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长监狱系统队伍教育
整顿工作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罗
霞 通讯员 胡平）自查从宽，被查从严。
什么算自查，怎样自查，自查什么内容？
4 月 15 日，在长监狱系统队伍教育整顿
工作推进会，在省女子监狱召开。 省监
狱管理局纪委副书记、 监察室主任、教
育整顿办副主任肖文晖就 “自查从宽、
被查从严”“现在不自查， 将来必被查”
“自查的政策幅度”等进行重点解读。

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省级驻点第
一指导组监狱现场指导专班成员石峰，
反馈了省女子监狱和省长沙监狱学习
教育环节评估情况 ，通过座谈 、随机抽
查等方式，专班对上述两所监狱评估结
论为合格。

监狱现场指导专班负责人邓永忠
认为，在长监狱系统学习教育环节开展
有序 ，规定动作基本到位 ，自选动作有
序有力。 下一步指导专班将围绕在规定
动作、“自查从宽、被查从严”政策宣讲、
自查自纠落实 、顽瘴痼疾梳理 、顽瘴痼
疾整治 、谈心谈话 、领导班子成员及关
键岗位干警领导班子没有起到带头作
用等 7 个方面不到位的情况，进行重点
监督指导。

涟源公安两小时破获
砸车盗窃案

本报讯（通讯员 谭斌）近日，涟源市
公安局伏口派出所接到报警， 称在伏口
镇长塘村有 4 辆轿车车玻璃被砸， 车内
物品被盗。接警后，值班民辅警赶往案发
现场。 当日，正值长塘村一村民结婚，村
民的朋友开车到伏口帮忙接亲， 却发生
了这起案件。

处警民警一边安抚村民情绪， 一边
仔细勘察现场。通过现场监控，民警发现
3 月 27 日凌晨有 3 名陌生男子在现场
附近徘徊。通过调取视频监控，民警 2 小
时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吴某乐、 吴某康
和李某， 并立即赶到 3 人家中将 3 人带
回派出所调查。 经询问，3 人对其砸车窗
玻璃盗窃的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已被行
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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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肖亚湘）4 月 15 日，
新田县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第二
次座谈会， 再次向部分党代表、 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征求对教育整顿工作的意
见建议， 确保教育整顿工作的 “查纠整
改”环节走深走实。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周平主持会议。

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查纠整改环
节 ，新田县将启动 “6+1+4+N”模式 ，围
绕违规违法减刑 、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
有案不立、压案不查、有罪不究等 6 大顽
瘴痼疾；违规饮酒、斗酒酗酒等歪风陋习
和公款吃喝、餐饮浪费等“四风顽疾”，及
重点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干部作风
四项突出问题， 开展专项整治、 查纠整

改。
会上 ，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结合个人工作和日常生活实际， 开诚布
公、畅所欲言，从未成年人普法教育 、道

路交通、人性化执法、政法队伍建设等方
面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建议。 新田政法部
门当场针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答复 ，并
提出了下阶段的整改措施及努力方向。

会议要求，各政法部门要将“开门纳
谏”作为一项常态化 、制度化活动 ，虚心
接受各界反馈的意见建议和群众的监督
评判，弥补工作中的漏洞缺项；要及时将
代表、 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梳理研
究，建立台账，对存在的问题采取行之有
效的措施立即加以改正， 并第一时间反
馈整改结果；要建立长效机制，总结工作
中的经验和方法， 高效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的具体问题，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本报讯（通讯员 鲁静 文嘉庆）“原
来检委会还可以这样开，委员们认真对
案件中需要讨论的各个问题进行抽丝
剥茧 ，引导我们如何审查证据 、认定事
实及适用法律，为我们上了一堂非常有
意义的业务培训课。 ”4 月 15 日，慈利县
人民检察院召开了一次特殊的检察委
员会。

在承办检察官案件汇报结束后，列
席会议的青年干警发表了对于案件的
意见。 青年干警列席会议，旁听并参与
疑难复杂案件讨论，是该院提高青年干
警执法办案能力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

加强青年干警人才培养的创新举措。 此
举以“传帮带”为目的，搭建青年干警向
资深检察官学习的桥梁，不仅开阔了青
年干警的眼界 ，拓宽了思维 ，更有利于
提高他们办理疑难复杂案件的能力。

列席检委会的青年干警纷纷表示
获益匪浅。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
次检委会委员以具体案件为切入点的
倾囊相授，进一步丰富了我的办案体系
和审查思维。 ”“聆听资深检察官分享的
办案方法和经验，让我发现了自身在办
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学习了证
据审查 、事实认定 、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的方式方法，明白了小案也要精办的道
理。 ”

党组书记、检察长罗娜认为，此举既
可以将青年干警的所学知识运用到检
察工作实际，又可以学习到检委会委员
们对疑难 、复杂案件的深刻剖析 ，优化
办案思路，有助于提高青年干警的执法
办案能力和工作业务水平，尽快成长为
能驾驭处理疑难复杂案件的办案能手。

下一步，该院将更加有针对性地加
强青年干警培养工作，搭建更多成长成
才平台， 激发青年干警干事创业热情，
为检察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4 月 15 日是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 为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法治意识，湘
潭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认真谋
划，开展了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
发展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营造庆祝建党 100周年良好氛围”和“我为
群众办实事”为主题的系列法治宣传活动。

当日，卫生监督员在建设路口某购
物广场前坪开展线下宣传活动，现场以
悬挂横幅、发放资料、现场答疑等形式，
重点进行了 《国家安全法 》《长江保护
法》以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宣传。 活动共发放
宣传资料和纪念品近千份，接受群众咨

询 100 余人次。
此外，该局在工作群发布了《数据安全

法（草案）》；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关注 “中
国普法”公众号，积极参与线上答题；在
该局 LED 显示屏滚动播放国家安全法
治宣传标语，营造了浓厚的宣传氛围。

邢凌

□谷绍楠

退休 6 年，原祁阳县住建局邹某龙
获得一纸《中共祁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立案决定书》。 退休本该是卸下一身包
袱安享晚年的时候，但他最终为其违规
行为买单。 （来源：三湘风纪网）

2017 年，已退休的邹某龙辞去单位
返聘的岗位后， 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辆，
被依法判决犯危险驾驶罪， 判处拘役 2
个月 ， 缓刑 2 个月 ， 并处罚金人民币
4000 元。 此后，在大数据比对摸排中，竟
被发现其在服刑期间违规领取养老金
合计 23346.23 元。 因邹某龙作为国家退
休工作人员 、共产党员 ，其醉驾行为已
触犯 《刑法 》，2021 年 1 月 ，邹某龙受到

开除党籍处分，由人社部门按照有关规
定，降低其退休待遇。

人走“查”不凉，贪腐责难逃。 纵观
事件本身，每一环似乎没有关联，实际上
却是必然结果。 “退休腐”就是“在职腐”的
延伸，有些领导干部退休后延续着在职
时的做派 ，摆架子 、打官腔 、高高在上 ，
贪欲不敛、罔顾法纪只会晚节不保。

类似“退休腐”并不鲜见。 这些领导
干部奉行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腐朽
思想 ，“到站 ”之际 ，有的急于在 “受恩 ”
之人那里兑现“好处”，有的则精心谋划
着退休后的好日子，试图再借着影响力
捞几笔“进账”。 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
的是 ，如此 “小算盘 ”，却算出人生糊涂
账 。 退休不是避风港 ，没有 “法外的自

由”，更不会既往不咎、一笔勾销。 《中国
共产党问责条例 》明确规定 “实行终身
问责”， 党的纪律红线体现着制度的刚
性 ，任何企图通过 “退休 ”“离任 ”“软着
陆 ”等手段避过风头的行为 ，必定追查
到底。

“苟非吾之所有，非一毫而莫取。 ”
权力的金身诱人，贪腐的代价更重。 党
的十八大以来， 在高压反腐态势下，干
部退休后落马的案例层出不穷。 退休不
是 “免责金牌 ”，欠下的 “民生债 ”，该还
的迟早要还。 惟有始终坚守为民服务的
初心 ，常怀对党纪国法的敬畏 ，自觉防
腐拒变，廉洁用权，方能行有所止、行稳
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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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田县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查纠整改座谈会要求———

“开门纳谏”要成为常态化制度化活动

■教育整顿进行时

会议现场。

检委会上特殊的业务培训课

湘潭卫计局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日系列活动

退休绝不是贪腐的免责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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