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湖管理区纪委监工委、区纪检联络员队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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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洞庭湖之滨 ， 沅澧两水尾
闾，有颗璀璨的“洞庭明珠”———常德
市西湖管理区(以下简称西湖)。 这里
总面积不足 70 平方公里， 总人口 5
万左右 ， 却活跃着一支政治素养过
硬、 业务素质精湛的纪检 “铁军”队
伍。 2019 年以来，西湖纪委为更好适
应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新形势的现实
需要，积极探索片区监督系列创新措
施 ，有效实现了监督全覆盖 ，推动监
督工作向基层延伸，取得了阶段性进
展和成效。

2020 年 1 月，西湖率先完成了常
德市纪委市监委向特定区域派出监
察工作委员会改革。 随着体制改革的
完成，如何推动管理区纪检监察工作
向基层延伸，便成为摆在西湖纪委监
工委面前亟需攻克的“娄山关”。 不同
于区县（市），西湖纪委监工委监察体
制改革后面临着多重考验。 一方面改
革后纪检干部仅 11 人， 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形势依旧严峻 ，从
2019 年查办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案件来看，仍有少数党员干部不
收敛不收手不知止。 另一方面，基层
监督体系不健全，管理区无派驻纪检
组 、无巡察机构 ，根据 “三重 ”调研情
况来看，部分单位“两个责任”落实存
在“上热中温下冷”现象，监察工作运
行的体制机制不顺畅的掣肘无处不
在。

如何有效破解监察体制改革带
来的难题，实现监督“有形”和“有效”
覆盖 ？ 西湖纪检人始终坚持问题导
向，进行大胆的工作探索。 通过《纪检
联络员制度》将监督关口前移至区各
单位内部；制定《回访教育制度》着力
描写执纪监督后半篇文章 ；创新 《信
访跟办制度》 不断提高信访质效，化
解群众矛盾 ；出台 《区村协同片区监
督工作实施方案 》联村为片 ，依托群
众，通过主动晒权力、政策清单，形成
群众监督与纪检监督合力。 一年来，
通过制度建设与区域实际的深入结
合 ， 不断健全管理区体制下监督体
系，最终形成了片区监督工作为统领
的监督模式 ，切实打通基层监督 “最
后一公里”。

“小片区”护航“大民生”

“纪委同志， 这项扶贫补贴怎么
回事，应该是 2017 年补给我儿子的，
我一直没用补贴专用存折去取过钱，
1800 元补贴款怎么就没有啦？ ” 2020
年 5 月下旬，西湖镇鼎兴村姜某对来
入户走访的片区监督员周霞提出了
疑问。 姜某的小孩患有先天小儿麻痹
症是区里的扶贫对象。 “您别急，我们
帮您去村部和镇扶贫办等部门问清
楚。 ”经过和村里、乡镇沟通，事实很
快就弄清了：扶贫补贴款已按政策打
到了 “惠农和扶贫补贴二卡合一”的
银行卡上，并且姜某通过此卡在柜员
机上取出过几次钱，“消失 ” 的 1800
元扶贫补贴总算找到了。 “ 虽然是白
担心一场，但片区监督员的作用就是
通过片区更加准确的发现群众身边
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只有群众从心底
里感受到幸福感，监督工作才算真正
为民生保驾护航。 ”周霞深有感触。

片区监督工作开展以来，西湖纪
委上下始终事无巨细、认真履行监督
惠民政策和扶贫工作的落实落地情
况。 通过片区监督公示牌、微信监督
群、 户外显示屏及时公示惠民政策，
让群众心中有数 ， 权力部门心中有
戒。 如针对贫困户出台的扶贫政策的
落实情况 、针对低保户 、特困户以及
优抚对象等特殊群体出台的政策落
实情况等等，无不发挥着片区监督的
职能作用，片区监督工作全面部署以
来， 共接到群众反映民生问题近 30
件，相关问题均得到了合理解决。

“小片区”促进“大稳定”

面对监督下沉的要求，西湖纪检
人深知等访不如出门巡访，接访不如
登门走访。 为此，结合自身人员少、工
作基础薄弱、 理论知识不足的特点，
探索建立“活页模板”，作好专人跟办
“七个跟踪”， 不断优化信访流程，提
升信访质效 ，并按 《区村协同片区监
督工作方案》 的实施要求到岗到位，
入单位、入村落、入企业蹲点，给服务
对象提供近距离接触纪检监察干部
的机会 ，解疑答惑 ，把矛盾化解在基
层 ， 稳步提升群众的认同感和满意
度，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重大
作用。

纪检干部到西湖镇旺福村蹲点
接访 ，发现村干部有违纪线索 ，遂对
群众反映强烈的陈某堂违纪 “带病”
担任村支书的问题进行督办查实，随
后陈某堂被免去村支书的职务，该村
村委委员、报账员罗某红截留村集体
收入等问题，由西湖纪委对其进行了
立案审查， 给予其严重警告处分，退
还违纪金额 1.04 万元，旺福村其余村
干部涉及违纪问题由西湖镇纪委立
案审查。 对这起群众反映强烈问题的
严肃处理 ， 一方面体现了党纪的震
慑， 强化了基层党建的引领作用，另
一方面也温暖了群众的心。

2019 年 9 月，西湖纪委收到片区
群众反映砂石场违规经营的信访举
报件，经过调查与核实，10 月 23 日对
新港村支部委员谢某奇违纪的问题

进行立案审查。 2019 年 9 月 12 日，谢
某勇委托新港村支部委员谢某奇提
供的综合物流加工园区是新港村二
组面积的证明。 谢某奇在没有经过村
支书的批示且明知所开证明中地址
有问题的情况下，依然替谢某勇提供
了证明 ， 侵害了全组村民的利益 。
2019 年 12 月， 谢某奇受到党内警告
处分。 谢某奇“盖了公章挨了处分”却
使村里的事务管理更加规范。 受到诫
勉以后，谢某奇懂得党员在平时要看
得出来 、关键时候站得出来 、危急关
头挺得出来，2020 年 7 月， 谢某奇主
动捐赠一批防汛物资 ， 支援防汛一
线。

今年来 ，西湖纪委严格落实中
央 、省 、市纪委关于信访 举 报 工作
的要求 ，聚焦群众反映突出的信访
举报问题 ，以片区为基础 ，打 造 一
个全方位 、多层次 、宽领 域 的 信访
工作新机制 。 上半年以来 ，共受理
信访举报件 27 件 ， 处置 27 件 ，处
置率 100%。

“小片区”开好“大处方”

随着片区监督工作的不断推进，
如何避免受处分干部“一问了之”，做
好问责后的教化工作，成了西湖纪检
人思考的又一个问题。 聚焦如何作好
有温度的监督 ，西湖纪委制定了 《受
处分人员教育回访实施方案》， 通过
对“问题干部”开“私人处方”，来疗除
“心病”,延伸监督链条，让其感受到组
织的关心和温暖。 活动开展以来，已
完成第二批受处分干部回访教育工
作，让“问题干部”深刻认识到了自己
的错误， 正确对待组织的处理结果。
使其既要时刻紧绷党纪国法的弦，又
放下了思想包袱，轻装上阵重新拾起
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让"有错干部”
变“有为干部”。避免队伍 “变形 ”，防
止个人 “掉队 ”。 为区委 、区管委管
人用人 ， 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同
时 在监督 中 为 受错 告 干 部澄 清 正
名 。

2019 年 11 月， 时任西湖自然资
源管理局副局长 (正科级 )的夏某礼 ，
工作日违规接受服务对象的宴请和

午餐饮酒 ，被免去行政职务 ，并被给
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在夏某礼受处
分后， 纪委及时对其进行回访教育。
“之后夏某礼深刻正视问题， 严以律
己，对工作依然保持高度负责。 ”这是
2020 年 4 月 3 日纪委回访组对其回
访后作出的总体评价。 对犯错干部，
西湖纪委不是简单的一处了之、一问
了事。 考虑到夏某礼及时认识改正
到位 ，工作负责有能力 ，西湖纪 委
向 区 委 建议 让 其 发挥 业 务 特长 继
续参与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再造机
会 。

2019 年 12 月， 西湖纪委收到某
镇村民举报：镇党委书记涉嫌违反政
策搞特殊。 后经严谨查实，发现是群
众对政策不熟悉而造成的错告，当时
弄得“满城风雨”。 2020 年 1 月份区纪
委及时牵头，用举办党员夜校和召开
恳谈会的形式，为错告干部予以澄清
正名，并和举报人面对面讲解了政策
和法理，疏导心中疑惑矛盾彻底扭转
错告问题 ，有效化解了干部自己 “忍
气吞声 ”不好过 ，举报人 “满腹牢骚 ”
心不平的局面。

“小片区”优化“大环境”

一直以来，西湖纪委工作始终坚
持“挺纪在前”，把党风廉政建设教育
融入贯穿到各职能部门，把监督检查
“探头”布置在党中央精神、国家政策
所需要推进和实施到的地方。 当前复
工复产、重振经济是各地政府首当其
冲的选项，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当地
的治安稳定 、生态环境的改善 、政府
政策的帮扶等等条件。

2019 年，西湖纪委收到情况反映
当地社会青年李某彬在德人牧业寻
衅滋事，对西湖营商环境造成了不良
影响。 区公安分局干部未及时有效处
理涉案的线索，客观上导致李某彬恶
势力团伙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未得
到应有的打击。 西湖纪委在调查中掌
握上述情况后火速出击，督促公安机
关对此案重启调查，严肃处理。 最终，
李某彬等人因寻衅滋事被政法机关
定性为涉恶团伙并被判处刑罚。 2019
年 12 月， 公安机关干部也因此受到
了党纪处理。

疫情期间， 西湖纪委在开展防控
监督的同时，各片区监督员还主动走
访了仁瑞无纺布制品公司、德人牧业
等区内各大企业，了解企业当前存在
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详细询问了相
关职能部门政策是否落实到位，有无
党员干部在工作对接环节中存在“索
拿卡要 ”的现象 ，并邀请企业对行政
职能部门的服务进行评价。 对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西湖纪委表示将积极协
调解决 ，加强沟通协商 ，全力维护区
内营商环境优质高效，让企业能留得
住发展好。

又是一年金秋到，稻香相伴锦绣
来 。 西湖纪委以 “踏石留印 ，抓铁留
痕 ” 的勇气与毅力践行创新履职之
路 ，探索出了 “片区监督 ”工作新模
式，深入推进全区的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

周芝华 赵恒基

习习清风入人心 满满金秋挂廉果
———常德市西湖管理区“片区监督模式”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