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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有没有做好宣传教育，采取了哪些措施纠正学生餐饮浪费行为？ ”“机关
食堂是否按照健康、按需、从简原则提供饮食，是否制定针对餐饮浪费行为的劝导
措施？ ”连日来，慈利县纪委监委联合有关部门成立督查组，对全县乡镇（村居）、县
直机关、 学校食堂以及社会大中型餐饮单位开展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落实情况专项
督查，纠治“舌尖上的浪费”。

“既要让学生吃饱、吃好、有营养，也要让学生牢固树立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在
慈利一中、象市镇中学等 10 所学校食堂，县纪委监委派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一行
在用餐时间，突击开展餐饮浪费行为督查，现场了解学校菜量菜品管控、设立制止
餐饮浪费标语标识和职工用餐情况，要求各学校要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教育学生
从小养成爱惜粮食的好习惯。

督查组在督查中发现，在全县机关、乡镇（村居）单位食堂入口处、墙壁等醒目
位置，都张贴着“光盘行动”“节约粮食”等宣传画，在用餐过程中，党员干部职工自
觉按需点菜、按量盛饭，“少打”“勤加”受到推崇，“光盘”成为常态。

9 月初以来，该县各餐饮单位掀起了“厉行节约、坚决制止餐饮浪费”的热潮。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刷 1 万张文明用餐的宣传海报张贴在餐饮店铺醒目位置， 并将
印有“光盘行动”的标识贴在餐桌上。 大部分餐饮单位推行公勺公筷、推行半份菜、
小份菜、位菜等新型餐饮服务；推行分餐制、不浪费奖励制度，提供商务、个人套餐，
并免费提供打包服务；开展节能节水改造，提高水、电、煤、气利用效率，按要求集中
处理厨余垃圾。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长效机制，强化监督检查，引领消费理念、餐饮观念的转
变，进一步推动全县各单位形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氛围。 ”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

杨玥妙楠

“谢谢你们帮我追回这笔
钱 ，作为一个外地人 ，我很感
动......”近日，一名群众将一面
锦旗送到慈利县委常委、县纪
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屈春林手
中。

9 月 21 日晚 ， 在收到反
映县公安局协辅警唐某涉嫌
职务犯罪的问题线索后，县纪

委监委当晚就成立初核组展
开初核。 次日，县监委决定对
唐某立案调查，并对其采取留
置措施。 之后，调查组仅用 4
天时间就调查完毕 。 办案期
间，被调查对象家属主动向县
监 委 退 还 涉 案 资 金 25.5 万
元。

经查，唐某在任协辅警期

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窃取公
共财物 ，数额巨大 ，涉嫌贪污
犯罪。 9 月 25 日，县监委将唐
某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 同日，县监委将
涉案资金通过非税专户划转
至县公安局。 9 月 27 日，被害
人收到了退回的相关资金。

代炯琼

慈利县坚持围绕扶贫领
域民生问题，着力发现发生在
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和不正
之风，对每个村级党组织延伸
巡察全覆盖，给每个村级党组
织列出问题清单 ， 探索形成
“一张清单双向移交整改 ”的
工作模式，压紧压实上级党委
整改监督责任，推动问题整改
落实。

多路径力促有效覆盖。 慈
利县采取灵活多样的巡察方
式，拓宽对村级党组织的巡察

路径，力促村级党组织巡察全
覆盖。 对全县 60 个贫困村开
展扶贫领域专项巡察；对其他
非贫困村采取 “巡乡带村”方
式，在巡察乡镇党委时延伸巡
察村级党组织。 全县 427 个村
级党组织 ， 已有效覆盖 405
个。

盯扶贫发现突出问题。 慈
利县自启动巡察工作以来，在
巡察村级党组织时始终坚持
聚焦扶贫领域 、 紧盯民生热
点，不仅在常规巡察时将扶贫

领域突出问题列为巡察重点
内容，还组织开展了一轮扶贫
领域专项巡察。 据统计，慈利
县前 8 轮巡察村级党组织发
现问题线索 69 件， 已立案查
处 27 人。

列清单推动整改落实。 今
年 8 月，慈利县委第二巡察组
延伸巡察 32 个村级党组织 ，
列出了 32 张问题清单， 撤点
前巡察组召开专题会议已全
部实行双向移交。

满星穆

今年上半年，慈利县龙潭河镇纪委接到某村胡某的实名
举报，涉及村支两委在工程项目和救灾资金使用上存在不规
范等问题。 经查，举报的 3 万元救灾款部分未按规定用途发
放，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

接到举报后，镇纪委调查人员依次对该村工程项目报支
涉及的所有基础设施建设和救灾资金进行了核查，有一笔涉
及近 70 个农户的 3 万元救灾款引起了调查人员注意。

“听说大家领的钱不一样，有的只领到 200 元，有的领了
1000 元， 部分没有受灾的也领了钱， 村干部办事明显有私
心。 ”说起救灾款，胡某有些气愤。 调查组认为救灾款的发放
确实存疑，于是叫来村主任进行了解。

“这笔资金是 2019 年我们村向县应急管理局申请的救
灾款，去年底款项下来后按要求应该尽快发放给受灾农户和
贫困户，但我们考虑到村里实情拖了一阵，后来听说 6 月底
上级部门会来人检查，当时我们就觉得不能再拖了。 随后，我
们几个村干部私下商量定好了打款对象，6 月 12 日打款给了
农户。 我们没有开群众代表会商议此事，确实违反了程序。 ”
面对调查，村主任这样解释。

“打款农户都有受灾情况吗，有没有不符合条件的？ ”调
查组追问。 “确实有部分不合要求。 有些是村里请工做事，抵
扣工资的；有些是补贴组长待遇；还有几户是没钱交医保，为
了完成村里指标数而打款给他们的。 ”

询问结束后， 调查组还抽取所有非受灾打款对象和 800
元至 1000 元的打款对象共计 30 多户进行了入户核实。 经调
查核实，村干部没有吃回扣，部分救灾款也用到了实处，但确
实有部分未按照规定用途发放。

调查结束后，镇纪委拟对该村违规发放救灾资金的相关
责任人立案审查。 9 月 23 日，镇纪委对该信访件进行了公开
答复，通过满意度测评，群众对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表示认
可。

代炯琼 朱柳燕

乱搭“天线”不如接好“地气”

□钟以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今年 5 月 21 日，安徽滁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管委会原主任盛必龙（副
厅级） 一审以受贿罪被判处其有期徒刑 10 年半， 并处罚金
100 万元。

梳理案件发现，盛必龙曾是有为干部，因工作实绩突出
被提拔重用，但他却迷失方向，不信组织信骗子，热衷“搭天
线”谋晋升，在被留置前 3 天还索贿送给骗子，妄图逃避组织
审查调查。

像盛必龙一样为了当大官而热衷搞政治攀附的党员干
部为数不少，被依法查处的官员更是屡见不鲜。 政治攀附本
质上就是党员干部主动阿谀奉承、巴结讨好位高权重、能决
定自己仕途升迁的“大人物”，找政治靠山，拜码头。 殊不知，
在反腐高压态势下，愿意立山头、招门生，喜欢“被攀附”、徇
私牟利的“大人物”倒台是必然的。 通过找靠山、“抱大腿”而
仕途畅达、春风得意的人终究逃不脱“树倒猢狲散”的命运。
盛必龙利用权力搭“天线”搞攀附谋“高位”，却在钻营过程中
遇上江湖骗子，更是徒增笑料。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 作为党员干部，要坚
决摒弃“官老爷”错误理念，而是要改进作风，更多地接地气，
更好地听民声解民困。 所谓接地气，就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基
层，到群众中去，到矛盾节点上去，端起大碗喝水，围桌而坐
说话，倾听群众诉求。

“接地气”不仅要身到，更要心到，只有带着对人民群众
的深厚感情走进群众中间，真诚地听取群众意见，真心解决
群众难题，才是真正的接地气。 “地气”接好了，老百姓得到实
惠了，群众基础必然牢固，组织的信任与培养也就水到渠成。

作者单位：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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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扶贫有效覆盖 双向移交落实整改

部分救灾款未按规定用途发放
村支两委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

■廉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