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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潇潇

12 月初，省纪委监委通
报了 4 起损害营商环境典型
案例。其中，武冈市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局原副局长孙国
以企业办证换证需要打点关
系为由， 先后收取多家企业
“好处费”， 并通过透露内部
信息收受礼金。 孙国受到开
除党籍、公职处分，涉嫌违法
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

营商环境是构建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 是一
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 政务服务是优化营商环
境的关键因素。 但仍有一些
人如孙国，滥用职权，严重破
坏当地的营商环境。 身为国
家干部， 本应为优化营商环
境保驾护航， 却公然漠视法
规纪律， 污浊当地的营商空
气。 这反映的不仅仅是政商
交往无底线，更是监管督查有洞可钻。

“君子之交淡如水”。 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
是“亲”“清”两个字。 “亲”而不疏，“清”
而不浊。 “亲”是责任，政府要做好企业
的“店小二”，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为
其发展排忧解难 ，彻底破除 “卷帘门 ”
“玻璃门”“旋转门”。 “清”是态度，政府
是企业发展的 “护航人 ”，不是勾结攀
附的 “保护伞 ”，交往有道 ，坚守底线 。
“有道之君，行治修制”，纪检监察机关
要充分发挥监督保障的作用。 一方面
要夯实纪检监察工作， 查隐患， 补漏
洞，完善监督制度体系，不给歪风邪气
任何可趁之机。 另一方面对于破坏营
商环境的行为要加大惩处力度， 展示
足够的震慑作用。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塑扬
风强监督， 才能营造良好的社会营商
环境。

（作者单位：澧源镇纪委监委）

张家界召开首次党内监督专题会议
首批“考生”接受驻点专项监督,直面问题并进行整改

近日， 张家界召开第一次党内监督
专题会议。 桑植县委、张家界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党组作为第一批 “考生 ”，就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向市委常委
会作专题汇报。 全体市委常委、市人大、
市政协党组主要领导出席会议， 张家界
市纪委监委、桑植县委、张家界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党组全体班子成员、 部分特邀
代表参加会议。

会前， 市纪委对两个党组织分别进
行了为期一周以上的驻点专项监督，通
过问卷调查 、座谈了解 、个别访谈 、查阅
资料等方式深入了解“考生”落实主体责
任的日常表现。 会上，市纪委综合“四个
监督”情况对“考生”分别作出监督报告。
市委常委对责任落实情况逐个进行研
判、审议，指出了专题报告单位存在的相
关问题， 并提出了加强和改进的意见和
措施。

今年下半年，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
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及《党委

（党组 ）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
定》等党内法规规定，丰富完善党内监督
方式，张家界积极探索出台了《党内监督

专题会议制度》，以市委常委会的形式定
期召开专题会议听取、研判、点评党组织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 倒逼

全市各级党组织主动压实管党治党责任。
市委书记虢正贵强调， 要充分运用

党内监督专题会议制度认真分析把握政
治生态， 着力解决当前管党治党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 要深入领会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和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解决好
人民情怀和为民本质问题； 要全面推动
党内监督专题会议制度落地生根， 层层
建立健全制度，抓好会后整改贯彻落实。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
主任王令波表示，“党内监督专题会议是
全面客观掌握全市各级党组织政治生态
的重要抓手， 纪检监察机关要扎实履行
好监督职责， 以党内监督专题会议制度
的落地实施持续推进清廉张家界建设。 ”
下一步，市纪委监委将对桑植县委、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党组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情
况进行督促检查， 并将相关情况向下次
专题会议报告，督促问题整改落地落实、
见到成效。

孙若晗

“生态管理员聘用满意吗 ，在村里
看病方便吗？ ”近日，慈利县纪委监委工
作人员来到江垭镇、 岩泊渡镇等地，对
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再督查。

为深入推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专项治理，提升贫困群众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 ，今年 ，县纪委监委围绕产业
扶贫、生态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
贫、社会兜底保障、就业扶贫、住房和饮
水安全 、基本医疗 、农村基础设施 9 个
重点领域，开展“一季一专题”集中治理
工作。 通过入村督查、“回头看”等工作，
将监督执纪的触角延伸到基层各个“神

经末梢”。
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委督查室、县政

府督查室 、县扶贫办 、县脱贫攻坚指挥
部、县驻村帮扶办组成 4 个督查组，分 4
批次对全县 26 个乡镇 （含新城区 ）、24
个行业扶贫主管部门进行督查。 重点排
查 “两不愁 、三保障 ”实现 、重大政策落
实 ，以及获得帮扶 、贫困人口参与脱贫
攻坚项目情况等，核查脱贫结果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

与此同时，各派驻纪检监察组针对
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特点，督促职能部
门认真履行行业监管责任，对涉及的项

目资金进行“大体检”。
“希望通过对各个扶贫领域的常

态化督查 ， 维护脱贫攻坚战的成果 ，
保证脱贫攻坚质量 。 ”县纪委监委负
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做好扶贫领
域腐败与作风问题的监督 ，重点放在
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 后 的 防止 返 贫 工
作及乡村振兴方面工作的再监督 。 结
合本年度巩固拓展 “一季一专题 ”工
作开展情况 ，提炼工作经验 ，筑牢纪
律 “堤坝 ”，增加脱贫攻坚 “成色 ”，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 。

杨玥妙楠

近日 ， 桑植县廖家村镇纪委开展
“清风行动”，从严从实加强换届监督检
查，为营造风清气正换届环境提供坚强
保障。

镇纪委成立换届专项督查工作领
导小组，实施 “一把手 ”负总责 、分管负
责人具体抓、其他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的
工作机制。 对涉及换届村干部的信访举
报优先办理，快查快结。 对排查出来的
基层线索进行分类处置、 及时通报，对
事实清楚 、程序到位 、处置准确的信访

线索 ，集中到信访人所在地开展 “阳光
反馈”， 为村支两委换届选举营造良好
的社会环境。

镇纪委提前对候选人员进行把关，
围绕是否有信访举报反映和初核问题
线索，是否受到党纪政务处分且尚在处
分期内，是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
受立案调查处理等重要方面，对不符合
要求的人员 ，及时反馈研判 ，防止 “带
病”参选。 延伸纪律监督的“探头”，充分
组织和依靠群众，动员群众广泛参与换

届监督，切实打通换届纪律监督向基层
延伸的“最后一公里”。

此外 ， 对信访问题线索进行大起
底、大排查，对巡察反馈移送、上级转办
交办等问题线索及来信来访举报开展
“回头看”，确保线索问题和信访举报处
置无遗漏、无死角。同时，对查处的村干部
违纪违法行为通报曝光， 做到查处一起警
示一片的震慑效果， 以风清气正的换届环
境促基层政治生态的不断净化。

吴磊

“感谢你们对老百姓的关心 ，我们
一定会按照政府的要求， 注意通风，安
全用火。 ”近日，桑植县五道水镇纪委走
村入户督查全镇“小火亡人”工作时，五
道水居委会村民文吉胜说。

“小火亡人 ”是指火灾中造成的经
济损失小，过火面积小 ，受灾户数和人

员相对少，但又造成人员死亡的火灾事
故。

五道水镇纪委坚决贯彻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主动作为，聚焦主业，强
化执纪监督，重点监督安全生产检查
过程是否存在 “走形式 、走过场 ”、是
否存在 “纸面上下功夫 ”的现象 、 “一

岗双责 ”监管责任落实情况 。 对监督
中发现的问题 ，镇纪委立即开出 “监
督清单 ”，压实部门责任 。 对 “监督清
单”持续跟进，实行动态清零。目前已开
出 “监督清单 ”15 个 ，全部督促整改落
实。

王弘毅

慈利：“督查 +回头看”增加脱贫攻坚“成色”

“清风行动”护航村支两委换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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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水镇纪委督查“小火亡人”工作

会议现场。

■三湘廉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