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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助力扬千帆
我们上次反映的问题已经解决

村民委员会

4 月 13 日晚，崇阳县纪委监委办公
室主任带着“‘基层请客风’问题根源分
析与对策”的调研课题，来到路口镇板
坑村开展“夜听夜谈”调研活动，深入发

掘问题根源，并认真收集群众意见、建
议，为新形势下巩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寻找突破点。
今年 4 月，该县纪委监委印发《关

于做好 2018 年度调研工作的通知》，按
照“便民、利民、不扰民”的原则，要求 8
位班子成员各自组建调研组，利用晚上
农户休闲时间，开展“夜听夜谈”调研活

动，带线索、带问题、带课题深入农家院
舍，以改变“干部下乡访民、群众下地干
活，晚上干部返城、群众收工回家”的局
面，形成“白天抓工作，晚上听民意”的
良好氛围，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
延伸，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筑牢思想道德
防线。

和自觉践行者的镜头。
今年来，该县纪委监委针对纪检监
察干部队伍新手多、业务能力不精不强
等问题，在机关内部组建“铁军读书之

家”，采取每周读一本书、每周开展一次
集中夜学、每月开展一次微讲堂等方
式，重点学习中央和省、市、县委有关决
策部署和重要讲话精神，掌握相关政策
理论、法律法规、业务知识等，着力解决
“知识恐慌”
“本领恐慌”问题，切实提升
干部综合业务素能。

夜学夜讲忙充电
4 月 16 日晚，崇阳县纪委监委会
议室灯火通明，书声朗朗。该县纪委
监委党总支书记正带领全体干部认真
学 习《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监 察 法》及 其

释义。
这是该县纪委监委在学习宣传贯
彻《监察法》上先行一步，争做《监察法》
忠实拥护者、积极宣传者、坚定捍卫者

夜查夜访督作风
“请问你是港口乡横岭村党支部书
记吗？你们村的驻村工作队有没有在
村里住宿，请带我们过去看看……”
“ 请问贫困户的情况是否摸清楚
了？今年有没有制定脱贫计划，请给我
们介绍一下……”

4 月 19 日晚 21 时，该县纪委监委
组建的 9 个检查组，分别深入 9 个乡镇、
52 个村，对各乡镇各部门精准扶贫驻村
情况进行实地检查，严查驻村工作“挂
空挡”
现象，
先后发现 20 人不在岗。
今年来，该县纪委监委高度重视对

扶贫领域工作作风和履职尽责的督促
检查，一方面会同县精准扶贫工作作战
指挥部出台《崇阳县关于开展扶贫领域
专项督查的实施方案》，一方面组建专
项督查组，采取听取汇报、调取查阅台
账资料、随机访谈、现场查验、受理群众

举报、查阅考勤记录等方式，对全县 12
个乡镇每月开展不少于 4 次的专项督
查，对搞“走读式、挂名式，只转转、不用
心，只谈谈、不落实”等驻村工作作风问
题，以及执行中央和省、市、县委脱贫攻
坚政策精神和决策部署落实不力、脱贫
攻坚不准不严不实等方面存在的突出
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绝不纵容。

从
“组织审查”到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 李鹃
日前，贵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
晓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成为我国《监察法》颁布实
施，
以及国家监委组建并与中央纪委合署
办公后首次发布中管干部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的信息，
立即引起舆论关注。
与之前的通报相比，此次通报有三
处重大变化，即：消息源从中央纪委变
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从“涉嫌严重违
纪”变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从“接受
组织审查”变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
调查”。措辞之变折射了从中央纪委到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职能转变，体现了
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的有机统一。
各级纪委监委在党委的统一决策、

统一指挥下开展工作，履行纪律检查和
国家监察两项职能，既是执纪机关又是
执法机关，不仅履行党章规定的监督执
纪问责职责，又履行宪法、监察法规定
的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笔者认为，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不
仅能够有效破解反腐败体制机制不畅、
资源力量分散的困境，还能通过整合行
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
贿赂、失职渎职、预防职务犯罪机构和
人员，使反腐败的工作力量更加集中、
配置更加合理。
与此同时，反腐败手段措施更加集
中统一，纪委执纪审查实践中运用的手
段和法律法规规定的调查措施结合起

来，使监察手段更加丰富、多元，为加强
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
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深入开展反腐
败工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特别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
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用人腐
败和用权腐败交织、
“ 围猎”和甘于被
“围猎”交织等问题依然突出，全面从严
治党依然任重道远。必须坚持无禁区、
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
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持续强
化不敢、知止氛围。国家监委揭牌 10
天后即有中管干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再次表明党中央巩固压倒性态
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坚如磐石。
目前，国家、省、市、县四级监察委
员会已经全部组建，实现纪委监委合署
办公，构建起党统一领导下的反腐败工
作机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全面履
行党章党规和宪法、监察法等赋予的职
责，加强对党员干部和所有行使公权力
的公职人员的监督，深入开展反腐败工
作，不断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
能，实现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整体性提
升，巩固发展已经形成的反腐败压倒性
态势，进一步赢得党心民心，厚植党执
政的政治基础，以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
清、朗朗乾坤。

去名者无忧
○ 左连璧

名的本意，无非就是对一个人的称
谓，但是它一旦加上后缀儿，如名声、名
誉、名望、功名、名人等字眼后，名的身
价顿时倍增，
“ 一举成名天下闻”，会给
人带来物资和精神上的无尽的好处，以
至追名与逐利历来就是孪生兄弟，使得
多少人为之疯狂，直至不惜丧失身家性
命。先哲们早就料到了这一点，告诫人
们万万不能这样做。
“莫言名与利，名利
是身仇”
（杜牧《不寝》）。说的是，刻意
的去追求名利，不管最终得到与否，都
会被它所绑架所奴役。
然而，
在诸多类似的名言警句中，
较
早出现的应该是“去名者无忧”这句话。

它载于清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中的
《鬻子》二卷：
“鬻子曰
‘去名者无忧’
”
。
鬻子，即鬻熊，于商朝末年投奔周
文王，成为周文王的火师。
《史记》
“楚世
家”载：
“ 鬻熊子事文王”，意为“鬻熊如
同儿子般侍奉文王”
。
如何理解“去名者无忧”？仅从字
面上讲，这里的“去”字应该是去除、去
掉的意思，舍弃对名声的刻意追求者，
定会是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
其实，人的一生，就该是这个样子，
不以名而立己，不以名而取利，在自然
规律下专心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让生
命在自然的时空里发挥到极致，名于无

求，名于自然，把名释放在自己的心怀
里。它与“沽名钓誉”不会有半毛钱的
关系。犹如颜之推《名实篇》所说：
“名
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
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即
名声与实际的关系，好似形体与身影的
关系，一个人如果德才兼备，名声一定
美好；一个人如果容貌色泽漂亮，身影
一定美丽。
然而，由于名声可以体现德行，又
可以带来巨大实惠，能够折算成相应的
经济利益，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待价而
沽，以至求名心切必作伪，求利心重必
趋邪者大有人在。
在这种氛围下，要做一个“去名者”
谈何容易！耐得住寂寞与清贫，那是必
须的。要明确“好事者未尝不中，争利
者未尝不穷也”（《淮南子》
“卷一·原
道”
），即放纵情欲的人没有不损害自身
的，争名夺利的人没有不走上绝路的。
不仅要有“看尽人间兴废事，不曾富贵
不曾穷”
（陆游《一壶酒》）的定力，即人
生之间起起伏伏再正常不过了，最终没
有谁富谁穷，有的只是对生命价值的体
现；还要有“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
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菜
根谭》
）”
的宏大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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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监督执纪综合质效

通讯员 武永雷

夜听夜谈理思路

星期三

咸安强化精准审理

—— 崇阳县纪委监委开展“六夜”活动纪事

今年来，一个有关“夜”的关键
词，在崇阳县纪委监委系统流行开
来——夜听、夜谈、夜学、夜讲、夜
查、夜访等“六夜”活动，正成为全
体纪检监察干部强化监督执纪、转
变工作作风的实际行动。

中共咸宁市纪委
咸宁市监察委员会 联合主办
咸 宁 日 报 社

总之，欲望要约束，虚荣要打磨，行
为要检点，否则，不但成不了大事，也成
不了大写的人，离无忧无虑、幸福快乐
就更远了。
作为共产党人，其名与利更是与党
和人民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要
视个人名利淡如水，超脱世俗的追求和
困扰，实实在在地对待职务、地位、名
誉，豁达客观地看待自己的一切。要做
到信仰至上，人生总要有所追求，如果
心中没有远大志向，必然会看重眼前的
利益。要视人民事业重于山。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过，
“ 领导干
部要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必须
以淡泊之心对待名利”。领导干部淡泊
名利，却不能淡泊事业，面对纷繁复杂
的各种诱惑，要心如止水，恬淡不躁，不
为名所累，不为利所趋，不为钱所动，不
为色所迷。那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
钟，甚至撞没撞响都不去管了”的极端
行为，不仅不是真正的淡泊名利，而是
消极麻木，发展下去就是失职渎职，是
万万要不得的。

清风 文苑

本报讯 通讯员陈城报
道：
“ 该审查报告中，医院存在
的违规收费问题，其持续时间
与熊某任职院长的时间不一
致，导致熊某对应负重要领导
责任的违规收费数额计算错
误，应退回承办部门重新调查
……”日前，咸安区纪委监委
从提高案件质量入手，对各类
违 纪 违 规 问 题 进 行“ 精 准 审
理”，以全面提升监督执纪综
合质效。
“精准审理关键在定性量
纪。”该区纪委监委审理室负
责人介绍，去年以来，该区纪
委积极发挥审理部门指导作
用，以规范“乡案区审”制度为
抓 手 ，以 精 准 定 性 量 纪 为 目

标 ，本 着“ 事 实 清 楚 、证 据 确
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
完备、程序合规”的原则，围绕
案件的初核、立案、审查、审理
等环节，从事实、证据、定性、
处理、程序、文书格式以及整
理归档等多细节，对每一个案
件逐卷逐项严格审查、提出切
实可行的指导意见，以不漏过
一个细节、不忽视每一份审查
笔录的工作要求，确保对每一
起违纪案件的处理，做到客观
公正、不枉不纵。
截至目前，该区纪检监察
系统共办理案件 213 件，提出
补充证据、改变定性、完善程
序等意见 120 余条，并已全部
整改落实到位。

通城启动新一轮巡察工作

聚焦涉黑涉恶腐败问题
本报讯 通讯员胡卫刚报
道：
“ 巡察任务已经明确，大家
一定要聚焦突出问题，精心谋
划，强力推进，确保巡出气势，
察出声威。”近日，通城县召开
2018 年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
启动新一轮巡察工作。
根据巡察安排，该县今年
将分两轮推进巡察工作，计划
对 3 个乡镇、14 家县直单位党
组织开展常规巡察，并配合市
委做好 2018 年精准扶贫工作、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专项巡察
和公安系统交叉巡察。
据了解，此轮巡察工作将
把党员干部涉黑涉恶腐败问题
纳入巡察内容，重点查找党员
干部和其他行使公权力的公职

人员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把
持基层政权、垄断农村资源等
群众身边的涉黑涉恶腐败问
题，以及放纵、包庇黑恶势力和
收受贿赂，或为黑恶势力设立
的公司、企业充当“保护伞”等
问题。
“要加大对涉黑涉恶腐败、
充当‘保护伞’等问题的巡察力
度，着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为全县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提供坚强纪律保障。”该县县委
常委、
县纪委书记、
县监委主任、
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
新日表示，
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及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要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

陆溪镇坚持把好“三关”

提高信访件办理质量
本报讯 通讯员李庆锋
报道：
“ 群众利益无小事，镇纪
委要认真对待群众的来信来
访。”日前，嘉鱼县陆溪镇党委
书记周素勤对纪检监察信访
举报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认
真回应群众关切，不断提升群
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满
意度和获得感。
为切实提高信访件办结
质量，该镇通过严把“信访件

调查前纪委委员审核关，调查
中镇纪委书记全程参与关，调
查 后 镇 党 委 书 记 审 批 关 ”等
“三关”，确保问题调查不全面
不过关、事实陈述不清楚不过
关、无佐证材料或材料薄弱不
过关、无回复举报人情况不过
关、无领导签批意见不过关。
该镇纪委书记蔡睿介绍，
今年以来，该镇共收到信访举
报 4 件，
办结 1 件，拟立案 2 件。

天城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助力精准扶贫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陈超、闫
淑报道：
“ 驻村干部和工作队
经常来我们屋场走访，了解我
们近期的生活状况以及需要
帮扶的问题。”日前，崇阳县天
城镇茅井村贫困户余达鑫对
前来巡查的镇纪委干部说。
这是该镇纪委对驻村帮
扶干部到岗履职情况开展专
项监督检查时的一个缩影。
监督检查中，该镇纪委通
过成立 10 个监督检查小组，采

取查阅扶贫台账、电话询问、
实地查看等方式，对驻村干部
是否认真到岗履职、扶贫工作
责任是否落实、扶贫政策是否
落地、项目资金是否到位等情
况进行全面深入了解，并针对
检查发现的问题和线索，进行
认真调查核实、严肃处理。
自 4 月份以来，该镇纪委
共抽查贫困村 8 个，入户走访
贫困户 56 户，反馈问题 14 个，
立案审查 1 人，诫勉谈话 3 人。

为防范精准扶贫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充分发挥典型案
例的警示教育作用，近日，崇阳县石城镇组织镇村（社区）干部、驻
村工作队队员集中学习该县纪委编印的《扶贫领域反腐倡廉警示
录》。
通讯员 陆重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