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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李林俊

“我用一种畸形的方式关
爱亲情， 以违纪违法为代价帮
助亲属谋利， 自认为是在帮助
他们，实则是害人害己。 ”近日，
在湘潭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
会上， 湘潭县纪委拍摄的警示
教育片《正本清源》中某严重违
纪违法原国企领导的忏悔 ，让
在座的 200 余名党员领导干部
深受警醒。

让案中人说案中事 ， 是湖
南纪检监察机关坚持系统观
念、强化系统思维，深化一体推
进“三不腐”的生动缩影。 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
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

过去一年 ， 全省纪检监察
机关结合实际， 从理论和实践
上探索“三不腐”一体推进的科
学方法和有效路径， 推动惩治
和预防腐败体系制度创新。

保持惩治高压态势
不敢腐的震慑不断强化
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原党委书记赵应云严重违纪违
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娄底市
中级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 、院
长罗筱玲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
党籍和公职……

今年 1 月以来 ， 省纪委监
委三湘风纪网连续发布多起案
件通报，持续释放出有贪必肃、
有腐必惩的信号和决心。

“三不腐 ”一体推进 ，不敢
腐是前提。 过去一年，全省纪检
监察机关保持对惩治腐败的高
压态势。 聚焦关键领域重点查、
紧盯失职渎职从严查、 围绕新
型隐性深入查、 推进受贿行贿
一起查，形成了有力震慑。

1 月 9 日 ， 常德市委原常
委、 副市长涂碧波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 主动投案接受省纪委
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 在
强大的震慑下， 越来越多的问
题干部选择放弃侥幸心理 ，主
动向组织讲清问题。

受贿和行贿是一根藤上结

出的两颗毒瓜， 坚持受贿行贿
一起查， 是深入推进反腐败斗
争的基本原则， 是坚定不移深
化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三不
腐”的必然要求，是斩断围猎与
甘于被围猎利益链、 破除权钱
交易关系网的有效途径。

日前，省监察委员会、省人
民检察院联合发布 5 起行贿犯
罪典型案例，案例涵盖了融资、
民生、工程建设等各领域，充分
彰显了湖南严格落实中央纪委
全会部署，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
查 ，持续释放不敢 、不能 、不想
行贿的强烈信号。

在严肃查处涉案行贿人的
同时， 湖南还严格规范行贿人
处理程序， 探索建立行贿人黑
名单制度。

该黑名单主要由行贿失信行
为黑名单和串通投标失信行为
黑名单组成， 上了黑名单的企
业和个人 ， 除 被 依 法 给 予 刑
事、行政等方面惩处外，还将面
临多部门联合惩戒。 如限制失
信企业参与工 程 建 设 项 目 招
标 投 标 、政府 采 购 活动 、土地
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 国有产
权交易等活动， 限制失信相关
人担任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专
家、 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从业
等。

一系列惩戒措施的投入使
用，使围猎者一处失信、处处受

限。 截至目前，省纪委监委已发
布了 4 批黑名单， 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反响。

深化重点领域治理
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

“不准利用职权或者职务
影响在招投标活动中‘提篮子’
‘打牌子’，当掮客；不准插手干
预检查验收、资金拨付。 ”去年
12 月，岳阳市纪委监委出台《岳
阳市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
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 “十二
不准”》， 坚决防止领导干部违
规插手工程建设项目， 充当利
益集团和权势团体代言人 、代
理人。

“三不腐 ”一体推进 ，不能
腐是关键。 一年来，省纪委监委
把深化制度建设作为一体推进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
性工作抓实抓好， 紧盯关键领
域，把查办案件与堵塞漏洞、完
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提
升标本兼治综合效应， 构建从
案件查处、 专项整治到完善制
度环环相扣、 层层深入的工作
机制。

2022 年 1 月 29 日，湖南省
纪委监委宣传部、 湖南广播电
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摄制的电视
专题片《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
曝光衡南社保基金案相关细节
后，引发热议，令人警醒。

监管的薄弱点 ， 就是改进
工作的发力点。 针对该案折射
出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域存
在多领冒领、 社会保障卡非本
人持有等乱象， 暴露出的社会
保险基金监管存在制度落实不
严、监管效能不强等问题，省纪
委监委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健全
长效机制、 强化警示教育和日
常监管， 推动制定社保基金监
管及社保卡管理、 经办机构内
控管理、第三方审计、死亡人员
信息申报登记管理办法等一系

列制度； 建立社保基金核心数
据联通共享核查机制、 风险数
据共享比对机制等， 解决信息
不联通、不共享等问题。

作为隐性腐败 、 新型腐败
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 借贷收
息受贿问题在执纪执法过程
中， 一度面临纪法罪规定不够
明确、边界不够清晰，执纪执法
标准不统一， 定性处置比较难
等问题。 为及时主动回应执纪
执法工作的现实需要， 省纪委
监委相关部门多次对党员干部借
贷收息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召开
座谈会， 充分听取相关单位意见，
并根据党纪法规形成《党员干部
借贷收息行为定性处置及取证
建议 》，通过澄清误区 、形成共
识 、准确定性 、分类处置 ，有效
惩治借贷收息受贿行为。

加强廉洁文化建设
不想腐的自觉持续增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加
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教育
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增强不想
腐的自觉。

“三不腐 ”一体推进 ，不想
腐是根本。 湖南认真落实《关于
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
见》，2022 年 7 月初， 省委办公
厅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

文化建设的若干措施 》，从 5 个
方面提出 16 条具体措施，在三
湘大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 、内
容丰富、 线上线下结合的廉洁
文化建设活动， 推动全省廉洁
文化建设走深走实， 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 干部增强不想腐的
自觉。

作为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
载体，湖南坚持一地一品牌、一
域一品牌、一媒体一品牌，以丰
富的载体、规模化的阵地，打造
廉洁文化品牌体系。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制
作《慎始慎终·不忘本真———苗
族挑花》 等具有地域特色的微

电影、短视频，创建十八洞村等
12 个州级廉洁文化教育基地 ；
怀化在“中国辰溪稻花鱼节”中
融入廉洁元素， 暑期组织学生
儿童 12 批次到家风家教文化
馆接受教育，开展“大树底下讲
故事” 移风易俗育清廉宣传行
动 ；道县深入挖掘 《爱莲说 》中
的廉洁思想， 先后打造了周敦
颐故里省级廉政文化教育基
地、 周敦颐西洲新时代廉洁文
化主题公园……

同时， 湖南纪检监察机关
着力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正面引导作用，深入挖掘、广泛
宣传先进人物的事迹。 编印《家
规家训家风———湖南故事 》《初
心使命———湖南共产党人的故
事》等书籍，让党员干部学有榜
样、行有示范、赶有目标。

既注重示范引领 ， 又注重
警示震慑。 湖南纪检监察机关
用好典型案例活教材， 以案为
鉴强化纪法教育。 连续 5 年选
取严重违纪违法省管干部典型
案例，摄制专题警示教育片《忠
诚与背叛 》 在省纪委全会上播
放，编印《忏悔录》《政治生态反思
录》发放给省管干部“一把手”。 廉
洁教育和警示教育相结合， 从领
导干部本人走向其家属亲朋 ，
走向社会、走进人心。

“下阶段，全省纪检监察机
关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决策部署和二十届中央纪委二
次全会要求， 积极探索 ‘三不
腐’贯通融合的有效载体、实践
路径， 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
更大治理效能， 不断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提
供坚强纪法保障。 ”省纪委监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2年 8月 16日，吉首市石家冲街道组织寨阳小学的学生开展创作
“书画清廉”纸扇活动，让孩子们在活动中接受清廉文化教育，让清廉文化
根植于孩子们的心中。 姚方 摄

2022年 12月，怀化市洪江区横岩乡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
下，到“笋芽篱园”劳动基地开展“一分地里说清廉”活动。

会同县高椅古村成立了一支由景区讲解员和村民共同组成的清廉文化
宣讲小组，深挖高椅古村的文化故事，用宣讲的方式弘扬古村清廉文化。 图
为景区讲解员教村里孩子了解清廉故事。 张镭 摄

坚持系统观念 深化标本兼治
湖南纪检监察机关聚焦“惩防治”贯通融合 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