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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工资
终于到位了
“感谢镇纪委的同志 ，

没 有 你 们 的 督 促 ， 我 的
2000 元工资不知道能不能
收得到。”近日，桑植县五道
水镇茶叶村村民熊云波说。

工资为何“迟到”？问题
的发现还要从今年 5 月张
家界市纪委监委入村联点
督查说起。 2017 年 9 月，五
道水镇茶叶村实施道路硬
化，施工方雇佣熊云波与刘
一强负责维护施工环境。工
程竣工后，熊云波与刘一强
多次找到施工方讨要工资，
却一直未曾得到。市纪委监
委接到举报后，把问题反馈
给镇纪委，要求尽快帮助村
民追回工资。

为了搞清事情的来龙
去脉，纪检专干首先找到施
工方老板陈某核实情况。经
过调查，原来陈某已经将两
人的工资支付给了为他管
理工程的陈海生。纪检人员
找到陈海生，询问他是不是
没有支付熊云波与刘一强
的工资。“陈某还欠我的钱，
我拿了他们两个人的工资
还差呢! ”陈海生说。 “老陈，
老百姓挣钱不容易，你作为
管理者要讲信誉。 ”纪检人
员耐心地做他的工作。

经过教育，陈海生最终
认识了错误，将拖欠的工资
予以支付。

王弘毅

本报讯（蒋文娟）11 月 10 日，张家界
市社会治理创新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
进会召开。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
南重要讲话精神， 以及中央有关平安建
设、社会治理创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
策部署，总结前段全市平安建设、社会治
理创新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 ，
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再调度、 再部
署、再推进。

市委书记虢正贵指出， 推进社会治
理创新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全市上下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 省委和市委关于社会治
理创新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
上来，深入 、扎实 、稳步推进更高水平的
平安张家界建设。虢正贵强调，要深化思
想认识， 切实增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和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责任感使命感 ，这
是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 是不断提升社

会治理效能的现实需要， 是大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是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必然要求。要突出工作重点，
努力提升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和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针对性有效性， 着力防范五
类安全稳定风险， 着力深化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着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创新，着
力完善社会治理方式方法， 以市域平安
为全省平安、全国平安夯实基础，贡献力
量。要加强党的领导，不断强化推进社会
治理创新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组织力
执行力，落实领导责任 ，建强工作队伍 ，
营造良好氛围，突出督导考核，切实凝聚
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张家界的强大合力 ，
勇担使命 、履职尽责 、务实进取 ，不断
推动平安张家界建设取得新进展 、新
成效 。

张家界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谢
振华解读了 《张家界市社会治理创新工
作指引及责任分工》文件。 市委常委、市
委政法委书记刘桦作工作报告。 市委常
委、市委秘书长单铸飞主持会议。市社会
治理创新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 、市
直及驻张分管平安建设工作负责人 、各
区县委书记及全市政法系统约 200 人参
加会议。

张家界召开社会治理创新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

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张家界建设

会议现场。

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贵在会上讲话。

本报讯（通讯员 吴杰）11
月 9 日，应急管理部在北京召
开第五届 “全国 119 消防奖”
表彰大会，张家界市民歌志愿
消防救援队获奖。

在张家界，由张家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组成的全
国首支民歌志愿消防救援队，
成为消防宣传中一道独特风
景线。 2008 年以来，民歌志愿
消防队队员与消防部门相互
协作，以节目主持、文艺表演、
现场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民歌
艺术形式，传承民歌经典传播
消防知识 ，并深入社区 、村寨
和企业单位，参与各类消防安

全宣传，拍摄消防公益宣传广
告和海报，在全市各大人员密
集场所 、媒体 、显示屏广泛张
贴和播放。

此外，志愿者还积极与消
防指战员互学互动，联合创作
的 《消防演练歌 》等消防民歌
文艺作品登上湖南卫视《天天
向上 》，2009 年助力张家界市
消防支队获得“中国首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桑植民歌传承基
地 ”，2010 年消防民歌节目入
选 《走进中国消防 》春节联欢
晚会 ，2017 年获评 “全民消防
我代言”全国消防宣传公益使
者。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晓玲）“要重点瞄
准招标人规避招标、虚假招标，投标人弄
虚作假、围标串标；要以向贤良案为鉴 ，
严查领导干部和主管部门违规插手干预
工程。 ”11 月 3 日，桑植县纪委监委主要
负责人在全县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上表示。日前，桑植
县原医保局党组书记、 局长向贤良涉嫌
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等腐败问题被采取
留置措施。

今年以来， 县纪委监委积极贯彻落
实省、 市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工作会议精神， 加强工程建设领域党
风廉政建设，持续净化招投标市场环境。
按照“标前、标中、标后” 的监管职责边
界清晰，监管体制和制度规则完善，招标
人主体责任落实到位的工作目标开展了
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明确职责，高频调度。 今年以来，县
纪委监委在加强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方面坚持“一集中两到位”。 成
立了专项整治领导机构，同时从住建、水
利、 交通、 审计等部门抽调 4 人组成专

班，实行集中办公；明确专项整治工作任
务，出台了《桑植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
法》《桑植县工程项目招投标领域营商环
境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确保
工作任务到位。坚持一周一调度、一月一
通报，将定期调度和“四不两直 ”督查相
结合，对重点问题深查细究，不放过每一
个疑点和难点，做到工作责任到位。专项
整治工作开展以来， 共召开专项会议 5
次，开展专项督查 6 次。

紧盯目标，靶向治理。针对专项整治
行动任务重、范围广、时间紧的特征 ，县
纪委监委按照“小切口、硬措施、实效果”
的工作思路，坚持紧盯整治目标，抓住关
键环节，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坚持依
法依规对全县建设项目的招标方式和招
标范围进行核准， 从源头上杜绝必须依
法公开招标的项目出现规避招标、 不招
标等现象。 开展领导干部“打招呼”专项
清查， 加强招投标领域的党风廉政宣传
和教育， 严厉查处插手招投标等违规违
纪行为。 加大对项目招标文件审查备案
力度，杜绝出现“量身定做”、小项目高资

质等擅自设定招标条件的现象。 规范项
目招标代理机构， 督促各行业部门健全
招标代理机构自身状况、运营记录信息，
建立招标代理机构的诚信评估体系及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失信联合惩戒
机制。

问诊病灶，精准施策。在专项整治工
作推进过程中突出工作重点。 开展政府
投资项目招投标清理工作。 按照招标事
项核准和招标文件备案要求，对 2017 年
以来的 325 个政府投资项目进行了清
理， 其中 2020 年政府投资项目 104 个，
邀请招标项目 6 个 ， 公开招标项目 98
个。 完成政府采购工程项目清理工作 。
2017 年以来，政府采购共完成 100 万元
以上 400 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 300
个。开展问题线索大起底大排查。清理县
纪委监委收到的涉及工程建设项目招投
标领域相关问题线索 。 2017 年 1 月以
来 ，共受理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领域
相关问题线索 10 件 ， 其中 1 件已立
案查处 ，4 件不属实予以了结 ，5 件正
在办理 。

桑植：“三点发力”靶向整治招投标领域顽瘴痼疾

获奖证书。

民歌志愿消防队荣获全国 119消防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