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溪桥镇全力打造清廉村居试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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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李林俊

近日 ， 永州市委根据
“镜鉴” 以案促改专项活动
要求，召开以案促改净化修
复永州政治生态专题民主
生活会，省纪委监委相关负
责人全程指导并点评讲话，
相关监督检查室负责人宣
读了关于加强以案促改的
纪检监察建议，永州市委常
委班子以及班子成员分别
作对照检查并开展互相批
评。

今年年初，省纪委监委
决定在永州开展为期 1 年
的 “镜鉴”以案促改专项活
动， 并部署了 7 项规定动
作 。 让全市党员领导干部
从思想上受到教育 、 从党
性上得到提高、从言行上引
起警示。

如今，专项活动进展如
何，又达到了什么效果？ 日
前，《湖南法治报》记者跟随
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来
到永州，全程旁听了这场时
长近 8 小时的民主生活会。

自我画像
揭短亮丑不遮不掩
在这次专题民主生活

会上 ，查摆问题具体实在 、
针对性强 ，13 位 “关键少
数”在自我画像时 ，都按照
“六要六谨防”要求，查摆问
题并深入剖析思想根源。

有的常委坦言履行管
党治党责任不够严实 ：“在
与县市区和部门单位党委
（党组） 主要负责同志谈心
谈话时， 多以了解情况、指
出问题 、明确要求为主 ，责
令其对问题进行深刻反思、
严肃检讨还不够。 ”有的常
委自揭其短 ：“推动政治生
态持续净化修复手段上还
不够强硬，对‘关键少数’的
监督‘千里眼’盯得少。 ”

还有的常委结合职责
分工自查自纠：“清除‘小圈
子’‘小山头’等现象 ，关键
在于要完善选人用人机制。
就目前来看 ， 对根治打招
呼、说情风 、跑风漏气等顽
瘴痼疾，还未完全上升到制
度规范层面， 重点领域、关
键岗位常态长效机制有待
进一步健全完善。 ”

知己之短，方能补短为
长；以案为鉴，才能以案促改。
常委们之所以画像画得准，是
因为在会前下足了功夫。

记者了解到，自“镜鉴”
以案促改专项活动开展以
来 ，截至目前 ，永州所有县
市区均已召开警示教育大
会 ，16 万余名党员干部参
加警示教育活动，市人大常
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班子，
各县市区委召开领导班子
专题民主生活会， 全方位、
多渠道征求社会各界的意
见建议 ， 逐一开展对照检
查 、深刻剖析 ，共查摆问题
2233 个 ， 互 提 批 评 意 见
2426 条。

开展批评
入骨三分直指要害
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班

子成员既勇于对自己挖病
源 、动手术 ，相互之间也敢
于戳痛处、指要害。

“针对现阶段一些党员
干部出现的‘躺平’现象，要
树立鲜明的选人用人导向，
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 ”“对‘关键少数’的
监督管理不够严紧硬，压力
传导不够。 ”班子成员之间
的批评充满辣味。每位常委
刚一对照检查完，经常出现
“我提两点批评意见” 的声
音。

面对开诚布公的建议、
辣味十足地批评，各位常委
逐一记录 、照单全收 ，并表
示会充分运用好专题民主
生活会的成果，切实抓好问
题整改。

“对照高建华等人严重
违纪违法行为，作为市委班
子成员，从中查找自己身上
可能存在的风险和 ‘影子’
还不够，针对性提出防控措
施有待进一步加强。 ”指出
不足也不搞避重就轻，省纪
委监委相关负责人点评时
更是不留情面， 直指要害。
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归根
结底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最终达到修复净化和
优化永州政治生态目的 。
“要切实提高一体推进 ‘三
不腐 ’的能力和水平 ，进一
步推动 ‘镜鉴 ’以案促改专
项活动深入开展，持续修复
净化永州政治生态。 ”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彭燕）为
深入推进 “清廉村居 ”建设 ，桃源
县杨溪桥镇依托党建引领，书记、
镇长、纪委书记办点 ，先行先试 ，
以点带面，加大宣传造势，全力打
造清廉文化环境、法治环境、干事
创业环境，努力营造“干部清正、
村务清爽、民风清朗”的村（居）政
治生态。

近日， 镇纪委书记李建新到
铁山溪村开展清廉村居试点工

作，着力从党的建设 、作风建设 、
监督提升工程、三务阳光工程、清
风亮剑工程、 文化养廉工程等方
面开展工作， 建立村级重大事务
民主决策制度， 严格规范村级小
微权力清单， 综合运用村务公开
栏、 清风连心桥监督平台、“监督
一点通”大数据监督平台，切实规
范农村“三资”管理、村级工程、农
民建房、 农村土地开发复垦及承
包经营、 村务公开等村级 “五件

事”， 以公开倒逼管理规范化、制
度化。

镇纪委坚持把清廉文化元素
融入清廉村居建设中， 深入挖掘
铁山溪传统历史文化、名人乡贤、
家规家训中蕴含的清廉思想 ，以
廉洁墙画 、展板、条幅等形式 ，开
展富有地域特色的村级廉政教
育，广泛开展“传家规、立家训、扬
家风 ”活动 ，积极培育文明乡风 、
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罗霞

“十三五” 以来，4 万余名罪
犯获得技术等级证书 、6 个项目
纳入“十四五”全省政法基础设施
建设规划 、5 个监狱建成司法部
“智慧监狱 ” 示范单位……近年
来， 湖南省监狱系统坚决落实总
体国家安全观， 认真贯彻实施监
狱法律法规，纵深推进监狱改革，
监狱治理、刑罚执行、教育改造 、
监督管理等工作呈现新亮点。

全面贯彻落实
总体国家安全观

在 7 月 26 日举行的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
二次全体会议上， 省司法厅厅长
范运田受省人民政府委托， 专题
报告了我省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狱法》的情况。

报告从队伍建设全面加强 、
执法公信力持续提升、 监管场所
保持安全稳定、 罪犯改造质量稳
步提升、监狱功能布局不断优化、
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6 个方面
总结了我省监狱工作的主要做法
和成效。

报告指出， 全省监狱系统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始终坚持党对
监狱工作的绝对领导， 坚决贯彻
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认真贯彻
实施 《监狱法 》，不断提高监狱工
作标准化、规范化 、法治化水平 ，
保持从严治警态势，从严教育、管
理和监督 ，推进革命化 、正规化 、

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完善刑罚执行制度， 完善计

分考核罪犯、 立功认定、 集中办
案、逐案审查等制度，进一步健全
完善罪犯减刑、假释办案制度，理
顺暂予监外执行工作机制。 狠抓
顽瘴痼疾问题整治，专项开展“纸
面服刑”治理，执法公信力持续提
升。

强化以爱国主义教育、 法治
教育、 道德教育和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思想
教育， 将罪犯文化教育和职业教
育纳入地方规划， 联合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开展
罪犯职业技能培训， 组织罪犯参
加国家认证的技术等级考试。 “十
三五”以来，罪犯获得技术等级证
书 4 万余人，释放后谋生就业能
力不断提高。

确保监狱长期安全稳定
近年来， 湖南监狱系统深入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坚持总体
国家安全观， 自觉把平安监狱建
设融入平安湖南、 法治湖南建设
大局中谋划推进， 努力打造功能
完备 、安全有序 、管理规范 、执法
公正、保障有力的平安监狱。

尤其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湖南监狱系统坚持“高
于平时 、严于地方 ”标准 ，省监狱
管理局连夜下达了监狱就地封闭
管理的指令， 实行 “三个三分之
一 ”， 即三分之一的警力封闭执
勤、三分之一的警力隔离备勤，三
分之一的警力居家隔离的警务执

勤模式， 快速反应进入最高级别
疫情防控状态， 坚决将疫情阻挡
在监狱大门之外。

收到省监狱管理局封闭管理
命令， 全省监狱警察立即返回监
狱所在地，2000 余名警察投入首
轮封闭工作。 湖北个别监狱发生
疫情以后， 我省在自身警力严重
不足的情况下，仍派出 24 名警察
组成援鄂工作队前往援助， 组建
武汉袁家台方舱医院， 创造了病
犯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监管
安全零事故、工作人员零投诉、出
院病人零召回的“五个零 ”记录 ，
出色地完成了援鄂抗疫各项工作
任务。

为确保监狱持续平安稳定 ，
近几年来， 省监狱管理局连续开
展“情暖高墙·关爱孩子 ”一系列
帮扶活动， 筹集社会资金等共投
入数百万元， 为罪犯未成年子女
解决生活失助、学习失败、情感失
落 、心理失衡 、安全失保等问题 ，
帮助他们走出因父母违法犯罪而
落下的心灵阴影， 形成正确的人
生价值观，重树生活勇气和信心，
促进罪犯安心改造。

报告认为， 我省监狱在实际
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突出困难和问
题，下一步将采取相关措施，大力
推进监狱调整改造，在经费、警力
等方面加大保障力度， 不断健全
刑罚执行机制， 扎实推进 《监狱
法》在我省贯彻实施的各项工作，
确保监狱长期安全稳定， 为全面
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
任务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我省监狱工作标准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

平安监狱建设再上新台阶

为进一步落实从优待警措施 ，丰
富民辅警子女的暑假生活。 8 月 2 日-
5 日，张家界市公安局永定分局联合罗
塔坪乡水田坪村举办以 “体验·感恩·
筑梦” 为主题的首届乡村振兴民辅警
子女夏令营活动，100 余名警娃体验为
期 4 天的警营生活。 开营仪式上，特警
队员通过现场表演和手把手教学等方
式，分别为警娃们展示擒拿格斗、警犬搜
毒， 模拟抓捕和反恐实战的精彩表演，介
绍了警局常用的相关设备。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蒋文娟

通讯员 郭颖

问题找得准 建议提得实
———永州市委常委班子“镜鉴”专题民主生活会侧记

“警娃”夏令营解锁不一样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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