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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大风险更大，要制约好手中的
权力，不滥用权力，不越位缺位。 ”常德
市住建局 （人防办 ）机关纪委近日对系
统 29 个廉政高风险岗位主要负责人开
展了点对点式的廉政提醒谈话。

今年以来，该局通过谈心谈话、简章
立制 、专项整治多项举措 ，打好廉政风
险防控组合拳，为干事创业营造了风清
气正的良好环境。

谈心谈话常提醒。 为了抓实日常监
督，该局在系统内全面开展了“一对一”
“面对面”的谈心谈话活动，党组书记找
领导班子成员谈 、 领导班子找分管单
位、科室主要负责人谈，单位负责人、科
室负责人找干部谈 ，一级谈一级 ，层层
抓落实。 通过谈心谈话，对党员干部进
行一次全面的“体检”和“诊断”，实时掌
握党员干部思想动态，增强党员干部廉
洁意识。 全年共开展任前廉政谈话、“两
同时”谈话、提醒谈话 1538 人次。

建章立制严管理。 为加强对党员干
部履行职责 、依法行政 、廉洁勤政情况
的监督管理 ， 该局建立了廉政档案制
度 ，将干部个人基本信息 、拒收极品礼
金、接受谈话提醒和重大事项报告情况
以及干部个人填报的涉矿、违规入股经
营、婚丧喜庆事宜等报备情况一并存入

廉政档案， 实行一人一档进行管理，并
将其作为干部奖惩、 任用的重要依据，
切实有效做好党员干部廉政风险防控。

专项整治补漏洞 。 聚焦隐形变异
“四风”问题开展“五个一”专项治理，机
关纪委调动局系统内 21 名纪检监察干
部，加强对公车私用、办公用房超标、收

受红包礼金等干部作风纪律的动态监
督检查。 开展住建领域招投标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 ， 通过清理招投标规范性文
件、招标文件核查、规范评标专家管理、
构建“标前＋标中＋标后 ”稽查制度等举
措，有力规范了招投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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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住建局（市人防办）打好廉政风险防控组合拳

点对点开展廉政提醒谈话

日前，临澧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组织召开党风廉政建设提醒谈话会
议。 党组书记、局长李扬根据党风廉政
建设规定和县纪委、县监委作风建设相
关要求，结合下沉到各街道城管队伍作
风建设实际 ， 从提高党风廉政建设认
识 、对照实际问题强化整改 、主动担当
履行主体责任等方面开展提醒谈话。 县
纪委、县监委派驻县住建局纪检组副组
长李清平表示，县城管综合执法局下沉
到各街道队 、办的主要负责人 ，要全面
负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切实加强
队伍作风纪律建设，努力树立城管队伍
良好形象。

近年来，该局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
放在首位 ，多举措 、全方位开展作风纪
律教育，全面提升干部职工遵纪守规意
识，让全局干部职工讲规矩、守纪律、知
敬畏、履职责、树形象，城市管理工作和
城管队伍建设得到全面提升。 在今年常

德市城市管理工作考核评比中，连续两
个季度排名第一。

开展集中教育。 近两年来，每年年
初，局党组专题研究部署干部职工集中
培训教育 ，聘请县纪委 、县监委宣传部
宣教工作人员及派驻纪检组负责人专
题辅导 ，系统学习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
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中国共产党廉
洁自律准则 》等党内法规及县委 、县政
府关于加强作风建设的 “双十禁令 ”、
《临澧县关于进一步加强干部作风建设
的暂行规定 》等 ，全面增强干部职工纪
律意识。

开展谈话教育。 把廉政谈心谈话教
育作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
每年年初和年中，李扬结合工作实际开
展一次集中廉政教育谈心谈话，重点对
全局中层骨干及机关干部职工进行党
风廉政教育，对苗头性问题进行专题教
育；其他班子成员按职责分工对分管股

室 、队 、办及二级单位干部职工开展集
中廉政谈心谈话教育。 每年领导班子成
员开展谈心谈话达 200 人次以上， 警示
提醒谈话达 30 人次以上。

开展党课教育。 近两年来，在年初
开展的干部职工集中培训和半年举行
的干部职工大会及庆 “七一 ”等重要活
动中，李扬给全局党员干部职工上专题
廉政党课，加强党员干部职工党风廉政
建设。 其他班子成员分别到分管联系单
位上廉政党课，全局各支部负责人也按
要求在支部上廉政党课。 近两年开展廉
政党课教育达 35 次以上。

开展警示教育。 结合下属单位出现
的极个别干部职工饮酒驾车受到党纪
政纪处分情况 ， 及时召开干部职工大
会 、党支部会议进行警示教育 ，深刻分
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及违反纪律的后果，
举一反三、自清自查。

杨绍银 黎博

“3季度投入 256万元，新修机耕道 2500
米，公路拓宽硬化 1600米，完成沟渠清淤硬
化 2100米。 ”近日，临澧县刻木山乡俄井村
10多位村民围在村公示栏前边看边念。

近年来，乡党委、政府把搞好党务、
村务公开作为扩大村民知情权、 促进基
层民主、增强社会和谐的大事紧抓不放。
乡里成立了村务公开监督领导小组，每

个村设立 3 名监督员，制定相关制度，规
范操作程序，强化信息反馈，每季度对全
乡村务公开内容进行监督审查。 15 个村
（社区）均在醒目位置设立了党务村务公
示栏，根据情况变化，坚持每季度更新一
次公示内容。

公示内容主要包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设方案、村干部分工及责任目标、年度工

作计划、财务收支、党员发展、易地搬迁、项
目建设、农村危房改造、困难及生活补贴、特
困供养、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情况，以及相
关政策等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热点话
题。乡纪委还会同乡财政所不定期深入现场
督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公示内容真实、透
明，赢得了村民认可。

杨绍银 龚道沿

临澧县城管综合执法局：
加强作风纪律建设 树立城管良好形象

小小公示栏讲述大民生

整治金融领域乱象
防范风险

随着金融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和金融监
管体系不断健全， 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融
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但个别
地区、行业和机构，金融领域乱象仍然有时
存在。为此，常德市金融办今年以整治金融
领域乱象为抓手， 多举措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落实主体责任。 全市加大了对打好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金融精准扶贫、金
融助力中小企业发展等执行情况的监督检
查力度，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查明原因症结。 针对个别县域银行业
金融机构经营风险较为突出， 诸如贷款发
放审查机制不到位、 不良贷款清收力度不
够， 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高居不下
等问题， 以及保险市场恶性竞争、 销售误
导，“一非三贷” 等非法金融活动的任务依
然艰巨。市金融办通过在管理上找漏洞，在
工作上找差距，在作风上找不足，不断擦亮
“探头”，增强监督的精准性 、穿透力，深挖
线索，靶向惩治，斩断金融企业工作人员与
不法分子内外勾结形成的利益链。

提升工作实效。 结合金融领域行业特
点，采取有效措施筑牢廉政思想防线，防范
和化解金融风险。强化日常监督，把日常监
督做实做细。 充分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
态”，从严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和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收受礼品礼金和利益输送等案件，
保持监督执纪高压态势。实现严格监管，清
廉监管，在对辖内融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
公司、典当行等进行日常监管中，要求其不
与监管公司产生工作以外的联系， 不越廉
政纪律红线。依托行业协会等平台，通过网
络、讲堂、论坛、警示教育、参观活动等 ，打
通学习交流、实践互助的交叉式沟通平台，
深入开展清廉金融文化建设。

构建长效机制。 如何将短期治理乱象
的成效通过制度建设巩固下来， 金融办一
方面深化构建全覆盖、高效率的监督体系，
另一方面用好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 ”、加强
宣传警示教育。 特别强调不得利用市场优
势地位附加不合理条件、强制捆绑销售、转
嫁成本、违规收费，变相增加小微企业隐性
成本。

文静

安乡疾控
开展内部廉政谈话

近日，结合省、市疫情防控督察反馈意
见， 安乡县疾控中心开展班子成员及中层
骨干廉政谈话，党支部书记何玉龙针对常
态化疫情防控下的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
提出了新的要求。

会议要求，要巩固疫情防控成果，持续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巩固疫情防控
来之不易的成果 ， 需要全体人员继续坚
守 ，坚守常态化的疫情防控 ，坚守疫情防
控纪律要求，坚守疫情防控工作职责。 严
格落实相关管控措施 ，把好境外 、国内重
点地区来安 、返安人员管控 ，做到不漏一
人、应检尽检。

要深入加强作风建设，坚决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 面对特殊时期，领导干部
要带头廉洁自律，自觉做到廉政、勤政，切
实担负起抓党风廉政建设和本职工作的
双重要求，不断地结合新形势提出警醒。

要主动推进事业发展，始终以服务民
生为己任 ，以百姓健康为目标 ，努力推动
全县疾控事业再上新台阶。

彭波 刘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