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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李茁 版式编辑 李妍 责任校对 彭扬

12月14日，衡南县茶市镇依法强制拆除农贸市场周围违章搭建
的雨篷和铁皮屋。该镇临街乱搭乱建现象比较严重。连日来，该镇依
法对违章建筑进行了拆除。 蒋俊峰 摄

刘大放

当前， 全党上下正在掀起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热潮。 十八
大报告高屋建瓴，博大精深，是一个举
旗引路、兴党兴国的纲领性文献。只有
学习得更加深入、领会得更加透彻，才
能贯彻得更加自觉。 学习领会十八大
报告精神， 应把握对反腐倡廉战略部
署的八个鲜明特点：

一、从政治高度看，对反腐倡廉规
律认识更深刻。 坚定不移、坚持不懈、
坚韧不拔地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
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 一以贯之的奋
斗目标。建国后，陈云同志说过：“执政
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
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
期，历次党代会报告，都对反腐倡廉的
重要性作过阐述。 十四大报告提出：
“党风和廉政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重
要内容，是全党的共同任务，必须坚持
全党抓。 ”十五大报告强调：“反对腐败
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
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
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
能自己毁掉自己。 如果腐败得不到有
效惩治， 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
和支持。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
反对腐败，警钟长鸣。 ”十六大报告指
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 是全党一
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
重损害。 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
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十七
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
旨， 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
水火不相容的。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
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
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
以上阐述都是从党的性质和宗旨、党
的任务和极端重要性来强调的。 十八
大报告则强调：“坚定不移反对腐败，
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
持的鲜明政治立场， 是人民关注的重
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

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反
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 拒腐防变必须
警钟长鸣。 ”十八大报告从建设廉洁政
治的目标、从坚持政治立场、从解决人
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的视野和角
度，来强调其极端重要性、艰巨性、复
杂性和长期性。既然是本色，则不可褪
色；既然是目标，则不可偏离；既然是
立场，则不可更改；既然是问题，则绕
不开、躲不过，必须下决心解决，务必
做到坚定不移、常抓不懈、警钟长鸣。
这些深刻阐述， 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
反腐倡廉规律的新认识， 体现了对长
期执政所面临危险的自我警醒。

二、 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看， 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针对性
和指导性更给力。 始终保持党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是我们党最大的
政治优势， 脱离群众是执政的最大危
险。 十八大报告强调，以人为本、执政
为民是检验党的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
标准， 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
第一位。不仅把作风建设作为党的“五
大建设”之一，作为建设学习型、服务
型、 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
要任务， 而且对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
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作出具体部署， 着力
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三、从顶层设计看，对坚持中国特
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目标更明确。 十八
大报告对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提出新要求， 同时也是在党代
会上第一次提出 “坚持中国特色反腐
倡廉道路。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
分， 也是对反腐倡廉建设的一个顶层
设计。 十八大报告对反腐倡廉建设作
出了如下顶层设计安排： 一是把十七
大关于党的建设的“五大建设”顺序作
了调整，由原来的“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
设”，改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
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把反
腐倡廉建设移到了制度建设之前，更

加突出反腐倡廉建设。 二是在反腐倡
廉建设的内容上加以充实，提出了“一
条道路 ”、“一个方针 ”、“一个体系 ”、
“一个目标”。 “一条道路”，就是坚持中
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一个方针”，就
是坚持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 惩防并
举、注重预防方针；“一个体系”，就是
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包括推进教育 、监督 、制度 、改革 、纠
风 、 惩治这六项具体工作 ；“一个目
标”，就是做到“三清”，即干部清正、政
府清廉、政治清明。 干部清正，就是要
求干部包括公职人员清廉公正； 政府
清廉， 就是要求公共权力廉洁规范运
行，清白廉洁，勤政廉政；政治清明，就
是要求有法度、有条理，执政生态和社
会环境风清气正。这也是从执政者、执
政组织、 执政社会环境三个不同层次
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 也是我们共产
党人追求的三种清廉境界。

四、从切入点的把握看，对科学有
效地防治腐败的重点更突出。 十八大
报告特别强调从源头上有效防治腐
败。怎么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一
是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当前反腐倡廉建设已进入向“深水区”
作业阶段，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浅层
次改革已不足以推进治理腐败， 必须
从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入手。
二是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 要走中国
特色的制度反腐新路， 构建和完善反
腐倡廉制度体系， 并把一些行之有效
的制度整合上升为国家或地方的反腐
败法律法规，增强制度刚性和权威性。
三是防控廉政风险。 各级各部门都要
针对不同岗位特点， 针对可能滋生不
廉洁行为的环节， 制定防控廉政风险
规范。四是防止利益冲突，铲除滋生腐
败温床。只有这些举措落实了，才能更
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

五、从坚持带头示范看，对党员领
导干部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规定更具
体。 十八大报告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
是高级干部要求更严了， 体现在 “三
重”：一是重教育。 强调加强反腐倡廉
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二是重带头。要

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
自觉遵守廉政准则， 严格执行领导干
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既严于律己，又
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
约束，绝不允许搞特权。 三是重监督。
要求严格规范权力行使， 加强对领导
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
监督。

六、从落实反腐败领导体制看，对
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求更严
格。 胡锦涛同志曾说过：“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是一个好制度”。反腐倡廉建
设必须坚持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
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纪委组织协调的
领导体制。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龙
头，只有更加严格执行这项制度，才能
形成全党抓、系统抓、领导抓反腐倡廉
建设的整体合力。

七、 从监督体制改革看， 对完善
党的监督体制的部署更全面。 十八大
报告对三个层次的监督体制改革分别
提出了新要求： 一是健全纪检监察体
制。 这就是要求认真抓好块块型监督
体制的完善和改革。 二是完善派驻机
构统一管理。 这就是要求认真抓好条
条型监督体制的完善和改革。 三是更
好发挥巡视制度监督作用。 这就是要
求认真抓好上对下监督体制的完善和
改革。

八、 从严肃党的纪律看， 对始终
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的决心和态度
更坚决。 一是要求坚持查上与查下相
结合 。 在惩治腐败时 ， 既要打 “老
虎”， 也要拍 “苍蝇”。 查上， 坚决查
处大案要案； 查下， 着力解决发生在
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二是要求惩治
腐败态度坚决。 不管涉及什么人， 不
论权力大小、 职位高低， 只要触犯党
纪国法， 都要严惩不贷。 三是要求严
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 对违反
纪律的行为必须认真处理， 切实做到
纪律面前人人平等、 遵守纪律没有特
权、 执行纪律没有例外。 四是要求加
强反腐败国际合作。 腐败分子不管逃
到天涯海角， 都要追回来。

（作者系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

反腐倡廉战略部署的八个鲜明特点
本报 12月 17日讯 （通讯员

胡永胜 王武定 记者 柳德新） 今
年来 ， 洞口县非税收入保持较快
增长 ， 为民生工程投入提供了财
力保障 。 截至11月30日 ， 该县非
税收入共完成3.17亿元， 其中纳入
公共财政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完
成1.98亿元， 同比增长54%。

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
组成部分 。 在今年财政增收压力
较大的情况下 ， 洞口县及时出台
非税收入执收工作考核办法 ， 对
非税收入执收单位的执收行为 、
收入收缴 、 票据管理以及内部管
理情况进行量化考核 ， 并纳入绩
效考核范围 ， 防止乱作为 、 不作
为 ， 确保非税收入依法征收 、 应
收尽收 。 在县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推行刚性收费制 ， 向社会公开全
县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
服务性收费项目及标准 ， 规范行
政单位收费行为 ， 取消以往行政
收费的自由裁量权 。 配合POS机

刷卡 ， 实行一卡式收费 ， 全程服
务 ， 一家办结 ， 限时办结 ， 现纳
入县政务服务中心集中收费的行
政事业单位共有26家 ， 由财政部
门直接开票收款 ， 杜绝随意减免
非税收入行为 。 截至11月底 ， 县
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共收取非税收
入2975万元 。 洞口县财政局还推
行非税收入 “收支两条线” 管理，
确保以票据控制非税收入。

非税收入给力民生工程 。 今
年，洞口县出台 《关于加强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 》，
保证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农田水
利建设资金、教育资金的足额计提
到位。 截至目前，该县廉租房县级
配套资金安排600万元，共有792户
低收入困难家庭住进了廉租房；农
田水利建设资金安排260万元 ，保
障了10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和两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教
育资金安排150万元， 保障了10余
所学校维修改造。

应收尽收 科学理财

洞口县非税收入给力民生工程

本报记者 朱永华 通讯员 袁江

税务部门的干部不就是管收
税、查税吗？ 学习对他们有多大的
价值？ 长沙市地税局稽查局大兴学
习之风，名声在外 ：省地税系统评
为先进单位 ， 省委学习办通报肯
定。他们是怎么开展学习的？最近，
记者随省委学习办领导一道前行
“取经”。

长沙市地税局稽查局毗邻白
沙古井。 走进办公楼，大门一侧墙
上的学习栏很吸引来访者的眼光。
上面张贴了干部员工的学习心得。
随手翻了翻，内容各异，有板有眼，
还确实 “货真价实”。 局里大兴学
风，一方面是响应精神 ，另一方面
也是大势所趋。 审理科科长段文涛
讲了一则趣事。 一位税务干部打电
话给所管的企业：明天请你们法人
代表过来。 第二天，该企业的一名
业务员过来了。 税务干部问：不是
叫你们法人代表过来吗？ 怎么他不
来？ 业务员回答，我是我们老板的
法人代表啊！ 原来，这位干部想叫
的是法定代表人，和法人代表是不
同的。 《公司法》规定，法人代表
是法定代表人委托、 授权的人。
可见 ，平时不学习 ，工作中就会
出洋相。

局长周万里告诉我们， 搞学
习型党组织建设的一个最大变化
是我们的学习更加务实了。 以前
搞过大呼隆，就是集中起来，花上
一二十天到一个地方上课。 那样
对生活工作影响比较大， 而且效

果并不理想。 现在他们改为 “短平
快”的学习模式。就是在工作中发现
哪个方面的欠缺， 或者干部职工提
出哪个方面的需要， 就请老师来上
课，一、二天时间。学了以后，慢慢消
化。然后再开始下一个课题的学习。
他们还倡导干部们在案例中提炼总
结， 然后向全局乃至全国税务系统
传送。今年，稽查局干部结合实践研
究了如何落实微小企业的税收优惠
政策问题， 为全国地税系统工作提
供了很好的参考。稽查局通过“尖兵
打造”，培训精英的形式，自己队伍
中冒出了一批在业务能力和理论水
平都很突出的骨干， 这些人也成为
局里面的老师。 通过学习、带动，全
局干部业务素质整体明显提高，现
在近50%的干部已具备独立办案能
力，队伍专业化、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基本完成。

全局兴学的最后效果是推动
了工作的“科学发展”，我们看到一
组数据：2006年至2011年， 该局年
度查补收入总额以年均21.6%的幅
度高速增长， 接连突破3亿、4亿、5
亿元关。

税官兴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