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人生被我亲手毁掉了，违纪违
法的后果太沉重！”这是原国网通城县供
电公司党委书记李刚被留置期间发自内
心的忏悔。

2018年7月6日，国网通城供电公司
党委给予李刚开除党籍处分。7月10日，
通城县监委将李刚涉嫌违法犯罪问题移送
检察机关依法处理；当天，经通城县检察院
决定，该县公安局对李刚涉嫌贪污、受贿、
挪用公款等违法犯罪问题执行逮捕程序。

信念不坚，“不服输”却输掉人生
九宫山地处幕阜山脉中段，1543米

的海拔造就了独特的自然风貌，山脚下有
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李刚就出生在这
里。老来得子的李刚父母，对儿子寄予厚
望。通过寒窗苦读，李刚不负众望，成为
村里第一个从大山里走出去的大学生。

走上工作岗位后，李刚从基层做起，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拼命干，一步步从
一个小职员到班长、科长、副总经理，不到
40岁就被组织任命为党委书记。

“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
‘三严三实’，到‘两学一做’。我要求他人
时说得振振有词，对自身的要求则大打折
扣。谈理想信念更多的是流于形式，总觉
得是空对空，只停留在口头上。”李刚在忏
悔书中写道。

在党委书记的职务上一干就近十年，

自认升职加薪无望的李刚，精神追求、价
值观念慢慢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看到周围
朋友炒股赚了大钱，他的“个人财富梦”也
蠢蠢欲动，跃跃欲试。2015年上半年，经
不住财富诱惑的李刚，拿出积攒多年的存
款，雄心勃勃地开始了股海征程。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想信念淡化，
对自身要求随之放松，进而为欲望趁虚而
入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为最终堕入深渊埋
下伏笔。
挪、借、收、占，股灾加速人生“滑铁卢”

李刚由于不懂股票专业知识，盲目炒
股，再加上入市不久就遭遇股灾，没多久，
他的多年积蓄化为泡影。

“真的不甘心啊！”这是调查期间，李
刚对办案人员说出的当时感受。

贪婪的欲望击退了内心的恐惧，实现
财富梦想的渴望侵蚀了残存的理智，不服
输的那股子劲更是让他欲罢不能、屡败屡
战。赶本心切，又苦于没有资金的李刚一
步步走向了贪腐的深渊。

没有钱，怎么办？挪！2016年1月，
银山公司由于财务问题，将一笔20万元
公款临时存放在该公司职工皮绪祥银行
账上。李刚得知后，利用领导身份挪用该
笔公款用于炒股，20余天后才归还。

挪不动，怎么办？借！亲戚、朋友、同
学、熟人都借遍了，借了要还。在炒股长期

亏损，负债累累，拆东墙也补不上西墙的情
况下，李刚将借钱的对象延伸到了与下属公
司有来往的个体户朱光明、孔文锋等人。
2015年至2017年期间，为了炒股，李刚先
后向朱光明、孔文锋等人借款200万余元。

没钱还，怎么办？收！从2000元到
5000元，从2万元到10万元，明知到手的
钱“烫手”，李刚仍是来者不拒，受贿的金
额一个比一个大。

然而，当时的股市像个无底旋涡，卷
走了李刚所有的收入。还不够，怎么办？
占！负债累累的李刚，此时还不肯收手，
他抱着再“拼一把”的侥幸心理，做出了更
为疯狂的举动。先是通过修改和降低承
包人与所分管的银山公司签订的合同价
格，将承包人孔文锋原本要向银山公司缴
纳的90万元工程款降为40万元，让孔文
锋少交50万元用以冲抵之前的借款50万
元。同样的方法，李刚还用了3次，私自
将103万元占为己有。随后，更是利用职
务之便，直接让朋友替他本人承包配电工
程，非法获利32万元。

“迷恋股市想发财，入错股市不悔
改。当我个人利益受损时，首先不是从自
身找原因，而是通过违法手段侵占公司的
财物，填补亏空。从借到挪，再到贪，自己对
这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却麻木不仁，现在回想
起来，简直就是目无法纪。”回想起当初的疯

狂行为，李刚自己都感觉难以置信。
为官不为，管理缺位致使“塌方式”贪腐

领导作为关键少数，是“领头雁”，也
是“风向标”。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李刚在
上班时，习惯于待在自己办公室里看电
脑，寡言少语，除了必要的工作业务往来，
极少向下属员工主动了解工作动态和运
营状况。”办案人员说。

时任党委书记的李刚，一心专注股市
起伏，在其位不谋其政，管理严重缺位，治
党管党失于宽、失于软，主体责任、监督责
任抛之脑后，个人学习教育停留在纸上，
对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更是浮于表面。

“嘴上喊廉洁，背后搞贪腐，身不正影
子也会歪，心虚啊！自己硬不起来，自我
约束和要求不断放松，对下属和员工的要
求也随之大打折扣。”李刚忏悔地说到。

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敢大贪大腐，
一些下属就敢“小偷小摸”。“领头雁”领偏
了，“风向标”歪了，上行下效，一个单位的
政治生态难免被严重污染。

2018年上半年，通城县纪委监委从
一起“两违”案件中的用电报装切入，挖出
一个典型的贪腐“窝案”，国网通城县供电
公司6人先后被立案调查，其中4人被采
取留置措施；组织处理7人，共挽回经济
损失360余万元。

被利欲吞噬的人生
——通城县供电公司原党委书记李刚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通讯员 王露 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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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全省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监察法
宣传教育“十进十建”活动开展以来，嘉鱼
县结合实际拓展活动方式，创新活动载
体，丰富活动内容，深化活动效果，有效促
进了活动向基层延伸，营造了风清气正的
良好政治生态。

拓展活动方式，宣传特色化

运用传统“大课堂”，把普纪普法做
实。该县坚持以党委(党组)中心组、支部
主题党日、道德大讲堂、“一把手”讲党课、
党校主体班、周一例会等载体，组织开展
专题研讨和集中宣讲，多形式、全角度、全
方位推动“十进十建”全覆盖，先后组织宣
讲团分赴全县8个镇和89家县直单位，开
展巡讲102场次。

运用媒体“新课堂”，把普纪普法做
细。该县充分利用媒体课堂灵活性强、受
众面广的特点，推进党纪法规宣传进互联
网、进报刊、进电视。其中，在嘉鱼网和嘉
鱼廉政网开设的“‘十进十建’专栏”，累计
刊登活动动态文章80余篇；围绕“十进十
建”主题，在《今日嘉鱼》推出系列专版3
期；嘉鱼广播电视台开设的“学习监察法，
事关你我他”栏目，先后播出专题廉政广

播36期。
运用移动“微课堂”，把普纪普法做

深。该县一方面结合镇村干部开展“村湾
夜话”活动契机，向基层群众宣讲党纪法
规和政策知识；一方面发放30000封《致
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封信》，公开“一网一微
两电”举报渠道，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对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知晓率、参与
率和满意度。

创新活动载体，平台多元化

文艺节目+流动电影。该县在精心创
作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乡土文化节目的
同时，坚持利用普纪普法基层行“大篷
车”、红色文艺轻骑兵、流动电影“大篷
车”、喇叭“大篷车”等活动载体，把廉政小
品、廉政戏曲、廉政电影、廉政故事送到全
县103个村（社区），先后送廉戏下乡30
余场次，播放廉政流动电影600余场次。

文化阵地+宣传展板。该县结合检察
院警示教育基地、县税务局廉政文化长
廊、南嘉廉文化传播园、二乔公园廉政长
廊、潘湾社区廉政走廊等20余处阵地优
势，充分利用各单位电子显示屏、公开栏、
广告牌、宣传展板等，宣传党纪国法，张贴
名人名言和廉政书画作品等，向广大干部
宣传党纪法规，形成一道道靓丽的风景
线。

廉政书柜+廉政征文。该县不仅在全
县103个村（社区）图书室开设廉政书柜，

建立廉政文化园地，使群众在阅读党纪法
规、忏悔录、古代廉政轶事、经典廉政名句
中，感受廉政文化的熏陶，还通过开展“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廉政征文比赛活动，培
养崇廉、敬廉、爱廉意识，先后收到各类征
文178篇，评选出优秀作品16篇。

丰富活动内容，教育常态化

坚持学赛相融。该县一方面组织
5735名监察对象开展党纪法规知识测
试，并在全市《党章》《宪法》《监察法》知识
竞赛中荣获一等奖；一方面在全县中小学
生中开展以“传承红色基因 争当时代新
人”为主题的廉政征文、演讲比赛，提升廉
政文化在校园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同时，
对全县今年21名拟任乡科职级干部开展
廉政测试，把好任前“廉政关”，念紧廉政

“紧箍咒”。
坚持正反结合。该县在组织党员领

导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撰写心得体会、
开展集中讨论的同时，还组织88名党员
干部近距离旁听了嘉鱼扫黑除恶第一案，
现场接受警示教育，用身边的案例警示教
育干部群众。

坚持因人施教。该县纪委监委“专题
课堂”，力戒形式主义，不搞花架子、不走
过场，切实把廉政教育做“细”压“实”，打
造“廉政教育链”，推动党风廉政教育入脑
入心。在对全县新提拔的领导干部及其
家属、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干部，以及初

任公务员及事业编制人员、村党组织书记、
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等，进行专题廉
政教育的同时，坚持在节假日等重要节点，
定期向副科级以上干部发送廉洁短信。截
至目前，先后发送廉洁短信6万余条。

深化活动效果，工作长效化

以点带面。为推动“十进十建”活动
进党委（党组）中心组、进党政机关、进广
播电台、进医院、进公办学校、进村庄、进
社区，该县先后创办10个示范点，以点带
面，示范引领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监察法
宣传教育活动在全县铺开。

以上率下。该县按照开展“十进十
建”工作要求，由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带
队，分赴全县8个镇和89家县直单位开展
专项工作督查，全面梳理各单位“十进十
建”活动的推进情况和取得的实效，查漏
补缺，督促整改。先后开展督导检查30
余次，现场指导改进问题15个。

以建促进。在督促各地各单位“进”
的同时，该县先后制定出台了《嘉鱼县农
村集体“三资”管理办法》《嘉鱼县机关纪
委和纪检员日常宣传教育工作机制》《嘉
鱼县纪检监察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报
道考核评分办法》《嘉鱼县关于开展廉政
文化“六进”活动实施方案》等相关制度，
建立健全以制度管人、制度理财、制度控
物的管理机制，形成制度“上墙”、抬头可
见的廉政教育品牌。

清风正气沁人心
——嘉鱼推进“十进十建”活动纪实

通讯员 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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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咸安为7名干部正名
本报讯 通讯员雷勇、刘洋报道：“一些信访件被查

否，但失实信访带来的名誉损伤依然存在。”日前，咸安区
纪委监委对2018年办结信访件进行梳理时发现一批失
实举报件，决定严格按照工作程序，以印发通报、召开现
场会的形式，为受到失实信访举报的4名干部公开澄清
正名，以恢复名誉。

为激发干部担当履责意识，针对信访举报失实情况
在基层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干部担当履责，不
利于基层工作顺利开展的实际，该区纪委监委以中央《关
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精
神为指导，建立健全信访举报失实澄清保护制度，对经纪
检监察机关核实确系错告、诬告的信访举报，将采用当面
告知、书面通知、公开通报或召开会议等形式，为被举报
人公开澄清正名，切实为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干部撑
腰、鼓劲。

截至目前，该区先后有7名遭到不实举报的党员干
部得到组织的澄清正名，给积极干事、担当有为的干部吃
下“定心丸”，激发了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干
事创业意识。

弘扬奉献精神
日前，嘉鱼县文体新局根据全国劳动

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周明炎先进事迹创作
的文艺节目《一片丹心》，在第三届湖北艺
术节上被评为“观众最受期待的曲艺节
目”，并荣获全市群星大奖。

今年来，嘉鱼县文体新局严格按照党
章党规党纪和国家监察法宣讲教育“十进
十建”活动要求，推动先进典型事迹与地
方曲艺相结合，创造群众喜闻乐见的簰洲
说唱节目《一片丹心》，弘扬了廉洁奉公、
勤政为民的奉献精神。

通讯员 熊杰 摄

推进“十进十建”进机关

通山力促学习入脑入心
本报讯 通讯员阮娅慧报道：自“十进十建”工作开

展以来，通山县纪委监委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学习，作为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

该县一方面将党纪法规列入中心组学习计划，班子
成员带头学习，并轮流讲课，带动各支部落实学习计划，
层层推进；一方面丰富学习载体，通过微信工作群、QQ
群推送学习资料、知识链接，推动学习进工作例会、主题
党日活动；一方面创新学习方式方法，通过现场提问、随
堂考试等形式，倒逼机关党员干部苦练内功，提升学习成
效，努力通过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学习实践和工作实际
相结合，确保学习入脑入心。

该县纪委监委充分发挥派驻机构监督职能，推进“十
进十建”进机关在各单位落实落细，力促党纪国法在机关
公职人员心中扎根发芽；县城管局组织开展了新时代高
质量发展培训班学习活动，分别对纠“四风”、新《条例》进
行了讲解；县住建局编印的党章党规党纪和监察法规应
知应会知识手册，下发到全体党员干部，确保熟知熟背。

增强纪律规矩意识

崇阳编印纪法学习手册
本报讯 通讯员王植报道：为扎实推动党章党规党

纪和国家监察法规宣传教育“十进十建”工作进机关，提
升纪检监察干部的工作“本领”，10月份以来，崇阳县纪
委监委及时组织收集相关法规文件，编印《图说〈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察法〉》和《图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学习资料110套，以供全县纪检监察干部学习“充电”。

据了解，这两套学习资料涵盖了“国家监察委员会是
个什么机构”、“监委的监察对象有哪些”、“纪律处分条例
修订的主要内容”、“纪律处分条例历次修订情况”等热点
问题，并以通俗易懂的图文解读形式，让纪检监察干部在
轻松阅读中潜移默化接受党纪法规知识熏陶。

“以前想学习党纪法规知识，自己到处收集资料，费
时费力。如今有了这些资料书，我们可以随时翻阅温习，
从而更加便捷、准确和全面地开展学习。”桂花泉镇纪检
干部王建华高兴地说。

改进作风优化发展环境

赤壁百名股长群众评
本报讯 通讯员杨丽洁、李臣报道：“对同一单位出

现2名或2名以上‘群众不满意股长’的，将责令该单位
主要领导作出书面检查；2名‘群众不满意股长’同属一
个分管领导管理的，对该分管领导进行组织处理……”近
日，赤壁市启动2018年第一轮“百名股长群众评”活动，
该市高新区、交通、住建等24家部门和单位的近100名
股长开始接受评议。

开展“百名股长群众评”活动，是赤壁市加强作风建
设、优化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此次活动由该市纪委监
委牵头负责，会同第三方调查机构组成评议工作组，采取
民主评议、问卷调查等方式，将从履行职责、依法办事、政
务公开、工作作风、勤政廉政等五个方面考察各单位的工
作作风，全面了解各单位科（股）长工作作风及办事效率
情况。

为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该市今年首次将华润燃气
有限公司、市供电公司、市供水公司等公共服务企业，和
赤壁高新区等单位中层管理干部纳入评议对象，使评议
对象涵盖到全市具有行政执法、管理和审批职能的部门
和单位，切实做到无死角、无盲区。

据悉，该市将依据评议得分，分类排出“服务发展先
进个人”和“群众不满意股长”，评议结果将与部门年度绩
效考核、干部选拔任用直接挂钩，并在全市通报，向社会
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