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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减负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1 月 8 日，在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十

美堂镇紫流村村级便民服务大厅里 ，一
位村民在村干部的引导下， 通过一门式
服务设备终端在线办理了老年证。

“过去到村里办事，墙上牌子挂得不
少，但还是不晓得找哪一个。 现在好了，
清牌后，办事既方便又快捷。 ”紫流村村
民陈永红说。

2020 年 3 月， 常德市纪委监委选择
了 12 个基层单位为作风建设观察点，通
过“解剖麻雀 ”实施作风 “立体 ”观察 ，以
小切口推动大转变。 十美堂镇就是基层
减负观察点之一。

上半年， 负责联系该镇的市纪委监
委第一监督检查室在蹲点调研发现，“部
门牌子多 ， 背后是大量工作任务的转
嫁”。 据统计，鼎城区各村（社区）标识标
牌数平均有 13 个。 这一问题当即被交办
给鼎城区。 对此，该区按照“该取消的一
律取消，能整合的一律整合”的要求进行
精简。

“清牌前，我们村部共挂了十几块牌
子 ，清理过后 ，大门口只挂了 3 块 ，看起
来都舒服些。 ”紫流村党支部书记邓永平
说。

应付检查的牌子少了， 为民服务的
空间大了。 “摘牌后，村干部有了更多时
间跑村民家里，基本实现了从原来的‘书
面留痕’到现在的‘足迹留痕’。 ”邓永平
感慨道。

基层挂牌多、制度满墙等现象，折射
的是相关部门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 去年 6 月，省纪委监委派出 7 个调
研组 ，深入 14 个市州蹲点调研 ，通过以
下看上、以下评上，为省直单位及其领导
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把脉开
方”。 调研共收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94 个，以清单方式向涉及的 27 个省直单
位逐一反馈，相关单位直面问题，掀起了
一场刀刃向内的整改行动。

两个月后，再杀“回马枪”。 省纪委监
委再次派出 3 个调研回访组， 赴 9 个市
州、4 所省属高校开展蹲点调研回访，大
部分问题已基本整改落实， 干部群众满
意度达 90％以上。 同时，在长沙、衡阳、张
家界 3 市基层单位设立了 48 个监测点，
作为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 “哨所”，
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湖南从讲政治高度深化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以清单为抓手，以一个个具
体问题的有效解决为突破口， 带动面上
问题的解决， 形成了改进作风的整体效
应。 省纪委监委协助省委出台 “10 条措
施”，制定监督整治专门方案，形成 18 条
负面清单。 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督促各级
党组织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 让干部
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 2020 年，全
省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1237
个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397 人 ，通报曝
光典型案件 146 件、423 人次。

坚守节点 遏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湖南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原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王伟宜长期
占用管理酒店客房、超标准公务接待；省
人民检察院计财装备处原调研员、 装备
科科长韦立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违规
接受企业人员安排旅游活动……” 今年
元旦前夕， 省纪委监委通报 5 起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持续释放纠 “四
风”节日不打烊的强烈信号。

“每逢佳节搞行动”已成为纪检监察
干部的 “规定动作”。 “年节假期往往是

‘四风 ’问题易发高发期 ，开展专项监督
检查就是要坚持严字当头， 突出问题导
向，精准查处‘四风’问题，营造风清气正
的节日氛围。 ”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
室负责人介绍。

这几天， 省纪委监委陆续派出 8 支
“神秘”小分队，深入市县、省直单位及其
二级机构、国有企业、高等院校，对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
各地和派驻纪检监察组也在纷纷行动 。
衡阳市纪委监委开展为期一个半月的纠
治“四风 ”专项督查 ，紧盯违规收送礼品
礼金、违规发放津补贴等十个方面的“四
风” 问题； 怀化推出两节期间正风肃纪
“十条措施”，给党员干部划出“红线”、标
出 “雷区 ”；驻省商务厅纪检监察组持续
对综合监督单位进行明察暗访， 实时受
理“四风 ”问题线索举报，对发现的顶风
违纪问题，严格执纪、严肃问责……

“这张加油卡有问题！ ”日前，在一次
公务用车专项督查中， 湘乡市纪委监委
督查人员发现， 市产业集团的公车加油
卡加油记录存在异常。

“这辆公车明明没有行驶记录，但公
务油卡却多了几笔加油记录， 是不是藏
着什么猫腻？ ”带着疑问，督查人员立即
着手展开调查。 通过到加油站实地查看、
调取监控、多方比对，目标锁定在司机文
某身上。

原来， 文某是湘乡市育塅乡财政所
工作人员， 借调至市产业集团担任专职
司机。 时间一长，文某发现单位公车管理
存在制度漏洞，便打起了加油卡的主意。
借调期间， 先后 7 次用公车加油卡为其
本人及亲属的私家车加油 ， 共计金额
1412 元。

因私车公养， 文某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其违纪资金被收缴。 湘乡市产业集团
以案促改，进一步完善公车管理制度，健
全公车使用台账，规范派车、报销等审批
程序，提高公车使用管理信息化水平，从
源头上防止私车公养行为发生。

为了重拳整治 “车轮上的腐败”，杜
绝私车公养披“隐身衣”揩“公家油”现象
发生， 湘潭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强化日常
监督， 畅通举报渠道， 抓住重要时间节
点，加大明察暗访力度，严查违规使用公
务加油卡等“四风”隐形变异新动向。

一年来， 湖南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整
治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一以贯之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执行省委“约法三
章 ”，严肃查处违规收送红包礼金 、公款
吃喝等问题，对“不吃公款吃老板”、私车
公养、变相公款旅游、分批异地操办酒席
等隐形变异问题露头就打。 全省共查处
此类问题 1617 起 ，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832 人。

厉行节约 狠刹“舌尖上的浪费”
“在反对餐饮浪费、健全节约用餐制

度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 ”“请提供近两
个月来的公务接待联系单、菜单底单。 ”
自去年 8 月以来，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把
节约粮食、 制止餐饮浪费作为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的重要方面，
密集开展专项督查， 以强有力的监督促
责任落实，狠刹“舌尖上的浪费”。

省纪委监委联合省机关事务管理
局、省财政厅等单位组成 8 个检查组，深
入机关食堂、 公共餐饮场所等开展监督
检查，及时查纠了一批突出问题，推动各
部门针对公务接待、 食堂管理等采取一
系列整改措施。 同时，在省“互联网+监
督”平台进行公务用餐监督子系统试点，
运用信息化手段整治违规公款吃喝。

2020 年 9 月 24 日中午，湖南省纪委
监委专项督查组刚抵达衡阳市委， 便直
奔机关食堂 ，围绕遏制 “舌尖上的浪费 ”
“餐桌上的腐败”开展监督检查。

“我们制定了报餐制度，要求每天报
餐，食堂按需配餐。 ”市委机关食堂负责
人向督查组展示微信报餐记录后， 又指
向餐具回收处说，“有专门的制止餐饮浪
费督导员， 并设置了餐饮浪费现象曝光
台。 对于浪费食物的就餐人员，督导员会
进行劝诫， 并对回收餐具区域进行摄像
监控，如果出现严重的食物浪费现象，会
及时曝光。 ”

除了对用餐人员进行管理外， 市委
办还制定了食堂员工节约管理“九条”规
定，将节约要求具体到采购 、加工 、配餐
等各个工作岗位。 8 月以来，市委机关食
堂每日采购量和运营成本有明显下降 ，
肉类、大米、食用油 、面粉月用量分别同
比减少约 7%、12%、8%、6%， 厨余垃圾减
少约 30%。

派驻纪检监察组充分发挥派驻监督
职能作用。 湖南省纪委监委驻省审计厅
纪检监察组作为全省 ‘互联网+监督’公
务用餐子系统的试点单位 ， 充分发挥
“驻”的优势，通过线上线下检查相结合，
对公务接待用餐情况展开明察暗访 ，核
实公务用餐是否存在陪餐人数、 用餐标
准、 支出范围超标以及用餐场所违规等
问题 ，坚决杜绝 “餐桌上的铺张 ”，制止
“舌尖上的浪费”。

驻省法院纪检监察组着力推动省法
院党组出台 《省法院机关公用经费节约
措施》， 从九个方面对机关经费管理、物
质化办公 、公务用车 、会议培训 、机关文
印等作出全面规范，严禁铺张浪费、提倡
勤俭节约，过好“紧日子”。

一粥一饭见作风。 全省纪检监察机
关以强有力的监督促责任落实，狠刹“舌
尖上的浪费”之风。 不断强化监督力度，
狠抓党员干部作风建设， 对涉嫌违规公
款消费、 餐饮浪费严重等问题进行从严
查处，典型案例通报曝光，以党风政风带
动社风民风，让节约粮食、杜绝浪费成为
习惯和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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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而不息纠治“四风” 深化作风建设成果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雷昕 通讯员 吴哲

考核“瘦身”了，牌子减少了，餐桌的剩
菜不见了……过去一年里， 湖南各级机关
单位出现了风清气正的变化。 这些变化的
产生既是湖南各单位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坚
持自我革命的成效， 也是全省纪检监察机
关驰而不息纠治“四风”，持续不断深化作
风建设的成果。

2020 年，湖南全省纪检监察机关保持
定力，寸步不让，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
既聚焦老问题， 又紧盯新动向， 坚决防止
“四风”问题反弹回潮，推动党风政风焕然
一新。 全省共查处问题数 2854 起 ， 处理
5453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3229 人。

长沙县纪委监委到街道机关食堂开展制止餐饮浪费专项检查。 陈甜 供图

隆回县纪委监委干部对照“监督清单”，深入三
阁司镇中洲村了解扶贫政策落实情况。

陈湘林 供图

2020 年 6 月开始，摘牌行动在十美堂镇全面展
开， 一些单位设在村里的牌子被一个一个拆除。

何梦黎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