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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支书瞒天过海
受到严重警告

“我要实名举报村支书贪污 ，
你们管不管？这是我的举报信。”近
日，桑植县上洞街乡纪委来了一个
举报人。

“怎么回事？ 你慢慢说。 ”乡纪
委书记迎了上去。

“是这样的，我是上洞街乡卧
云界村村民朱某某，村支书张某贪
污了农户多年养老金 和 良种 补
贴。 ”举报人递来一封举报信。

“我们受理了，你放心，我们一
定会调查清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
复。 ”

乡纪委调查组随即展开调查
走访 、核查取证 ，通过调取朱某某
2011 年至 2019 年发放养老金及
良种补贴的一卡通资金流水查证，
一份隐藏了 9 年的真相渐渐浮出
水面。

“张书记 ，你们村朱某某的养
老金和良种补贴资金发放问题你
说一下吧。 ”在谈话室内，调查组一
针见血地问道。

“朱某某是我们村人 ，但多年
就不在村内居住了，属于户在人不
在 ，因为一直联系不到他 ，所以他
的养老金和良种补贴我一直替他保
管着，去年我联系上他后就一分不少
还给他了。 ”村支书支支吾吾地说。

“难道从 2011 至 2019 年一直
联系不到他吗？ ”“养老金和良种补
贴是老百姓的养老保障，必须一分
不少发放到位。 ”调查组追问。

在调查人员的劝说下，村支书
终于说出了事情原委：朱某某一家
2006 年 6 月就已落户永顺县砂坝
镇，在当地上缴了新农合、新农保，
朱某某夫妻二人分别于 2010 年
10 月、2012 年 12 月在当地享受了
国家养老金政策。 于是，卧云界村
村支书打起了瞒天过海的歪主意。
真相大白后 ， 其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 方正阳 向真月

“2020 年 8 月 31 日， 沙堤
街道办事处龚世英家的卫生厕
所 改 造 完 工 ；2020 年 9 月 10
日， 谢家垭乡高坪等 4 个村 24
万余元生态公益林资金全部发
放到位……”近日，距张家界永
定区委巡察整改督察组现场督
查过去 10 天后，整改成效逐步
显现。

要在“条条要整改、件件有
着落”上动真碰硬，这是永定区
委释放出巡察整改责任 “再压
实”的强烈信号。 通过进一步强
化巡察整改督查， 扎实做好巡
察 “后半篇文章 ”，有力有效推
动巡察监督向纵深发展向基层
延伸。

紧盯目标，明确“督查谁”。
深知 “巡而不改不如不巡”，区
委紧压整改责任， 将巡察整改
与常规巡察同安排、同落实。 从
七届区委第十轮巡察开始 ，每
轮巡察启动时同步授权成立巡
察整改督查组。 一是对上一轮

巡察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督
办 ，看 “一把手 ”是否切实履行
整改第一责任人责任， 看问题
清单、责任清单是否齐全，看专
题民主生活会剖析材料是否深
入查摆； 二是对上上轮巡察单
位的整改情况进行督查， 看巡
察反馈问题是否整改到位 ；三
是对历轮督查发现问题未整改
到位的党组织进行 “再督查 ”，
看整改是否强化落实、 巩固提

升。 七届区委已巡察的 80 个单
位党组织共督查 67 个 ，督查覆
盖率达到 84%， 反馈的 1847 个
问题，整改完成率 95%，切实将
巡察整改落在实处取得实效。

紧盯问题，明确“怎样督”。
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以巡察反
馈问题为依据， 督促单位党组
织及时研究部署、 认真对照检
查、逐项整改落实，下沉一线跟
进指导巡察整改工作有关要

求。 区委明确整改督查由巡察
工作领导小组牵头， 巡察办统
筹实施，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
门配合。 督查组通过 “三不一
直” 方式， 面对面问实情访民
意。 重点督查巡察反馈问题是
否得到解决， 责任是否得到追
究，机制是否得到健全。 在实地
掌握整改情况基础上， 再与单
位一一对账， 及时纠正少数单
位虚假整改、 敷衍整改的 “姿
态”。 巡察整改督查工作开展以
来， 共走访村居 （社区）150 余
个， 深入农户 240 余户 ， 座谈
400 余人次， 查阅会议记录、党
建手册、财务凭证、帮扶台账等
资料 320 多本 ， 各单位整改材
料 140 多册， 通过明查暗访与
督查指导相结合， 确保巡察反
馈的问题得到全面彻底整改。

紧盯责任，明确“如何改”。
坚持分类指导， 是谁的问题就
由谁解决。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就督查情况定期组织召开

通报会、约谈会，对督查发现整
改未到位的问题予以现场交
办， 明确再一次给予 1 个月时
间限期整改。 在“再督查”中，对
限期内能整改而未整改到位
的，挂账到区纪委监委，对相关
责任对象严肃追责问责， 该免
职的免职，该调离的调离。 对确
属限期内难以完成整改的 ，需
作出书面说明并列出整改时间
表、路线图，向区委巡察工作领
导小组报告。 对确属自身无法
单独完成整改的， 要作出书面
报告，提请相关部门协同整改，
做到“乡村吹哨、部门报到”。 综
合前期督查实效， 区委巡察整
改督查组形成督查报告 4 个 ，
督促整改到位问题 650 个 ，交
办督办函 19 份，督促“再整改 ”
问题 90 个，汇总报告共性问题
7 类 45 个， 移交纪委重点人问
题 10 人 ， 对 68 个单位党组织
巡察整改落实情况予以绩效考
评。 永宣

“这一段防护墙加固的水
泥砂浆太少 ， 不符合质量要
求，必须拆掉返工。 ”“这种灰
石料不符合标准，久了就会灰
化，不合格的石料必须抠换出
来。 ”这是近日慈利县纪委监
委 驻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纪 检 监
察 组 在 全 县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项 目 现 场 开 展 贴 身 监 督
时公开 “挑刺 ”的一幕 。 像这
样的 “挑刺 ”，今年已是第 21
次 。

近年来，为确保慈利县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质量，慈利
县纪委监委发挥派驻监督“探
头”作用，始终严控廉政风险，
严把过程监督，将监管责任落
实落细到日常工作中，护航高
标准农田建设。

从今年 10 月开始 ， 慈利
县 2020 年度高标准农田项目
开始招投标工作，县纪委监委
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连
续两天两夜对招投标展开全
程监督 ，防止暗箱操作 、串标
围标行为发生。 此前，该派驻

纪检监察组还全面参与了项
目选址入库 、规划设计 、财政
评审等前期工作，确保项目建
设顺利进行。

在上半年的督查中，纪检
监察组对 2019 年度农田建设
项目提出了 “加厚海底 、增加
保护墙 ”等多项意见 ，通过督
导和跟进监督，相关问题已全
部按要求整改到位。 最终，慈
利县 2019 年度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在省市检查验收中顺
利达标。

两年来，慈利县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 1.38
亿元，涉及 20 多个乡镇 99 个
行政村 ，全县约 76500 亩农田
受益。

慈利县纪委监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下阶段 ，将继续跟
踪监督， 重点关注工程质量、
资金使用等问题，保障项目建
设高标准完成，争取将项目打
造成精品工程、 廉洁工程、民
心工程。

何双全 代炯琼

为有效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 ，今年以来 ，桑植县
纪委监委派驻县财政局纪检
监察组多措并举，推动综合监
督单位主体责任落地生根。

筑好制度防线 ，完善责任
链条。 要求被监督单位把全面
从严治党与业务工作同研究 、
同部署、同考核、同落实，党组
织主要负责人履行好 “第一责
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强化“一

岗双责 ”， 建立上下有机互动
的责任传导机制 。 按照 “谁主
管、谁负责”的原则，完善相关
制度 ，建立责任清单 ，把责任
压紧压实。 纪检组先后参加、列
席驻在单位相关会议 65次，积极
与被监督单位党组织研究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督促被监
督单位党组及其成员制定、细化、
落实主体责任清单。

把好检查防线 ，履行监督

专责。 加强对监督单位党风廉
政建设日常工作的监督检查 ，
通过参加或列席驻在单位会
议、对“三重一大”等事项进行
监督检查等多种方式 ，实时掌
握派驻单位的工作情况，履行
对党组织和领导班子及其成
员履行职责、行使权力情况的
监督责任。 今年来，开展主体责
任落实、“三重一大” 事项监督检
查、公车私用明察暗访、制止餐饮

浪费等各类监督检查 58次。
用好警示防线 ，倒逼责任

落实。 立足做深做实审查调查
“后半篇文章”，充分发挥违纪
违法案件对党员干部的警示
教育作用，用发生在身边的典
型案例警醒教育身边人。 选取
违纪违法身边典型案例 8 个，在
财政系统内进行警示教育， 形成
“问责一个、教育一片、警醒一方”
的良好效果。 周俏丽 屈林勇

强化整改督查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

慈利拧紧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阀

桑植县纪委监委驻县财政局纪检组：
构筑“三道防线”督促落实主体责任

“向大哥， 残疾人家庭大
学生资助金收到了吗？ ”“收到
了，3000 元一分不少！ 感谢政
府，感谢你们。 ”贫困残疾人向
文政紧紧握着桑植县上洞街乡纪
检干部的手激动地说。

11 月 5 日，一份桑植县纪
委监委交办的扶贫领域问题
线索引起了乡纪委的重视 ，当
下正是脱贫攻坚战关键节点 ，

容不得半点含糊。 乡纪委工作
人员立刻通过查阅资料 、走访
群众、与相关人员谈话等方式
展开线索调查。

“这个问题不属实！ ”11 月
9 日晚上 9 时，经过 5 天核查，
乡纪委书记肯定地说。 原来，9
月在全市脱贫攻坚检查时发
现，向文政本应享受残疾人家
庭资助政策，但似乎没有享受

到位。 经核查发现 ，残疾人家
庭大学生资助金需由个人提
出申请，资助金要到次年 7 月
才能发放到位，并不是问题线
索所说的未享受到相关政策 。
核查组随即将核查情况向乡
党委作了汇报，乡党委考虑到
该户家庭困难等情况 ，经开会
研究决定先行垫付本应于明
年 7 月才能到位的 3000 元残

疾家庭子女资助金。
严格站好行业扶贫政策

落实 “监督岗 ”，让更多 、更好
的惠农扶贫政策真正落到实
处，让“收件人”的“快递”提前
送达 ， 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
度，是纪检干部监督执纪的重
点 ，也是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一
环。 方正阳

“惠民快递”提前送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