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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俏丽 吴杰

今年以来 ， 桑植县纪委
监委忠诚履职尽责， 在落实
“一案五必须”基础上坚持标
本兼治，细化工作措施，用活
用好 “以案示警 、以案促改 、
以案回访”三面镜子，做深做
实查办案件 “后半篇文章”，
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
会效果相统一。

巧用 “放大镜 ”，以案示
警“醒脑子”。 一是用好身边
典型案例 “活教材 ”，采取公
开通报曝光典型案例、 观看
警示教育片、开设“清风大讲
堂 ”等多种形式 ，以案释纪 ，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打好
廉政 “预防针”。 截至今年 9
月底， 全县开展 “清风大讲
堂”120 多场次。 二是筑牢拒
腐“廉洁堤”。 精心选取漠视
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 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等典型案例 ，通
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 ， 到廉
政教育基地学习等方式 ，筑
牢党员干部“廉洁堤”。今年 8
月，全县组织 50 余名党政主
要负责人到张家界市廉政教

育基地现场接受廉政教育 。
三是找准廉政“风险点 ”。 深
入剖析典型案例 ， 梳理总结
重点领域、重点环节 、重点对
象的 “廉政风险点 ”，切实做
到挺纪在前、靶向发力。 今年
以来，共筛选典型案例 28 件，
召开廉政警示教育大会 108
场次，以案施教 2000 余人。

善用 “广角镜 ”，以案促
改“扎笼子 ”。 一是深入剖析
发案原因，研究案发规律 ，罗
列问题清单，积极推进 “一案
一整改 、一案一建制 ”，针对
案件反映出的普遍问题 、制
度漏洞和监管盲点， 帮助案
发单位健全完善制度， 堵塞
漏洞。 二是以案发单位和部
门为重点 ，坚持 “一案一会 ”
制度， 督促案发单位召开专
题 民主 生 活 会或 组 织 生 活
会， 针对案件暴露出来的问
题，举一反三，按照以案促改
要求查找日常教育 、 监督管
理、制度执行等方面的漏洞 ，
建立问题及整改台账 。 三是
以系统治理为路径，按照 “谁
监督谁负责”的原则 ，由相关
的监督检查室、 派驻纪检监
察组负责督促指导 ， 案件承

办室同步监督案发单位整改
情况，切实把“改”的成效固化
为“钢”的制度，扎牢“不能腐”
的笼子。 制定《派驻纪检监察
机构与综合监督单位双向互
动沟通制度》，推进派驻机构
开展政治监督和政治督查常
态化、具体化。

活用“望远镜”，以案明鉴
“扯袖子 ”。 一是坚持教育引
导、固本培元。 以加强思想教
育、做实处分执行为抓手 ，对
今年以来受处分的 85 名干部
量身定制“暖心回访套餐”，帮
助涉案人员及其周围的党员
干部转化思想 。 二是坚持监
督首责、靶向治疗。 根据典型
案件问题性质和特点， 综合
关键岗位谈心谈话 、 重要岗
位轮岗交流 、 突出问题专项
治理 、 制定廉政风险防控手
册等方式 ，抓住 “关键少数 ”，
“咬耳扯袖”，确保以案明鉴取
得实效。 三是坚持以案明鉴、
长效推进。 注重以案治本，把
教育延伸到党纪政务处分之
后、延伸到发案单位 ，将回访
教育情况及时向受处分人所
在系统、单位反馈 ，督促建立
健全廉洁自律长效机制。

本报讯 （通讯员 袁星
鑫）“这板栗有多少 ， 我全要
了！ ”“核桃很好吃，大家快来
买啊！ ”10 月 19 日上午，空气
有一些阴冷， 桑植县纪委监
委驻村帮扶联系点———尚家
坪村部却人头攒动 、 热闹非
凡。 村民在这里集中展示销
售红薯 、蜂蜜 、面条 、土鸡等
各类农副产品。 县委常委、县
纪委书记、 县监委主任肖运
谋不时驻足与村民交谈 ，主
动为村民带货并带头消费 ，
现场掀起一波又一波抢购热
潮。

为助力全县脱贫攻坚决
战决胜， 在第 7 个全国扶贫
日到来之际， 县纪委监委积
极响应“桑植县统一战线‘六
个一百’行动 澧源镇消费扶
贫专场活动”号召，发动全体
纪检 监 察 干部 参 与 到 扩 消
费、促扶贫的行列。 从田间地
头到居民餐桌 ， 以舌尖消费
推动志智双扶，通过 “以购代
捐”“以买代帮” 的帮扶新模
式，既丰富了干部职工的 “菜
篮子”，又充实了贫困群众的
“钱袋子”， 不断激发贫困户
通过发展产业稳步增收的内
生动力， 实现脱贫致富奔小
康的信心。 在本次活动现场，

70 余名纪检监察干部带头购
买各种扶贫农副产品近 2 万
元， 不少特色产品被一抢而
空， 让贫困农户感受到了消
费扶贫的热度。 下一步，县纪
委监委将深度搭建 “以购代
捐”消费平台，全面助力拓宽
农产品销售渠道， 推动贫困
村、贫困户实现持续增收 、稳
定脱贫。

“没想到帮扶干部热情
这么高， 我一开始还担心这
几十斤核桃卖不出去； 没想
到肖书记一上来就自掏腰包
购买了 4 大包 ， 还主动帮我
们宣传； 其他产品不到两个
小时也就卖完了 。 帮扶干部
的关心和帮助让我们心里暖

暖的。 ”欢快的音乐映衬着贫
困户们丰收的喜悦。

“举办这样的消费扶贫
活动很有意义 ， 不仅帮助了
脱贫户稳定增收 ， 还拓宽了
结 对干 部 帮 扶的 思 路 和 渠
道。 ”县纪委监委驻尚家坪村
第一书记熊建双说 ，下一步 ，
扶贫工作队将带动身边更多
的人参与到消费扶贫中来 ，
全面拓宽消费扶贫渠道 ，切
实增加群众收入 。 县纪委监
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 ，
县纪委监委将在持续开展此
类活动的基础上 ， 认真履行
“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
查” 职能 ， 全力护航脱贫攻
坚。

桑植县纪委监委
助力消费扶贫

□杨玥妙楠 王懋

近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站公布的几名严重违纪违法被“双
开” 的干部均犯了同一个错误：对
抗组织审查。 陕西省渭南市政协党
组原书记、主席吴蟒成，串供以及伪
造、转移、隐匿证据，向组织提供虚假
情况，掩盖事实；浙江省公安厅原警
务技术二级总监丁仁仁，在组织函询
时不如实说明问题， 多次与他人串
供、伪造证据；福建省南平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原副书记、 副主任武勇，为
掩盖违纪违法问题与他人串供。

“对党忠诚”作为入党誓词的内
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其有深刻阐
释，要求全体党员必须“弘扬忠诚老
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
价值观”。 把忠诚老实作为共产党人
价值观的第一条，充分表明了共产党
员对党忠诚老实的极端重要性。 部分
问题干部面对组织审查调查，执迷不
悟， 心里想的不是老老实实交代问
题，争取宽大处理，而是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用五花八门的方式加以对
抗，垂死挣扎。

心存侥幸、瞒天过海式。 有些
问题干部认为纪委监委只是掌握
一小部分线索 ， 不能伤及其 “筋
骨”。 殊不知，纸包不住火，谎言终
究会被戳穿。

负隅顽抗、等待救援式。 有些
问题干部热衷于搞小圈子 、 拜码
头、搭天线，面对组织审查调查，以
为自己只要拒不交代， 拖延时间，
“亲人”“盟友”就会想办法解救。衡
阳市城乡规划局原副局长欧黎明
行贿受贿、包养情妇 、吸毒 、嫖娼 、
赌博，被调查的他以为自己“朋友
多、路子广 ”，肯定有人帮忙摆平 ，
哪知“朋友”们自顾不暇，而纪法的
追究一刻也没有耽搁。

除了以上几种方式，还有诸如
“守口如瓶、拒绝挽救式”———自知
所犯问题重大，便选择跟组织对抗
到底；“明修栈道、 暗渡陈仓式”———
表面主动坦白，实际想通过小问题掩
盖大问题，企图蒙混过关；“互相串通、
攻守同盟式”———私下串通， 达成一
致，企图混淆事实真相；“无中生有、信
口开河式”———深知调查人员不会轻
信自己的“解释”，于是虚构出合理的
“故事”，甚至为了掩盖违纪违法事实
拉人配合作伪证。 凡此种种，不一而
足，只为开脱罪责，逃避法纪制裁。

然而，诸多案例证明，在完整的
证据和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负隅顽抗
最终都是作茧自缚。 有问题的党员干
部只有正视错误， 主动交代问题，诚
恳悔罪， 争取组织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作者单位：慈利县纪委监委

桑植县纪委监委用好“三面镜子”
做深做实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

消费扶贫现场。

通讯员 向妮嫔

自来水入村入户是利国利民
的惠民工程，可是张家界桑植县马
合口村广家山片区的自来水入户
工程不知因何受阻，导致入户支管
迟迟未安装。 今年 5 月，张家界市
纪委监委督察组深入马合口村开
展入村督查，村民反映称 ，自来水
入户费 1200 元太高。

收到反映后 ， 督察组高度重
视，立即将问题反馈给桑植县水利
局和帮扶单位县检察院，督促两家
单位认真调查处理，及时回应村民
诉求，就是否存在乱收费问题积极
协调推动落实解决。 据悉，在县检
察院和水利局的帮扶下，该片区集
中供水工程现已全面完成主管铺

设，只剩入户支管正在安装。 为了
化解村民的疑虑，督察组督促县水
利局和县检察院工作人员多次上
门入户， 向村民进行政策解释，鼓
励村民支持入户管网铺设，并把自
来水入户安装收费标准进行公示，
让村民心里有一本明白账。 经查，
新上户所需费用包括管网建设费 400
元、智能水表 450元、安装费 200 元，
还有材料费等， 因此， 按每户收取
1200元并不存在乱收费问题。

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是脱贫攻
坚的重要内容，张家界市纪委监委
以专项监察为抓手，切实履行监督
职责，通过进村入户实地督查找问
题， 建立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台账，
督促有关单位对在督查过程中发
现的相关问题及时整改落实。

通讯员 向妮嫔

近日，得知陈瑜 (化名 )已重返
校园，张家界市纪委市监委驻市交
通运输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尚平如
释重负。

今年 5 月，市纪委监委督察组
在桑植县马合口村开展入村督查，
发现建档立卡贫困户陈某的小孩
陈瑜初三期间有一段时间未上学，
存在辍学风险。 据了解，陈瑜平时学
习比较吃力，产生了厌学情绪。 尚平
立即将陈瑜的情况反馈并交代村支
两委和驻村扶贫工作队，要求他们做
好劝学工作， 采取有效帮扶措施，确
保不让一个贫困学生辍学。

村支两委和驻村扶贫工作队
采取帮扶措施，多次上门做陈瑜及
其父母的思想工作，劝说让陈瑜回

校读书 ， 尚平也定期跟踪劝学进
度。 为了让陈瑜尽快返校，尚平督
促驻村帮扶后盾单位领导和学校
老师加入劝说大军，多次上门对陈
瑜开展心理辅导，鼓励孩子要有自
信心 ，提高耐挫能力 ，克服消极心
态，安心学习。 在大家的极力劝说
和共同关爱下 ， 陈瑜终于打开心
结，返回校园。

确保不让一个孩子辍学，是纪
检监察机关开展教育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中的重点
之一。张家界市纪委监委在开展入
村督查时 ， 通过强化监督执纪问
责，压紧压实责任，督促整改落实，
推动解决教育扶贫政策落实中的
“中梗阻 ”问题，确保适龄儿童 “找
得到”，失学辍学学生“劝得回”，在
校学生“留得住”。

确保不让一个贫困生辍学

张家界市纪委监委督察组入村督查自来水入户收费
使村民心里有本明白账

对抗组织审查最终都是作茧自缚
■廉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