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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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促过“廉节”
连日来，通山县各派驻纪检监察组从

监督单位财务凭证和支出明细入手，紧盯
违规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违规
发放津贴补贴、奖金、实物等问题，深入各
监管单位展开检查。

春节来临之际，为营造风清气正的节
日氛围，该县纪委监委提前谋划、提前部
署，及时成立专项检查组，重点对各地各
单位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进行全
方位、拉网式监督检查，确保党员干部廉
洁过节。

通讯员 宋成琳 阮娅慧 摄

“你单位是否对‘十进十建’工作有研
究部署？是否开展党纪法规集中学习？
是否有党纪法规宣传阵地？是否建立了
相关学习、宣传、教育的长效机制？对‘十
进十建’工作有什么建议……”这是崇阳
县纪委监委督导检查组，深入乡镇及县直
单位督查党章党规党纪和监察法规宣传
教育“十进十建”活动，走访党员干部时的

提问。
连日来，崇阳县成立9个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考核小组，通过实地查看、查阅资
料、口头测试、随机询问、个别谈话等形式，
对全县各乡镇、县直各单位开展“十进十
建”工作情况进行全面督查。

“为减轻单位工作负担，此次督导检查
不听汇报、不开座谈会、不收书面汇报材
料。”该县纪委监委宣传部负责人说，该县
在督查中，注重走访、查看各单位的氛围营
造、学习教育、活动开展情况，不搞形式、不
走过场，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现场反
馈并责令限期整改，助推党纪法规宣传教

育入脑入心，落实落细。
督查中，9个督导组详细了解各地各

单位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活动氛围，认真查
阅各单位党委（党组）、机关和党员干部、公
职人员学习党规党纪和开展“十进十建”活
动的会议记录、学习笔记等，并现场对党员
干部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纪法规情况，按
照随机选人、随机抽题的“双随机”测试方
式，检验“十进十建”工作成效，对好的经验
做法、特色亮点进行总结推广；对工作中应
付和走过场，落实责任不力的，及时曝光通
报。

“‘十进十建’工作既要造声势、扩影
响，又要出亮点、显特色。”该县纪委监委
相关负责人指出，今年要继续突出“三宣
五讲”的廉政教育内容，巩固拓展“十进十
建”工作，坚持搭建好“进”的载体，落实好

“建”的目标，释放好“出”的成效，让遵规
守矩、崇廉尚洁融入干群工作生活中，让
党员、干部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
工作生活。同时，积极探索党纪法规宣传
教育如何与项目建设、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等经济社会工作相融相促，以常态化长效
化的工作机制，不断拧紧“十进十建”工作

“发条”。

促党纪法规落地生根
——崇阳推进“十进十建”巡检工作纪事

通讯员 王植

咸安坚持打“伞”破“网”

巩固扫黑除恶斗争成果
本报讯 通讯员陈朋林报道：“要坚持问题导向，

紧盯重点领域，加强线索摸排，严格审查调查，坚决
惩治涉黑涉恶腐败行为。”近日，咸安区纪委召开常
委会要求，构建和完善工作联动、责任落实、压力传
导等长效机制，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成果。

去年来，咸安区纪委监委始终把扫黑除恶与基层
反腐拍“蝇”结合起来，持续保持打“伞”破“网”高压态
势，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截至目前，全区共受
理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线索19条，立案查处
13人，留置2人，移送司法机关5人。

为进一步拓宽问题线索来源，该区纪委监委通过
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公布问题线索举报方式，建
立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线索受理“绿色通
道”。组织派驻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纪检监察组
对驻在单位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黑恶势力案件进行

“大起底”，督促相关职能部门结合工作开展自查。
同时，对黑恶势力“保护伞”关系错综复杂的案件，由
区纪委监委主要领导挂帅，分管领导直接参与具体
案件办理；对采取留置措施的2起“保护伞”案件，分
管常委常驻办案点，随时指挥协调案件查办。对在
查办“保护伞”案件中失职失责、不积极作为，和为黑
恶势力蔓延、发展壮大提供机会和空间的“软保护”行
为，坚决予以查处。

截至目前，已先后3名失职失责的职能部门干部
给予了党纪政务处分。

“吴书记，前段时间由于我对政策不理
解，给你们添麻烦了，今天我已按政策标准
把我儿子多领取的低保金打入了指定账
户。”日前，赤壁市官塘驿镇芳秀畈村村民
王雪兵急匆匆地走进镇政府，向镇纪委书
记吴国华报告。

原来，去年 7月份，赤壁市运用“扶
贫领域政策落实监察系统”开展监督检
查工作启动后，对通过“大数据”系统核
查比对发现的一批不符合低保标准的对
象，决定全部取消低保待遇，同时追缴违
规资金。

“我儿子患了脑瘫，本来就应该享受低
保，现在你们不但要取消低保，还要我交出
多领取的低保金，我是不可能交一分钱
的。”官塘驿镇纪检干部多次找王雪兵沟
通，但他避而不见，在电话里一口拒绝缴款

要求。
了解到王雪兵在赤壁城区经营一家手

机店的情况后，吴国华和村干部辗转多次
才在店里找到他本人，并与王雪兵聊起了
家常。

“你儿子今年有13岁了吧，现在病情
怎么样？”

“他患的是先天性脑瘫，以前为给他治
病东奔西跑，花了不少钱。这几年病情比
较稳定了，只要吃药维持，定期作检查。”提
到儿子，王雪兵打开了话匣子，“以前我们
夫妻俩只能打点零工，现在孩子好转了，我
们就经营了这个小店。”

“生意怎么样啊？”
“能维持生活，年收入3万元左右吧。”
“这么说，你家现在的经济条件比以前

是宽裕多了，听说你还买了辆小车？”

王雪兵不语，表示默认。
“这我就得跟你讲讲政策了。”吴国华

严肃地说道，“按照国务院《社会救助暂行
办法》和《湖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相关
政策，以前你家条件差，儿子被列为低保对
象。如今你有车有门店经营，收入水平提
高了不少，已经不符合低保补助标准了，予
以取消同样也是根据政策的要求，你还有
什么想不通呢？”

“取消了低保我没意见，但已领的钱我
不会交的。”王雪兵的态度有所缓和了。

“你儿子2009年享受低保以来，还是
得到国家不少照顾的。由于村里审核把关
不严，导致你儿子2017年不符合标准后依
然享受低保，以后多领取的钱就是违规资
金了。现在你们家条件改善了，但还有很
多贫困户生活困难，应该把钱留给那些急

需扶助的群众啊！”
听到这里，王雪兵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并接过吴国华递过来的追缴通知单。于是
便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在王雪兵的带动下，官塘驿镇其他被
取消低保的群众也纷纷行动起来，主动配
合资金追缴，先后有13户对象主动上交违
规资金41000余元。

截至目前，该镇纪委对在低保审核工
作中存在把关不严、履职不到位等问题的
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追责问责，先后立
案5起，给予党纪处分5人，组织处理16
人，集中约谈18人。

低保金追缴记
通讯员 蒲纪

纪检手记纪检手记

未来不是梦，只要你有信仰信念信
心，只要你咬定青山、风雨兼程、步履不
停，只要你拥抱变化、永不僵化、时刻进
化，只要你认真过好每一分钟、用心做好
每一件事。

每一次在终点的回眸，都是为了在新
的起点更好地出发。

回眸 2018 年，“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
迹，而我已飞过。”我看到无数壮丽诗篇，经
你之手汇成中国奇迹；我看到无数向善向
上，经你之手诞生气象一新；我看到无数如

梦之梦，经你之手化为未来已来。
或许，你的皱纹有了深深浅浅的印记，

你的发线有了高高低低的变化，但你的双
手也因为握住历史而充满力量——推动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你参与、你奋斗、你贡献，你是不可或
缺的一分子。

自我革命、刀刃向内，反腐败斗争取
得压倒性胜利，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
隐患，消除了；上下同欲、众志成城，许多
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解决了；
团结一心、步调一致，许多过去想办而没
有办成的大事，办成了……阳光护佑万物
生长，阳光打在我们脸上，阳光照进你的
梦想。

幻想与梦想，有时泾渭分明，有时角色
互换。没有信仰，不去奋斗，虎头蛇尾，半
途而废，幻想就是“永远实现不了的梦想”
代名词。但只要选择奋斗，为胸怀的大志、
凌云的壮志一刻不停歇地奋斗，许多看似

“遥不可及的幻想”就会变成“触手可及的
梦想”。正如改革开放40年来发生在中国
大地上的人间奇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
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中国人民拼出
来、干出来的。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
国人的梦。你热爱生活，向往诗和远方，希
望面包和爱情都在手，想做更好的自己
……你期盼的未来、你向往的幸福，镌刻在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之中，不会是镜

中花、水中月。
“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

是高潮。”经历了伟大觉醒的中国号巨轮，
在新时代发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最强音。未来不是梦，只要你有信
仰信念信心，只要你咬定青山、风雨兼程、
步履不停，只要你拥抱变化、永不僵化、时
刻进化，只要你认真过好每一分钟、用心做
好每一件事。

经你之手，昨日眼中的未来已来。下
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下
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依
然要经你之手，一笔连着一笔、一棒接着
一棒。

你好！未来已来，怀梦逐梦。

未来已来 怀梦逐梦
○ 陈治治

通城“期末”考评实打实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本报讯 通讯员毛瑜报道：“对新修订的《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你通过哪些形式进行了学习，了
解多少？你单位在推进‘十进十建’工作中开展了哪些
活动，建立了哪些长效机制？ ……”近日，通城县成立
8个集中考评组，由县委常委带队，对全县各乡镇和县
直单位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等情况开展年终

“体检”。
为减轻基层迎检负担，杜绝考察走过场，该县将

年度综合考评、部门的单项考核以及落实“两个责
任”考评等“多考合一”，统一组织、统一时间、统一行
动，采取听取汇报、个别座谈、查阅资料、现场查看等
方式进行。

“我们将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专项治理
工作，贯穿到‘两个责任’考评全过程，充分发挥考评

‘指挥棒’作用，把打折扣、搞‘纸面功夫’、做‘表面文章
’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及早扼杀。”该县考评办相
关负责人说，此次考评本着定量考核与定性评价、统计
认定与实地核查、平时考评与集中考评相结合的原则，
对各单位目标完成情况、群众满意度情况、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落实情况等多方面进行考核，并对结果全面
分析评价，实行“一票否决”制，实现“考事识人”、“考人
促事”，解决“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
题。

“这次‘期末考’注重的是实绩，其目的是为了达到
以考促训，找准各单位落实‘两个责任’存在的问题，及
时反馈、有效整改，确保考准、考真、考实。”该县纪委监
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嘉鱼发挥“大数据”作用

监督护航精准扶贫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陈琳报道：“高铁岭镇西海村党支

部委员杜某虚报冒领退耕还林和粮食补贴资金1.7万
元。2018年12月，杜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日前，嘉鱼县纪委监委对一批动扶贫领域“奶酪”者进
行了追责问责。

这是该县运用“扶贫领域政策落实监察系统”开展
监督检查，严查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一个
工作缩影。

自运用“扶贫领域政策落实监察系统”开展监督检
查工作开展以来，该县纪委监委针对住房保障、教育扶
贫等7个方面和异地扶贫搬迁、农村危房改造等19个
项目，全面部署、主动出击，严格监督执纪。一方面通
过召开6次培训会，讲解相关政策和要求，确保入户核
查规范高效的同时，在全县103个村悬挂宣传标语、
横幅231个，发放政策汇编900本，印发致群众一封
信26000封，推动政策公开公示全覆盖；一方面组建
3个巡查督导组，深入全县8个镇和18家职能单位开
展巡查督导。同时，成立8个复核抽查组，对查否的
问题线索，按照部分项目不低于50%的比例，部分项
目达到100%的要求进行复核，全面铺开复核抽查工
作。

截止目前，该县共比对梳理出问题线索1757条，
查实353条，查否1404条。针对查实的353条线索，
该县集中进行研判，依纪依规依法进行问责追责，先后
问责179人，立案审查16人，组织处理163人；复核抽
查查否线索1155条，复核抽查率达8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