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廖彧、张国银报道：
“作为小学生，我们目前的任务不仅是学习
书本知识，还应该学会诚实守纪，用自己的
廉洁意识提醒身边的大人，小手拉大手，共
同营造廉洁清正的氛围，让廉洁之花开满
心田，开满校园……”这是每天早上8点，
赤壁市实验小学副校长谢少兵在升旗仪式
上，为全校师生作《让廉洁之花开遍校园》
主题讲话的一幕，也是该市深入推进“十进
十建”活动进校园的一个活动缩影。

自党规党章党纪和国家监察宣传教育
“十进十建”活动开展以来，赤壁市教育系
统围绕廉洁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进班级”
的工作要求，坚持把廉洁教育与校园文化
建设、师德教育、党务校务公开、教育教学
等有机结合起来，着力营造良好的校园廉
洁文化氛围，培育敬廉崇洁意识。

该市教育系统针对学生、教师、党员干
部等不同层面，分别制订活动实施方案，细
化活动内容，明确目标要求，指导各学校结
合自身优势，创新自选动作，培育良好学风
校风。其中，该市实验小学启动了“敬廉崇
洁”教育、廉洁主题黑板报、“廉洁伴你我”
主题班会等“十个一”系列活动；第二实验
小学加强了对教师的党规党纪教育，通过
开展《监察法》、新《条例》专题宣讲，促使全
体教师知纪法、懂纪法、守纪法；第二初级
中学则通过组织签订师德承诺书，召开以

“清正廉行，洁身自爱”为主题的民主生活
会等，不断提高全体教职工的道德水平和
廉洁从教意识。

与此同时，该市教育局党组坚持通过
支部主题党日、中心组学习、讲党课、组织
宣讲队等多种方式，深入广泛开展党纪法
规学习宣传教育活动，不仅组织各学校集
中收看警示教育片、通报典型案例60余场
次，还组织机关干部到各学校为1800余名
党员宣讲党纪法规知识50余次，促进了管
党治党主体责任落实落细。

因校制宜 分层施教

赤壁“十进十建”浇开校园廉洁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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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规党章党纪和国家监察宣传教育
“十进十建”工作开展以来，咸安区认真谋
划部署，积极开展工作，因地制宜组织开展
一系列扎实有效、入脑入心的宣传教育活
动，有效提升了全区党员干部的党纪国法
观念，增强了纪律意识，营造出风清气正的
良好社会氛围。

精心部署，推进“十进十建”

“要督促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亲自过问，
分管同志一线指挥，责任科室认真落实，形
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咸安区委常委、区
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刘合权在区纪委常
委会提出的工作要求，迅速成为全体纪检
监察干部的行动自觉，为确保“十进十建”
相关工作有序、有效推进奠定了基础。

为贯彻落实“十进十建”工作要求，咸
安区坚持谋划在前，不断强化组织领导，研
究制定《关于开展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监
察法规宣传教育“十进十建”活动的分工负
责方案》，成立了由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任组长的“十进十建”工作领导小组，组织
区司法局、区教育局、区卫计局、区文体新
局等责任部门，以及各乡镇办有关负责人
召开“十进十建”工作专题推进会，指导各
单位迅速成立“一把手”任组长的工作小
组，结合工作要求和部门实际，制定详细周
密的“施工图”，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扎实
推进“十进十建”宣传教育活动向纵深推

进。
9月，该区分别成立了由区纪委监委主

要负责人和分管领导带队的督查组，通过
查看会议记录、查阅相关台账、查看现场等
方式对各单位宣传教育活动开展、廉政文
化阵地打造、建章立制工作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倒逼各单位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工作
落到实处。

活动造势，营造浓厚氛围

“表嫂，这个钱我们本来就不能收，也
不应该收……尔郎刚才不是说把鱼獭触鱼
咯鱼具没收了，是打破了尔两娘崽咯饭碗
吗，我要送表侄一个‘金饭碗’！”

“村里成立一个技术小组，表侄去参加
培训，掌握锦鲤养殖术自己养殖锦鲤，包尔
三年就能接个好媳妇回……”

日前，咸安区温泉办事处通过创作表
演廉政方言小品《老表》，通俗易懂地帮助
党员干部增强纪律规矩意识。这是该区本
着“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的原则，开展
一系列特色宣传教育活动的缩影。

6月以来，该区发挥“大篷车”载体灵活
性高、机动性强的特点，联合区电影公司开
展廉政电影“大篷车”活动，深入各村（社区）
人口集中地播放廉政电影100余场；联合区
文体新局开展廉政图书“大篷车”活动，前往
群众“家门口”开设流动图书站80余次；联
合区司法局开展普纪普法“大篷车”活动，下

乡普纪普法300余次，发放法制知识宣传读
本、监察法漫画宣传册等6000余册。

与此同时，该区坚持组织汀泗桥镇红
梅农民艺术团、温泉办事处艺术团等“文艺
轻骑兵”，“就地搭台”为基层群众演出快板
说唱《监察法》、方言小品《老表》等特色廉
政节目50余场次，赢得群众交口赞誉，推
动全区形成良好的宣传学习氛围。

创新形式，打造示范标杆

“开展党纪国法教育，不仅要依靠‘大
篷车’、文艺‘轻骑兵’开展流动式宣传，还
要打造示范性的廉政文化‘阵地’，形成长
期性教育。”该区纪委书记、监委副主任李
斌说，目前，该区已在全区打造示范点36
个，其中每个乡镇各2个，教育卫生各2个，
区直单位5个，国企1个，使廉政文化阵地
建设覆盖了全区各条工作战线，形成点、
线、面结合的立体宣传网。

为充分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新载体的
宣传优势，该区还先后在贺胜桥镇贺胜村、
温泉办事处温泉村、温泉办事处白茶社区、
永安办事处车站路社区、市第一人民医院、
浮山学校和区司法局、区纪委监委等单位，
以廉政文化墙、廉政灯箱及LED广告牌、廉
政图书角、模拟法庭等方式，推进廉政文化
示范点建设。

“是廉政文化净化了村容村貌，廉政书
屋提升了精神生活水平。”贺胜桥镇贺胜村

党员黄治国告诉笔者，随着前往廉政书屋
看书、读报的村民越来越多，社会秩序也越
来越好了。

建章立制，推动宣教落实

“我校在落实‘进’字的同时，突出‘建’
字，通过对学校特色普纪普法教育活动经
验进行总结，建立完善了支部主题党日宣
传教育机制。”浮山学校校长陈清河表示，
随着《监察法》等被纳入教学计划、渗透到
教学过程，该校编印的“绳彩飞扬”普纪普
法特色校本，也成了持续培育师生敬廉崇
洁价值观念的“蓝本”。

为了推动各具特色的党纪国法宣传教
育活动在咸安“落地”，该区各级各单位纷
纷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建章立制推动
宣传教育成果在咸安“生根”。其中，区纪
委监委、区经发集团、区卫计局等部门和单
位“量体裁衣”，先后出台了《咸安区机关纪
委和纪检员日常宣传教育工作机制》、《咸
安区关于开展廉政文化进企业的实施方
案》、《咸安区卫计系统卫生单位纪检监察
宣传教育制度》等制度，为推动党纪国法宣
传教育长期化、长效化提供了有效的制度
保障。

“要综合把握‘进’与‘建’的关系，不断
丰富形式，做大‘进’的声势，推动廉政文化
阵地在‘建’字上求长效，确保‘十进十建’
落地生根。”该区纪委监委负责人说。

接地气 聚人气 扬正气
——咸安扎实推进“十进十建”活动纪实

通讯员 刘洋

嘉鱼文艺小分队

给居民送“文化大餐”
本报讯 通讯员陈琳报道：“从政需清廉，莫把职

权当特权；党纪国法若不顾，身陷牢狱悔已晚……”9
月17日晚，嘉鱼县“红色文艺轻骑兵”大篷车小分队
来到鱼岳镇樱花社区，举办“倡导廉政新风 共建和谐
社会”的“十进十建”廉政宣传文艺晚会，吸引200余
名社区干部群众全神观看。

为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让廉
洁观念深入人心，该县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创作了一
大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乡土文化节目，
通过相声、小品、歌舞等表演形式，把普纪普法教育、
廉政文化送到群众家门口，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
到文化惠民带来的获得感。

当天晚上，“红色文艺轻骑兵”表演的舞蹈《我的
祖国》、廉政小品《背后的眼睛》、女生独唱《铁齿铜牙
纪晓岚》、京剧沙家浜选段《智斗》等13个精彩节目，
赢得在场观众阵阵掌声。

“今天的演出节目有内涵、有深意，寓教于乐，使
得干部群众在享受‘文化大餐’的同时，不知不觉便
接受了廉政文化教育。”樱花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黄国
炎说。

统计显示，自“十进十建”活动开展以来，该县先
后组织送廉戏下乡20余场次，其中“廉政文化大蓬
车”以乡镇为主开展巡演，“红色文艺轻骑兵”以村、
社区为主开展巡演，从而通过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
廉政文艺形式，向基层党员干部群众零距离宣传了
党的方针政策和党纪法规，提升了党员干部群众遵
纪守法意识，推动廉政文化在基层落地生根。

通山展开全方位督查

确保“十进十建”落实落细
本报讯 通讯员阮娅慧报道：“你知道监察对

象有哪些吗？”“你们单位有没有组织学习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十进十建’分别是
哪些内容？”……这是通山县纪委监委督查组开展

“十进十建”工作督查的一幕。
为推动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监察法规宣传教

育“十进十建”活动落地见效，9月初开始，该县纪
委监委成立11个督查组，深入各地各单位开展督
导检查。并通过采取查看细化方案、台账资料、阵
地建设、制度建设、宣传氛围、听取汇报等方式，督
促各地各单位结合主题党日、红色宣传、文明创
建、乡村振兴等工作，推动“十进十建”活动向纵深
开展。同时，将各乡镇、县直各单位开展“十进十
建”活动成效列入年终考核内容，作为党风廉政责
任制考核的重要依据，确保活动有亮点、有热度、
入人心。

黄沙铺镇不仅在各村设置了廉政宣讲员，还结
合屋场会、主题党日等活动给党员群众宣讲廉政知
识；南林桥镇石门村以莲喻廉，在“太空莲”基地建
设廉政文化长廊，吸引了大批游客；县司法局将普
纪普法“大篷车”开到了田间地头，给群众送去了党
纪法规知识；县文体局组织“文艺轻骑兵”将廉政文
艺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
行宣教……该县“十进十建”活动热度持续上升，氛
围愈益浓厚，形成“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有创
意”的良好局面。

崇阳县国土局组织学习《监察法》

全力打造“清廉国土”
本报讯 通讯员沈江林报道：日前，崇阳县国

土资源局邀请县纪委监委宣传部负责人，就学习贯
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向该局全体机关干
部、二级单位负责人等进行专题宣讲，努力把制度
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

专题讲座以“学懂监察法，用好手中权”为主题，
围绕《监察法》制定的背景、制定的重大意义、主要内
容、如何用好手中权等四个方面，结合数据和案例进
行了详细解读。

“我们要结合当前中心工作，对照党纪法规‘标
尺’，多学细学，吃透实质内容，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
作效果。”该局主要负责人表示，将以学习贯彻党纪
法规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内控机制，积极营造风清气
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参学人员纷纷表示，要带头学习、宣传、贯彻、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和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纪法规，强
化自律意识，依规依纪依法依规行使权力，履行职
责，切实系好廉洁“安全带”，把好用权“方向盘”，为
打造“清廉国土”作出应有贡献。

近年来，为加强廉洁国土队伍建设，崇阳县国土
资源局从加强宣传教育着手，强化纪律约束，强化责
任担当，坚持把反腐倡廉、案件防范工作与业务工作
同研究、同规划、同布置、同检查、同考核、同问责，真
正做到“两手抓、两手硬”，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始终保持应有的力度，有效提升了干部职工廉
洁从政、依法行政的能力与水平。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纪检监察干部要在“新时代”展现新气
象、新作为，就必须巩固和发展执纪必严、
违纪必究的常态化成果。

要着力提高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
针对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现的管党治党
的所有问题，从本质上看都是政治问题，都
是“四个意识”不强、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
问题。党的十九大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
设总体布局，在修改党章时充实完善了纪
律建设相关内容。在党的六大纪律中，政
治纪律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根
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管党治党中
的突出问题，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
调的“七个有之”问题作出更有针对性的规
定，有利于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
推动各级党组织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
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
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

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要始终把纪律挺在管党治党的最前

沿。全党只有一部党章、一套纪律，只要是
党的组织、党的人，不论身在何处、从事何
种职业、处在什么岗位，在遵守党的纪律方
面都没有不同标准。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的过程中，我们要把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心
逐步向加强纪律建设转移，做到纪律建设
经常化、制度化、高效化，使每一名党员干
部真正敬畏纪律、严守纪律，不以身试纪。
把纪律挺在前面，落实“两个责任”的任务
不是减轻，而是更重、难度更大。要打通压
力传导的“最后一公里”，压实责任、层层传
导压力，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体系，确保事事尽责、层层督
责。把纪律挺在前面，对党员干部的要求
不是放松，而是更紧、更严。要进一步加强
对广大党员干部的纪律教育，使广大党员
干部真受教育，做到有人监督与没人监督
一个样。

要让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实践证
明，只有不断筑牢纪律防线，把纪律的篱笆
越扎越紧，才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
洁性。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增加了对污染防治、扶贫脱贫、扫黑除
恶等领域典型违纪行为的处分规定，新增
了对“两面人”、违规揽储、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家风败坏等新型违纪行为的处分规定
等，真正使纪律“长牙”有威力、“带电”有震
慑。可以说，没有纪律的刚性约束，就无法
形成“从严”的行为导向和价值判断，就难
以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
则性、战斗性，“从严”的要求也就难以落
地。“从严”要求关键在有错必纠、有腐必
反。只有用纪律尺子严格衡量党员的一言
一行，通过严管体现厚爱，通过监督支撑信
任，才能使党员、干部树立对组织和纪律的
敬畏之心，明确为官做人做事的边界和尺
度，进而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
矩的上下级关系。

要充分发挥出纪律建设标本兼治的利
器作用。要坚持常管长严，久久为功。打
好正纪反腐、从严治党的攻坚战、持久战，
要在“常”、“长”二字上下足功夫，经常抓、
长期抓，不搞“一阵风”、“雷阵雨”、“走过
场”，要以“水滴石穿”的决心、“铁杵磨针”
的耐力、“有腐必惩”的魄力，一锤接着一锤
敲，一仗接着一仗打，抓出常态、养成习惯，

让广大党员干部“变一阵子为一辈子”，筑
牢反腐基石。要坚持严管实惩，标本兼
治。“严”字当头就是要形成内容科学、程序
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治
好不良风气之“本”；“实”字托底就是要受
贿行贿一起查，坚决减存量、重点遏增量，
治好不良风气之“标”。坚持“严”“实”结
合，标本兼治，对那些已经踩了“红线”、闯
进“雷区”的违纪干部而言，决不能给退路、
留余地，真正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
制度没有例外。要坚持深管细治，防微杜
渐。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落细落小落深，要
贴近实际、深入群众去探明侵害群众利益
的不正之风，深入挖掘管用有效举措抓落
实，拉长耳朵、瞪大眼睛,发现问题、及时处
置,让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无处遁形，确
保从严治党驰而不息。

（作者系崇阳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
县监委代理主任）

以铁的纪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何志强

深入推进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监察法规宣传教育“十进十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