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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正气护纪威
——记通城县纪委常委廖春丽
通讯员

卫士风采
weishi fengcai

她，在纪检监察工作岗位一干就是 26
年，审理违纪案件 600 余件从未出过差
错；
她，连续 3 年被纳入全省纪检监察系
统执纪审理人才库，成为执纪审查审理人
才；
她，连续 5 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并
于今年 10 月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全省纪
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
……
她，就是通城县纪委常委廖春丽。
自 1990 年进入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以
来，廖春丽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纪检
监察事业的热爱，凭着勤思勤学的毅力和
崇廉尚德的正气，赢得了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的由衷称赞，被同事公认为是执纪审理
“专家”；她探索推行的执纪审理“三审三
评”模式成为全市特色创新品牌。
爱钻研，专业素质过硬
“每一个案件定性，都必须有准确具
体的纪律依据。”这是廖春丽常挂在嘴边
的话。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廖春丽的办公
桌上总是堆满了执纪审理、党纪条规方面
的书籍，方便随时查阅、学习。有时，为了
找到准确的定性依据，她会花一个晚上的
时间翻看各种纪律条规。加班加点，对她
来说，
已是
“家常便饭”
。
进入县纪委工作以来，廖春丽长期工
作在执纪审理一线，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

头，认真扎实工作，正确履行职责，做到干
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严把案件质量关，
有力地维护了党员的权利和党纪的威
严。廖春丽先后主审的案件达 600 余件，
没出现一起因定性不准、处分档次不恰当
或程序不当，而造成受处分人员申述的案
件，更没出现过一例错案，为国家挽回经
济损失 5300 多万元。
廖春丽对执纪审理工作坚持精益求
精。为强化内部监督，提升案件质量标
准，她探索推行的案件主办初审、审理小
组会审、纪委常委会定审和案件自评、点
评、考评“三审三评”执纪审理模式，被评
为全市纪检监察特色工作。工作之余，廖
春丽还自学 15 门法律课程，参加全国司
法考试，为提高自身素质水平而孜孜不倦
地追求。
“廖常委，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
这位‘专家’……”这是在该县纪委机关里
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同事在办理案件时
发生疑问，都会找廖春丽讨教。
由于勤学习、善思考、爱钻研，专业素
质过硬，从 2014 年开始，廖春丽连续 3 年
被纳入全省纪检监察系统执纪审理人才
库，成为执纪审查审理人才。
敢担当，执纪监督较真
“不忽略每一个细节，不放过每一个
疑点。”这是廖春丽审理案件时坚持的一
贯原则，也是她对案件审理室工作人员的
一贯要求。
对每一份案件材料，廖春丽都要进行
两次以上的认真审核，对案件中发生的时
间、地点、人物、详细过程、造成的后果及
有关人员的责任等，每一个具体细节都要

市纪委派驻市财政局纪检组

严防
“四风”反弹回潮

隽纪宣
核定清楚，始终坚持原则，敢于较真，不允
许出现一丁点儿瑕疵。
“事实不清楚，没有形成证据链，需要
补 证 ”、
“ 手 续 不 规 范 ，必 须 有 涉 案 人 签
字”……每当办案人员把相关案卷移送审
理时，一般都会被她打回去。在廖春丽身
上总是有那么一股认真劲儿。
有时候，同事会开玩笑地说她“干嘛
这么较真呢”、
“ 你这是鸡蛋里面挑骨头
啊”，廖春丽总会义正言辞地回答：
“ 在纪
律面前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
2014 年初，
通城县部分村组发生大面
积山火。根据上级要求，必须对相关责任
人追责问责到位，并迅速上报处理结果。
县纪委主要领导要求廖春丽对相关责任人
迅速下达处分文件，
但由于当时事实不清，
证据不全，仅凭林业部门出具的山火灾害
认定书，
根本不能简单武断地下达处分。
廖春丽一面坚持立场，顶住压力，争
取领导支持；一面督促办案人员加快进
度，在进行充分立案调查取证后，对相关
责任人按程序处分到位，使这一案件的最
终处理经受了历史的检验。
“没想到通城执纪审理水平这么高，
没想到执纪工作这么严，没想到还是个女
同志！”当年年底，全省开展案件质量交叉
检查中，省纪委有关领导简短的三句话，
不仅是对通城执纪审理工作的高度评价，
更是对廖春丽敢于担当、敢于较真工作作
风的肯定。
严自律，初心本色不变
铁的作风源自心中对正义的坚守。
廖春丽出生在“红色家庭”，从小就在党的
熏陶下长大。刚进入纪检监察系统工作

时，她就给自己定下了目标：
“不求有丰功
伟绩，但求对得起党和人民，对得起自己
的良心！”廖春丽是这样想的，也是坚持这
样做的。
从事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的诱惑很多，
对于廖春丽来说，也不例外。但廖春丽给
自己和家人定下了送礼不收、宴请不去、
说情无效的规矩。
2011 年 6 月，廖春丽在审理县恒通公
司原董事长徐某某严重违纪案时，徐某某
为保住“饭碗”，特地到廖春丽家中，给她
送来满满一袋高档化妆品，被她当场严辞
拒绝。
2012 年 8 月，廖春丽审理县卫生监督
局原局长张某某违纪违法案件，为能够减
轻处分档次，张某某带着礼品到廖春丽家
里，结果连门都没让进去。
一直以来，廖春丽就是这样，坚持在
原则与人情、执纪与弄权、党性与金钱的
天平面前，正气凛然、干净执着。
2013 年 3 月，隽水镇干部魏某因涉嫌
违法，准备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魏某的丈
夫得知是廖春丽负责审理此案后，先后 2
次托人到她家送钱、送烟酒，都被廖春丽
退了回去。
“违纪的代价我清楚，我的原则
和党性是不能用钱物来衡量的！”
人到无求品自高，心底无私天地宽。
多年来，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廖春丽始
终保持着清醒头脑，不忘初心，铁面无私，
坚守着秉公执纪这条工作底线。
这就是廖春丽，一名扎根基层的普通
纪检监察干部，在默默奉献中，用自己的
执着勤勉和浩然正气，谱写对纪检监察事
业的无限热爱；以自己的一身铁骨柔情，
诠释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

本报讯 通讯员陈萍报道：今年以来，市纪委派驻市
财政局纪检组坚持把狠刹节日期间公款送礼、公款吃喝、
公车私用、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作为工作重点，多措并
举，严防监管单位
“四风”
问题反弹回潮。
该纪检组充分利用工作群、邮箱、通讯设备等广泛宣
传，对节前纠正“四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利用多种方
式，早部署、早提醒，剑指
“四风”顽疾，向驻在单位和监督
单位党员干部敲警钟、打招呼、提要求。
该纪检组深入监管单位进行明察暗访，
并通过开展财
务管理、
公车使用、
工作纪律等专项检查，
及时将发现的问
题线索上报市纪委党风政风室。截至目前，
先后下发限期
整改通知书 6 份，
督促有关单位落实整改措施 12 条。

咸安开展多项专项治理

持续发力纠
“四风”
本报讯 通讯员李志、毛本波报道：今年以来，咸安
区紧盯元旦、春节、
“五一”
、端午等重要节点，通过专项检
查、交叉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对“四风”问题进行监督
检查，
持续发力纠
“四风”
。
该区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开展工作不实、弄虚作假，不担当、不作为，文山会海、文
风会风等多项专项治理的同时，坚持把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情况纳入常规巡察的主要内容和纪律审查的重
点，对巡察、信访和执纪审查中发现的“四风”问题线索进
行专项处置；对执纪审查对象存在“四风”问题先于其他
问题进行查处和通报；把顶风违纪列为执纪审查的重点，
对不收手、不知止，规避组织监督，以及隐形变异的“四
风”问题深挖细查，严查严办。
截至目前，该区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20 起、30 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26 人。

通城县纪委监察局开展走访活动

为脱贫攻坚保驾护航
本报讯 通讯员皮青松报道：近日，通城县纪委有
关领导来到五里镇左港村 2 组黎大妈家，详细了解贫困
户扶贫政策落实情况，拉开了该县纪委监察局全员走访
活动的序幕。
为严肃查处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为全县
脱贫攻坚工作保驾护航，该县纪委监察局按照省、市扶
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战役视频会议的
部署和要求，及时组织纪检干部开展年底大走访活动，
广泛收集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线索。一方面结合全县脱
贫攻坚冬季攻势，
通过进村入户，
宣传政策并与老百姓交心
谈心，
听取和排查影响脱贫攻坚、
经济社会发展等群众反映
强烈、
突出的问题；
一方面结合财政一事一议项目、
易地扶
贫搬迁、
农村低保、
寄宿生补助、
高中职助学金等专项监察
工作，
对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实行
“拉网式”
排查，
以
“零容
忍”
态度严肃惩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截至目前，该县纪委监察局共走访村（社区）65 个，
接待群众 370 余人次，收集意见和问题 68 个，处置问题
线索 31 个，
立案 2 件，给予党政纪处分 7 人，问责 26 人。

清风舞袖
敬廉崇洁
12 月 17 日，崇阳县纪委、县委宣传部
联合主办的“清风舞袖，敬廉崇洁”2017 廉
政文化舞蹈电视大赛总决赛隆重举行。
据了解，此次大赛初赛从 6 月份拉开
帷幕，先后吸引了 200 余支队伍参赛，参赛
人数达到 5000 人以上。
为确保大赛圆满成功，各村（社区）认
真组织，精心准备，积极参加，经过乡镇专
场预选赛，在 12 个乡镇赛区中分别选出 1
支优胜代表队进入全县总决赛，最终根据
曲目的思想性、艺术性、感染力，以及参赛
队伍的整体精神面貌、动作的表现力和整
齐度、队型的编排、音乐的选用等，评出优
胜者。
通讯员 王植 摄

崇阳县环保局改文风会风

促进机关效能提升

以案警醒 永葆本色
○ 余珂

市纪委编印的《忏悔录》，收录的全部
是我市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这些真实发
生在我们身边的案例，让人感触很深。
要锤炼党性思想，做明白人。
“欲木之
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
泉”。党性思想就是党员干部的“根”，是
行动之“本”，是“总开关”。思想问题决定
了一个干部对党忠不忠诚、立场坚不坚
定、头脑清不清醒，这是首要问题、核心问
题。市政协办公室原副主任金艳夫忏悔
说，
“ 从当初别人送钱两百嫌多到收钱八
百嫌少，从别人被动送钱到自己主动拿
钱，思想发生了质的恶变”。正是因为理
想信念的节节败退，金艳夫才栽了跟头、
害了自己、误了事业。过思想关，就是要
解决“三观”的问题，解决党性修养的问
题，
解决理想信念的问题。要把过好
“思想
关”作为一辈子的事情，带头锤炼党性思
想，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能力。越是面对新的复杂形
势，越要加强理论学习，培养自觉学习、终
身学习的良好习惯。特别是要学习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要自觉用最新的理论成果来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摆正自己的位置，通过学
习、
改进和锻炼，
磨砺自己的品格和意志。
要锤炼道德品质，做正派人。做人要
讲道德，做官要讲官德。咸宁职业技术学
院原副调研员万山楚、市中心医院原副院
长罗学华等人对党纪国法置若罔闻，并且
越陷越深。他们对人严、对己宽，热衷于
灯红酒绿，沉湎于低级趣味，说一套做一
套，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这些人有何官
德？谈何荣辱观？他们僭越了一个领导
干部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丧失了为官从政
的基本准则，最后成为党和人民的罪人。
“ 其 身 正 ，不 令 而 行 ；其 身 不 正 ，虽 令 不
从。”一个领导干部唯有品德高尚，才能赢
得人民群众的信服与支持，才能真正凝聚
人心、汇聚力量。像焦裕禄、孔繁森等干
部之所以被广为传诵、备受景仰，靠的就
是他们一辈子无私奉献、艰苦奋斗，靠的
就是他们不朽的道德影响力。习总书记
多次强调，党员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
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课，时时处
处见贤思齐，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
心、赢得事业成就。作为党员领导干部，
要始终把修德摆在首位，不断完善自己的

人 格 人 品 ，陶 冶 高 尚 情 操 ，提 升 道 德 境
界。同时，要带头搞好朋友圈及家风建
设，在全县范围内营造注重个人品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建设的良好
氛围。
要锤炼敬畏之心，做干净人。权力是
把双刃剑，为民则利，为己则害，为公则
利、为私则害。
《忏悔录》中的张行泽，是我
们嘉鱼的干部，大家都一起共事过，都很
熟悉，也都为他感到惋惜。他就是因为不
顾公权、只顾私利，违规插手工程建设，最
终滑向了不可挽回的深渊。虽然他在书
中作出了“廉是对党对人民尽忠尽孝”的
悔 悟 ，但 为 时 已 晚 ，我 读 到 这 也 深 感 痛
心。
“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作为党的
领导干部，因为手中有权，受拉拢、被腐蚀
的机会比常人多，所以一定要时刻保持警
惕，从心底敬畏权力、谨慎用权、用好权
力。在当前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下，我
们领导干部必须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正
确用好手中权力，自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积极主动接受各方面的监督，清白
为官，公正用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忘记手中的权力凝聚着党组织的
信任和人民的重托，要始终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时刻以谷文

昌、杨贵等为民用权谋利的好干部为榜
样，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尽心
竭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
要锤炼责任担当，做带头人。职位越
高，责任越大。有责任就要有担当。领导
干部位置特殊，担负着比普通人更多的责
任。像市城市建设资金管理中心原副主
任佘朝礼，身居重要岗位，却忘记了自己
的职责和义务，失去了责任感，不把心思
和精力用在谋发展、干事业、抓落实上，这
样的干部怎么敢于担当、怎么敢于担责、
怎么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等复杂问题。
古人说，
“ 在其位，谋其政。”为官一任，就
必须担责一份、造福一方。习总书记告诫
我们，
“看一个领导干部，很重要的是看有
没有责任感，有没有担当精神。”我们抓发
展，真正需要的就是那种有责任心的人。
党员干部一定要牢记党的重托，树立强烈
的事业心、进取心和责任心，一心一意谋
发展、尽心尽力为人民，努力在工作上带
好头、有建树。特别是在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重要时期、决战决胜 2017 年
工作目标任务的关键时期，务必始终保持
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心无旁骛干事业、聚精会神谋发展。
（作者系中共嘉鱼县委书记）

本报讯 通讯员沈力报道：日前，崇阳县环保局主动
作为，因地制宜制订出一套改进文风会风，促进机关效能
的实施方案，为守护青山绿水提供制度保障。
该局主要从“精简各类文件、规范会议管理、强化机
关效能建设”等三个方面着手,要求控制公文数量，避免
同一事情多次行文，做到能合并的文件一律合并，能电话
协调解决的一律不发文，并提倡发短文；对已经发文部署
的工作，不再开会，可发文、电话、现场调研解决问题的，
一律不开会，内容相同、相近，人员相同，时间相近的多个
会合并开，做到全局大会不超过 2 小时，工作安排会议不
超过 1.5 小时，发言人不超过 3 位，
每人不超过 5 分钟。
为加强机关制度建设，该局进一步修订完善机关规
章制度汇编，做到人手一册，让干部职工随时可对照自身
检查，并通过强化机关学风建设，引导干部职工学以致
用，推动环保工作再上新台阶。

官桥镇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严查群众身边微腐败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报道：今年以来，嘉鱼县官桥
镇纪委坚持以强化
“纪律审查、问责追责，纠正问题”为着
力点，
严格监督执纪问责取得明显成效。
该镇纪委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紧盯扶贫领域腐败
易发多发环节，充分发挥正风肃纪对脱贫攻坚的保障作
用，持续释放全面从严执纪的强烈信号，对扶贫领域的涉
纪信访问题线索，特别是一些反映集中、可查性强、社会
关注度高的优先办理，运用好监督执纪问责
“四种形态”，
对问题轻微的及时约谈提醒。
截至目前，该镇共受理信访案件 22 件，给予留党察
看处分 1 人，党内严重警告 1 人，党内警告处分 11 人。与
此同时，该镇严肃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
问题，完成县纪委下达大数据核查任务 2751 条，核查率
100%，查实问题线索 292 条，收缴违纪资金 27585 元，给
予党内警告 4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