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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乔伊蕾 陈昂
通讯员 郑亚邦

1月23日， 省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八次
全体会议在长沙召开。当天下午，与会人员分组
学习了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 带着问
题，带着思考，带着期盼，与会代表踊跃发言，共
商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大计。

改进作风是永恒主题
“所有党员都应该自觉学习《党章》、尊崇

《党章》、贯彻《党章》、拥护《党章》。”省纪委委
员、省国资委纪委书记王宏说，只有提高自身
认识，才能把作风建设抓到底，持续强化不敢
腐氛围，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

长沙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李军介绍，长
沙今年将坚持以建设“廉洁长沙”为总揽，聚焦
全面从严治党，严明党的纪律、围绕“两个责
任”加强和改进纪律审查工作，驰而不息纠治

“四风”、整治和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发挥巡视巡查利剑作用等工作重点精心
部署、精准发力，确保“规定动作”不走样、“自
选动作”出特色。

“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必须做忠诚于党和人民
的反腐铁军，甘于奉献、甘于吃苦、甘于淡泊名
利、甘于做孤独的人。” 娄底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徐勇说，纪检干部对不规矩的问题，要敢于亮
剑、严肃执纪、嫉恶如仇监督，敢于碰硬，敢于摸
老虎屁股，不怕丢乌纱帽。同时，又要懂得监督，
善于监督，有效监督，切实以强有力的监督，维护
党委政府的权威，维护人民群众利益。

“要从内心里积极支持工作。”湖南科技学

院纪委书记彭立威谈到，普通干部群众认为党
风廉政建设都是单位党员领导干部的事，自己
应付了事，甚至还出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现象。 领导干部只有在工作中注重强化服务，
沉下心去，深入群众，了解民意，化解矛盾，解
决困难，减少工作的对立面，才能获得群众更
广泛的理解与支持。

“在纠正‘四风’问题上，同样要用好责任
追究这个‘撒手锏’。”常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李挚表示，当前，部分基层党员干部缺乏责
任担当，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要露头就打，绳之以纪。

“工作还要讲究方法。”益阳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黄进良谈了自己的工作体会。在实际工作中，
要把“三严三实”要求、创新理念体现到监督执纪
上，既铁面执纪、又暖心执纪，在严明纪律、严格管
理中真正体现对党员干部的关心爱护。

因地制宜正风反腐
“精准扶贫离不开廉洁扶贫。”湘西自治州

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曹世凯说，廉洁扶贫是
精准扶贫应有之义，只有廉洁扶贫才能保障党
和国家的扶贫决定、政策、项目和资金得到贯
彻落实，否则，就会出现偏差、走样、缩水，无疑
将大大影响扶贫的精准性，甚至会出现大量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省纪委委员、省教育厅纪检组长周德义结
合自身岗位谈到，将持续把执纪监督问责的重
点定格在维护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坚持纠正
和查处发展教育事业过程中， 诸如择校乱收
费、补课乱收费、高考特长加分等损害人民群
众利益的突出问题，重点查处吃拿卡要拖，“雁
过拔毛”，优亲厚友，与民争利等违纪行为，切

实维护和发展好教育的公平公正。
省直纪工委书记曾凡国建议，要充分利用

官网、微博、微信、QQ等媒介，及时了解掌握党
员干部的思想动态， 积极予以回应和引导，及
时传递好声音、传播正能量。

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晖表示，将在
全省文化系统部署开展“讲学习、守纪律、作表
率”活动，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严格执纪问责，在文化厅直系统深入开展
“审计+巡视”工作，加大明察暗访、专项督查的
力度、频度和深度，使违纪违规行为无处藏身，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文化干部队伍。

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家风建设是弘扬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 省教育厅党组
副书记、省教育工委副书记肖国安认为，良好
的家风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过程。

“好家风才能带来好党风、好作风。每个党
员干部都必须做良好家风的建立者、守护者。”
省纪委驻省委办公厅纪检组组长赵强如是说。

“作风建设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在加强
党性修养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怀
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赖馨正表示，改进作
风不是权宜之计，而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起
来”：一手抓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手抓
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邹太平 龙源

1月23日， 省第十届纪委第八次全
会上，省纪委派驻省委办公厅、省委组
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人大
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机关7家单
位的新设派驻纪检组分别被授牌。这标
志着省纪委7家新设派驻纪检组正式组
建，标志着省纪委派驻机构改革取得重
要阶段性成果。

“聚精会神干纪检，勤奋刻苦开新
局。”不久前，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傅
奎对新任纪检组长们提出严格要求：要
伸长“耳朵”、 瞪大“眼睛”，充分发挥
“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巩固改革成
果，强化派驻监督。

为什么要向这7家单位派驻纪检
组？ 新任派驻纪检组组长为什么是这7
个人？实现派驻后怎样开展工作？派驻
机构改革未来走势如何？ 带着种种问
题，记者采访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解密
省纪委派驻机构改革。

为什么要这样改
“党章对设立派驻机构有明确要

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推进派驻机
构全覆盖作出了决策部署。” 省纪委副
书记李政科介绍， 我省过去也有开展
过派驻监督工作，但是派驻范围依然有
空白，省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有106家，十
八大前只派驻了41家，且主要向政府部
门派驻。其次，派驻形式和派驻机构名
称不统一，一些派驻纪检组工作定位不
准，职责不清，对参与驻在部门业务乐
此不疲，监督责任却放在一边。再次，一
些派驻干部不会监督，不愿监督，怕得
罪人，监督执纪问责成为一句空话。

为了推进这项改革，省纪委组织人
员到省直单位和市州调研摸底， 赴广
东、江西等省学习考察，集思广益。2015
年10月，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
议通过了省纪委派驻机构改革方案，派
驻机构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

同年11月，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强省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对
派驻机构实行业务、编制、职数由省纪
委直接管理。改革确定了“统一规划、分
步实施”的步骤：第一步在省委办公厅、
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
省人大机关、 省政协机关新设派驻机
构，改革完善省纪委派驻省政府办公厅
纪检组， 共综合监督30家省直单位；第
二步完成对现有40家派驻机构的改革
调整及其他党和国家机关的派驻，实现
全覆盖。

“忘记自己是上级纪委派出的，拿
着纪委的工作证， 却不干纪委的活。搞
纪检的却不会监督、不愿监督、不敢监
督，成了‘不抓老鼠的猫’。以后，这种现
象将彻底改变。”李政科说。

为什么是这七个人
今年1月4日，省委确定了省纪委新

派驻改革的7名纪检组组长人选。
有关资料显示，此次省纪委新任的

7家派驻纪检组组长的人选分别是：驻
省委办公厅纪检组组长赵强、驻省委组
织部纪检组组长刘越高、驻省委宣传部
纪检组组长肖玲玲、驻省委统战部纪检
组组长邓建华、驻省人大机关纪检组组
长刘伟志、驻省政府办公厅纪检组组长
谢宏有、驻省政协机关纪检组组长陈宏
忠。

记者发现，7位新任纪检组长，不仅
工作经历非常丰富，有的还直接从基层
而来， 有的在纪检监察系统工作多年。
转岗前，7人皆在重要的实职岗位工作。

省纪委组织部部长黄立峰介绍，在
挑选新设纪检组组长的工作中，组织看
中的是政治素质、岗位经历、业务能力
和自律意识。

目前，各新设派驻纪检组正抓紧选
配副组长和工作人员，起草派驻机构干
部、业务和工作经费管理办法。

发挥“派”的权威
和“驻”的优势

据介绍， 省纪委派驻机构改革，不
是简单地把编制、 职数划转省纪委使
用，而是由省纪委直接领导，统一管理，
对省纪委负责。 省纪委派驻纪检组，重
点监督驻在部门和综合监督单位领导
班子及省管干部和县处级干部， 抓住

“关键少数”。这有利于发挥“派”的权威
和“驻”的优势。

此次改革，省纪委首次向省委工作
部门、人大机关、政协机关派驻纪检组。
对规模较大、直属单位多、监督对象多
的部门，采取单独设置派驻机构；对业
务相近、相关或系统规模小、监督对象
少的部门，采取综合设置派驻机构。

以综合派驻为例，驻省委统战部纪
检组组长的职责范围还包括监督省工
商联机关、省台办（省政府台办）、省社
会主义学院、 省侨联机关等多家单位；
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组组长的职责范围
还包括监督省委讲师团、 湖南日报社、
省社科院、省地方志编纂委、省文明办、
新湘评论杂志社、省文联机关、省社科
联机关、省作协机关等10家单位。7家新
设派驻纪检组，共完成对30家省直单位
的综合监督，实现了“一托多”。

“由‘点派驻’向‘面派驻’转变，由
‘过去接受驻在单位领导’向‘接受省纪
委直接领导’转变，由‘过去单打独干’
向‘与省纪委上下联动、 协同作战’转
变，进一步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
风。” 在省政府党组成员、 省纪委副书
记、省监察厅厅长周农看来，这些是派
驻机构改革的丰富内涵。

湖南日报记者 杨柳青
通讯员 卿洪春

在省第十届纪委第八次全会发给
参会人员的材料中，一本“忏悔录”引
起了大家注意。

它选取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省
纪委查处的部分严重违纪违法省管干
部的心灵忏悔，作为“活生生”教材给
党员干部以深刻警示。

“我的沉痛教训是没有过好政治
关，我现在才明白，理想信念动摇是最
致命的动摇， 信念滑坡是最可怕的滑
坡。”

“我很后悔，领导干部必须用党性
要求自己，用纪律约束自己，用法律规
范自己，做一个敬畏人民、敬畏权力、
敬畏法律的人。”

……
翻开这本“忏悔录”，字里行间流

露着违纪犯罪人员对思想堕落的自责
自恨。

“违纪违法者用政治生命写成的
警世教材，应当成为党员干部，尤其是
领导干部明断得失的镜子。”省纪委宣
传部负责人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中央纪委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 省纪
委严肃查处了一批腐败案件。 为深刻
吸取案件教训，省纪委精编了这本“忏

悔录”，并作为会议材料发送领导干部
传阅，旨在以人为鉴，警钟长鸣，不断
强化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 筑牢
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材料发到手， 永州市委书记陈文
浩就认真阅读了这本警示材料。 陈文
浩说：“忏悔录” 里的贪腐案例大多是
渐进的， 因此平常严格要求自己很关
键。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加强自身
修养，时刻把纪律和规矩刻印在心，始
终做到心中有党、 心中有民、 心中有
责、心中有戒。

株洲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刘光
跃表示看了后很受教育。他表示，将发
挥“啄木鸟”精神，把监督责任扛在肩
上，落到实处，同时坚守底线严律己，
做一名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
部。

省纪委党风监督员、 湖南商学院
经贸发展研究院党支部书记陶开宇认
为， 要通过对领导干部进行持续不断
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行为规范的教
育， 使其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自
觉限制私欲的膨胀， 从而达到清正廉
洁的目的。 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素质
和道德修养，常补理想信念之“钙”，让
领导干部“不想腐”；从完善机制入手，
形成一整套“不能腐” 的严格制度体
系，让领导干部“不能腐”。

通讯员 邹太平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要让党章光芒普照灵魂深处。 尊崇党章，
首要是学党章、用党章，把规矩纪律挺在前面，
重点在于贯彻党章、落实党章，为群众办实事，
关键在于执行党章、 维护党章， 让铁纪钢规发
威。”1月23日，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段林毅
在参加省第十届纪委第八次全会时表示。

段林毅介绍，近几年，民政厅加强资金执法
检查，专项清查低保、五保、优抚对象，规范各项
办事程序， 但还是在个别基层民政干部身上发
生了不廉洁行为，“关系保”、“人情保”等现象没
有完全杜绝。只有把学党章、用党章作为全面从
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 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

前面， 才能夯实党的基石， 让党员干部时刻警
醒，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少走弯路，不犯错误。

“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于治，党章就是我们的
最大法宝，把党纪党规挺在前面，就是对党员干部
的最大保护。”段林毅表示，很多群众一有困难，首
先想到的就是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承
担了党委政府与群众间温暖传递的桥梁和纽带作
用。作为民政部门，要尊崇党章、贯彻党章、落实党
章、执行党章、维护党章，始终坚持保障和改善民
生，围绕“以人为本”狠抓落实，在供给侧改革中，兜
住兜牢基本民生保障网，加快人本化、法治化、标准
化、信息化、社会化进程，不断维护社会权利，促进
社会公平，加快社会进步，人民群众才会满意、才会
答应，民政为民价值取向才能得到充分彰显。

正风反腐
凝聚发展正能量
———访郴州市委书记易鹏飞
通讯员 邹太平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要学深悟透落实中纪委、省纪委全会
精神，始终高举正风反腐的利剑，维护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 以正风反腐凝聚郴州发
展正能量。”1月23日，在省第十届纪委第八
次全会上，郴州市委书记易鹏飞告诉记者。

郴州一度是腐败的“重灾区”，有过群
体性腐败案的惨痛教训。近几届市委、市政
府深刻吸取教训， 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主体责任，把它当作抓发展、
促改革、惠民生的头等大事来抓。

“近几年，我们坚持以作风大整顿、作
风大提质等活动为抓手， 通过持之以恒整
作风、转作风、优作风，全市干部作风、思想
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变，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逐步形成。”易鹏飞说，当前，面对经济社
会发展新常态和党风廉政建设新要求，如
何进一步落实好主体责任， 抓实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以此促进郴州经济社
会实现更有品质、更有实效、更加协调、更
可持续的发展，我们深感任重道远，不能丝
毫懈怠。

他表示，“两个责任”主体明确、责任清
晰， 是抓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
关键一招。要细化实化强化党委、纪委书记
作为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落实， 细化实化强
化党委、纪委领导班子集体的责任落实，细
化实化强化党委、 纪委每一位班子成员的
责任落实。 尤其是要在操作层面切实加强

“两个责任”的有机结合，提出更加明确、更
加具体、更加务实的责任标准和要求，并强
化问责追责，促进形成党委纪委“不松手”，
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不甩手”，班子成员

“不缩手”的工作格局。

通讯员 邹太平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基层延伸，直接关系到民心向背，是深耕厚植党
执政基础的治本之策。”1月23日，正在参加省第
十届纪委第八次全会的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些年，怀化共查处“庸懒散”问题625个，处
理928人，极大的震慑警醒了“为官不为”的干部。
推进便民服务，把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51项职权
全部下放到286个乡镇的便民服务中心， 并通过
便民服务点把服务“手臂”延伸到村组，改进了干
部作风，方便了群众办事，融洽了干群关系。

彭国甫指出，要贯彻落实十届省纪委全会精
神，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硬化联系服务群众“最后
一步路”。同时，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小官贪腐”

“雁过拔毛”式腐败，扎牢织密基层监督之网，提振
群众信心，让群众共享全面从严治党“红利”。

彭国甫表示， 扶贫资金的使用管理直接影
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成效，要严肃查处扶贫
资金管理使用方面套取、贪污、截留、挪用等行
为，严肃查处土地征收流转方面贪污、截留、挪
用补偿资金以及落实惠农政策方面吃拿卡要、
克扣刁难、索贿受贿、套取冒领和优亲厚友等问
题， 坚决依法打击涉黑涉恶势力、 违法宗族势
力、乡匪村霸地痞，驱散政治和社会的“雾霾”，
把人间正气树起来， 真正使侵害群众利益的不
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同时，对群众
反映强烈、问题典型、久拖不决的问题线索，坚
决实行领导包案责任制和挂牌交办制度， 着力
化解基层信访积案，有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满意度。

“派”和“驻”
在改革中发力
———省纪委新设七家派驻机构记事

让党章光芒普照灵魂深处
———访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段林毅

“活生生”的反腐教材
———省第十届纪委第八次全会上
一本“忏悔录”引关注

正风肃纪不停步
———省第十届纪委第八次全会与会人员座谈讨论侧记

让群众共享
全面从严治党“红利”
———访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

1月23日， 中国共产
党湖南省第十届纪律检
查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
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向新
设立的省纪委驻省委办
公厅纪检组、驻省委组织
部纪检组、驻省委宣传部
纪检组、驻省委统战部纪
检组、驻省人大机关纪检
组、驻省政府办公厅纪检
组、驻省政协机关纪检组
授牌。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省纪委全会观察

授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