、红色电影等，
帮助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每年组织违纪干部到廉政教育
基地接受一次警示教育；定期组织违纪干部学习党纪国
法，通过测试检验学习成果，让懂纪守法成为常态。

簰洲湾镇狠刹“人情风”
劝退叫停各类宴请59人次

本报讯 通讯员吴奇报道：日前，嘉鱼县簰洲湾镇
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整治“人情风”。

“群众对党委政府狠刹‘人情风’工作，发自内心支
持。目前这个局面总体来说保持得不错，希望党委政府
能坚持常抓不懈，让党员群众自觉，思想上自觉做到不
敢办、不能办，不想办。”广福庵村红白理事会会长吴后
方第一个发言。

“通过一年多的共同努力，才有了今天的好局面，我
们决不能让‘人情风’反弹。”金家洲村红白理事会会长
高才文表示，将进一步加大管控力度，切实将申报办酒
宴制度化、规范化。

统计显示，今年元至11月，该镇纪委共劝退建房宴
请18人、周岁宴请22人、考学宴请16人；叫停周岁宴请
2家、考学宴请1人；约谈党员干部1人。

崇阳为新入职公务员上廉课

扣好人生“第一颗纽扣”
本报讯 通讯员王植报道：“遵纪守法是守住底线、

不越红线、防微杜渐的关键，是每一名公务员的生命线。”
11月21日，崇阳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在县委党校给
新录用公务员上廉政党课。

为期3天的培训，除邀请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讲
廉政教育课外，还组织学员有针对性地观看警示教育片、
赴县看守所接受警示教育，以直观的教育形式、生动的教
育方式，使学员思想上受到触动，灵魂上得到洗礼，从而
增强纪律规矩意识和廉洁从政意识。

“那些看似遥远的纪律法规，其实在我们生活和工作
中处处都有体现，必须要为新任公务员打好底、起好步，
努力成为一名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
清正廉洁的干部。”该县公务员局副局长舒远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