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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严查“四风”问题
查处相关问题25起、处理41人

本报讯 通讯员毛本波、张虎报道：“贺胜桥镇桃林
村党支部书记王某某违规发放津补贴,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区政协办公室副主任陈某某违规操办喜庆事宜，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近日，咸安区纪委监委严肃查处
了一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据了解，该区1至11月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25起，处理41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7人，
印发典型案例通报4期。

今年来，该区纪委监委始终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作为纠正“四风”的重要抓手，坚持紧盯节假日、升学
季、换届选举等重要节点，在发送提醒短信、重申纪律要
求、开展廉政谈话的基础上，联合审计、税务、公安等单
位，累计开展监督检查9轮300余次。

针对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该区纪委监委主动出
击，在全区开展机关食堂、项目指挥部和婚丧喜庆事宜等
重点部位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发现问题263个，督促整改
205个，转问题线索58个。

同时，深入开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回头看”，查
找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对症下
药，由解决面上的问题向解决深层次问题延伸，进一步铲
除“四风”问题滋生的土壤，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
报一起，持续释放执纪必严、违纪必究的强烈信号。

赤壁借“三国”东风扬清廉正气
本报讯 通讯员廖彧报道：“刘备为

人谦和、礼贤下士、志向远大，素以仁德为
世人称赞，其建立的蜀汉帝国治下的官员
大多以‘清’著称……”近日，在赤壁市人民
广场，一座崭新的“躬勤政事”座雕吸引过
往市民驻足观看，或品评文字，或欣赏雕
像，或拍照合影。类似这样的“三国廉政人
物”雕像，在赤壁市人民广场共有10余处。

今年来，赤壁市纪委监委着力挖掘本
地廉政文化资源，将人民广场进行升级改
造成“三国赤壁廉政文化广场”，充分宣传
具有赤壁特色的三国廉政文化。

赤壁是当年三国赤壁之战的遗址，是
我国古代“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七大战
役中唯一尚存原貌的古战场，在三国文化
中，廉政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结合这
一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该市纪委监委精
心挖掘三国文化中的廉政元素，以赤壁市
人民广场为主阵地，以政风、民风、家风、学
风等“四风”为主线，通过陈述名人小故事、
还原历史场景等形式，呈现三国廉政文化。

据了解，“三国赤壁廉政文化广场”的
“政风”板块，主要通过“躬勤政事”、“出师
表”、“孔明借东风”等雕塑还原三国历史

场景，展示勤政爱民、政治清明等景象；
“民风”板块充分挖掘三国时期的民风故
事，“吃瓜留子”、“杏林春满”等20余个小
故事，体现了三国时期周瑜、诸葛亮等英
雄人物忠于国家、孝敬父母、和睦邻里的
纯朴民风；“家风”板块则主要围绕诸葛亮
《诫子书》的内容展开，通过石刻、文化墙
等形式，传播清廉家风；“学风”板块以“凤
雏治学”雕塑为中心，再现庞统在凤雏庵
避世读书，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生动场景。
同时，以三国廉政主题命名的一园三桥三
阁巧妙穿插于四个板块之间，寄情于景、

寓教于乐，使市民群众在休闲娱乐中受到
廉政文化的无声熏陶。

“我们立足赤壁本地资源，近年来主
要在‘谈古传廉、学红锻廉、品茶悟廉’三
大廉政文化品牌方面下功夫。”赤壁市纪
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三国赤壁廉政文
化广场”是“谈古传廉”的主阵地，下一步
将继续结合地域特色，深入挖掘廉政元
素，打造“学红锻廉”及“品茶悟廉”宣传教
育阵地，让市民触景思廉，在潜移默化中
接受廉政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从而营造崇
尚廉洁的良好社会氛围。

“本以为自己不贪不占就是好干部，没
想到自作聪明，反而错上加错，违反了党的
纪律，受到党纪处分是咎由自取……”今年
9月，通城县沙堆镇办公室干部黎某收到
该镇纪委给予的党内警告处分决定书时，
悔恨不已。

今年3月，通城县纪委监委组织专班
对全县各单位近三年以来是否存在违规
发放津补贴问题开展监督检查，发现沙堆
镇政府去年3月的一次公务接待存在涂
改财务票据、更改接待人数的问题。

该县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和沙
堆镇纪委当即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该问题
线索进行核查。

经查，2017年3月1日，沙堆镇政府
镇、村综治维稳专班7人处理湾船咀村10

组村民胡某家农田改造纠纷一事，沙堆镇
办公室干部黎某在镇政府机关食堂安排
这7人用餐，费用700元。

从当日接待派餐单上看，共用餐 2
餐。按照《通城县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
实施细则》，乡镇接待中晚餐每人每次50
元的标准，7人用两餐共花费700元，没有
超标呀，黎某为何要将7人改成9人呢？
我们察觉到这其中可能有“玄机”，决定找
在派餐单上签字的当事人黎某谈话。

“关于修改就餐人数一事，请解释一
下是怎么回事？”我们直奔主题。“这个，我
也是为单位着想，用餐时我没有参与，我
只是负责安排。”黎某挠了挠后脑勺，目光
游离，答非所问。

“修改用餐人数的事我们已经有所了

解，没必要遮遮掩掩。”调查组负责人语气
严厉地说。

“我就是考虑到怕发生接待超标的问
题，情急之下，便将7人改为9人，谁知你
们眼睛这么尖，这都被你们发现了。”黎某
不安地搓了搓手，低下头喃喃道。

“接待标准你清楚么？你修改有没有
向有关领导汇报？”……

我们抛出一连串问题，一步步追问。
“其实，那天处理胡某家的事，7人在镇食
堂只吃了一次中餐，我把人数修改后，发
现9人吃一餐饭发生费用700元，还是超
标，便擅自在用餐桌数一栏里加上‘2餐’
字样，当时一心只想着规避超标准公务接
待的风险，以为一点小问题不要紧。”沉默
了一会儿，黎某一五一十地道出了真相。

“修改用餐人数，变更用餐次数，这还
是小问题？《条例》明确规定，违反公务接
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或者借机大
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
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经过耐心教育和相关纪法知识讲解后，黎
某彻底反思。

事后，该镇分管财务工作的邱某对
自己审批把关不严的行为也深感愧疚，
在组织对其进行诫勉谈话时作了深刻检
讨。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无特区、无小
事、无例外。舌尖放肆企图在笔尖收敛，
超标准接待却想“一笔勾销”，自以为能

“瞒天过海”，却终究无法躲过纪律的鞭
子。

超标接待岂能一笔“勾销”
通讯员 毛瑜

纪检手记纪检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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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来，通山县纪委监委组建由各乡
镇纪委、派驻纪检监察机构，以及机关室
（部）干部组成的调研组，围绕“全面从严
治党如何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进行专题
调研，为推进基层纪检监察工作提供有力
支撑。

“沉”下去，磨刀不误砍柴工

“调研深入‘土地’，决策才有‘养分
’。”该县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
任刘海元要求调研组带着问题，扑下身
子，深入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真实了解
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
题的工作能力。

“你们村是如何进行组级财务管理
的？你对7组长期不做账、组级财务混乱
的问题，有什么看法？”就群众反映强烈的
城中村组级财务问题，通羊镇调研小组在
备足“功课”后，深入问题所在地、矛盾症
结处，向村干部和群众进行询问。

为切实增强调研的目的性、准确性和
实效性，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该县纪
委监委要求，调研前要科学谋划、靶向发

力，聚焦重点难点问题；调研时要精准全
面、深挖细掘，不断拓展调研深度宽度；调
研后要归纳梳理、提炼升华，提出切实可
行的对策措施。

“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定路线，通
过驻点调查、听取汇报、实地查看、召开调
查会等方法，我们对目标问题进行了为期
3个月的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微观’扫
描。”翻开洪港镇纪委书记的笔记本，上面
密密麻麻记录了他几个月来的调研情况，
关键地方还用红笔标注了出来。

“捞”上来，调研之中破解难题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
解决问题的“总钥匙”。只有把情况研究
透彻，才能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务实地破
解问题。

“针对群众信访举报集中的危房改造
问题，我们进行了调查研究。”南林桥镇纪
委书记告诉笔者，他在对信访件梳理汇总
和实地走访时发现，部分年龄偏大的村干
部因对危房改造的相关政策学习不透、把
握不准，在向群众宣传和为群众申报过程

中出现了偏差，导致信访量居高不下、干
群关系紧张。

根据调研发现的问题，南林桥镇迅速
通过开展村干部专题培训、“屋场连心会”面
对面宣讲，组织纪检监察干部下访等方式，
将政策解释到位、问题解决到位。目前，该
镇危房改造等相关问题信访量显著下降。

如今，伴随纪检监察干部调研工作的
深入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评定贫困户

“欺上瞒下”、对危房改造资金“玩猫腻”、
扶贫工作用“造痕迹”代替“干实事”等等
问题，一个个被暴露，一批批啃食基层群
众利益的“贪蝇”被揪出，使深入基层找症
结、严整实改堵漏洞的调研工作，发挥了
强有力的“震慑”作用。

出实招，做好“后半篇文章”

“调研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该县
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要通过调研、
总结、推广，再调研、再总结、再推广，不断
完善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发展的思
路办法。

据悉，该县在探索实施派驻（出）机构

“探照灯”工程的过程中，先后召开座谈会
21次，收到专题报告39份，收集意见建议
131条，通过总结和汲取经验做法，不断探
索更有力有效的监督手段和方式，充实完
善派驻（出）机构管理建设。

今年来，面对乡镇纪委办案力量薄
弱、人情干扰严重等难题，该县结合《进一
步深化通山县纪检监察机关办案协作区
实施意见》，建立健全办案协作机制；

面对基层“小微权力”监管宽松软等
问题，在全县推行村级权责清单制度，明
确基层干部权力边界和责任归属；

面对信访量大面广实际问题，建立领
导分区包案、共融共享机制，创新信访信
息“3+X”分析研判模式；

……
“用脚步书写，方能实述民意。”调研

组成员表示，这种深入基层掌握的第一手
材料，是确保调研成功的保障，今后一定
要在学懂弄通中进一步增强工作的创造
性、实效性，将调研成果转化为科学决策，
切实解决群众关注的问题，提高为民谋福
利的能力。

练就“真功夫” 用活“传家宝”
——通山纪委监委以研促干提高执纪监督能力

通讯员 宋成琳

筑牢“高压线”
12月7日下午，市纪委监委召开2018

年政府采购（招投标）工作专题谈话会，市
直17家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要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
识，严防违规插手干预政府采购（招投标）
工作，保证政府采购（招投标）工作公开、
公平、公正；要坚持做到廉洁自律，正确处
理好权力与廉洁的关系，对“说情”“打招
呼”坚决“说不”。要坚持把禁止权力干
预、操纵政府采购（招投标）工作作为一条

“高压线”，从严查处问责违纪违法行为，
确保政府采购（招投标）工作廉洁高效。

通讯员 蒋扬眉 摄

赤壁全力“扫黑除恶”
已立案审查7人、处分3人

本报讯 通讯员李臣报道：“横行霸道的‘村霸’倒
了！村民小组组长沈某被市纪委监委查处了！”“这些利
用家族势力为害一方的恶霸，就得让执法部门来治治他
们。”日前，听闻沈某被赤壁市纪委监委查处的消息，蒲圻
办事处斋公岭社区3组居民纷纷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今年以来，赤壁市纪委监委坚持把扫黑除恶与基层
反腐“拍蝇”结合起来，在监督执纪问责上精准发力，拓宽
线索渠道，压实工作责任，全力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
入开展。同时，组织3个专项工作组对政法机关办结的
涉黑涉恶案件开展“回头看”，特别是对近年来公安机关
办理的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等九类
涉恶案件进行逐案过筛，集中力量分析研判，从中深挖细
查涉黑涉恶问题线索，严厉打击黑恶势力“保护伞”。

截至目前，该市纪委监委共受理涉黑涉恶腐败和“保
护伞”问题线索38件，立案审查7人，已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3人，开除党籍2人，留置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1人，打掉家族式“村霸”1个。

崇阳聚焦“十五不准”
为纪检监察干部戴上“紧箍咒”

本报讯 通讯员杨碧报道：“我们一定要对照‘十五
不准’列出的负面清单，规范纪检监察干部言行的戒尺时
时对照，自警自省，决不触碰纪律红线……”近日，《湖北
省纪检监察干部“十五不准”行为规范（试行）》印发后，崇
阳县纪委监委迅速制作宣传展板、警示桌牌以及以“十五
不准”为内容的小卡片，发放到全县每名纪检监察干部手
上，做到时时提醒，处处警醒。

为确保“十五不准”落实落地，该县组织全县纪检监
察干部认真开展学习和讨论，对照行为规范，认真查找岗
位风险点和薄弱环节，对查摆出的问题，制定措施，立行
立改。同时，建立健全公车使用管理制度、派驻（出）机构
专项工作经费管理制度、涉案款物登记管理等制度，组织
开展谈话谈心、家访活动，全方位扫描纪检干部8小时内
的工作纪律和8小时外的生活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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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作风过硬铁军形象。”该县
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完善内部监管机制，抓早抓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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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街镇“廉政之声”开播
以案释纪促廉倡廉

本报讯 通讯员陈琳、胡继光报道：连日来，在嘉鱼
县新街镇，每天早上8点半和晚上6点，全镇8个村、1个
社区的198个大喇叭都会定时响起，重点宣传严禁大操
大办、新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等相关内容。

为确保党纪法规入脑入心，提高党风廉政建设宣传
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该镇纪委结合全镇党员群众生活习
惯和思想动态，与镇宣传部门联合创作了6期“抓党风民
风，树廉洁之风”为专题的广播节目，利用“村村响”广播
宣传党纪法规。节目内容包含“纪法宣读、以案释纪、廉
洁故事”等三大板块，活动时间从12月10日起至1月31
日止。

“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都会准时收听廉政广播节
目。”王家月村村民张雄兵说，“村村响”广播的廉政节目
内容丰富、贴近生活、很接地气。

“年关将至，大操大办、吃喝宴请增多，也是‘四风’问
题抬头易发期。利用这种微广播的形式宣传党纪法规，
可以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该镇纪委书记汤威在谈到播
出此次广播节目的初衷时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