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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权力不再“任性”
——
—“试水”同级监督的资兴实践
苗头或分管部门出现违纪问题时， 市纪委及时
向市委书记汇报，由市委书记、市纪委书记共同
开展廉政约谈、提醒约谈，强化法纪教育和警示
教育。 同时，建立问题整改报告机制，市纪委对
发现市委常委会及其成员职责范围内的违规违
纪问题线索后，及时提出监督建议，要求限期纠
正、整改或整治，并全程跟踪督办。
2016年1月，针对审计部门上报的政府重
大项目投资存在招标程序不完善、 合同管理
不规范的问题， 市纪委及时向资兴市市长提
出监督建议。 很快，市政府研究出台《资兴市
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资兴市政府合同管
理办法》等制度，及时堵住了这一“漏洞”。
两年来， 资兴市纪委针对同级监督中发
现的问题， 先后向市委或市委常委会成员提
出13份同级监督建议书， 被全部采纳并作出
处理。 就连市级领导公车存在损毁公车标识
这样的问题， 市纪委不仅及时向市委提出监
督建议，还责成相关市委常委及时整改、开展
约谈。 针对普遍性问题，市委还举一反三，组
织开展多项专项整治行动， 并出台一系列规
范性文件，扩大了监督效果。
“通过同级监督，我们做到了早发现、早
提醒、早预防，破解了事前监督滞后的难题。 ”
李典龙感慨地说。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白培生
通讯员 廖子彪

4月9日， 资兴市纪委陆续收到13名市委
常委会组成人员的 《领导干部社交圈生活圈
朋友圈活动情况报告单》。
这是资兴市开展纪委监督同级党委试点
工作由“八小时之内”向“八小时之外”延伸的
一个缩影， 标志着该市同级监督工作不断向
纵深推进。
自2015年2月，省纪委明确同级监督试点
“花落”资兴市以来，历经两年多“试水”，在东
江湖畔吹“活”了一池春水。
“
过去常讲，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难、
下级监督太软，如今真正感到高压线就在头顶、
红线就在脚下、监督就在身边。 ”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资兴市一名市委常委深有感触地说。

机制突破，
让同级监督有规可循
同级监督， 简单讲就是纪委对同级党委
特别是常委会成员进行监督， 是党内监督工
作的重要内容。
但从体制上来看， 纪委是在同级党委领
导下开展工作。 对不少地方而言，纪委对同级
党委开展监督，容易失之于软、失之于松、失
之于宽。
“开展同级监督，对集体监督好办，对个
人监督难办。 一旦触碰到个人的‘奶酪’，真正
影响到个人的前途 命 运 ， 就 很 容 易 遇 到 阻
力。 ”资兴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典龙谈到，
“开展同级监督试点，首先要找准政策、法规
和制度的依据。 ”
试点中， 资兴按照党章和党内法规的规
定，从制度的设计和措施的配套衔接着手，探
索创建了同级监督“131”制度体系，即“1个方
案，3个意见，1个细则”：加强纪委对同级党委
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监督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明确了同级监督的目标任务、工作内容、实施
步骤和保障措施； 市纪委对市委常委会及其
成员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个人廉洁
自律职责、 履行干部人事机构编制事项决策
职责、履行“三资”处置和重大项目建设决策
职责等三个监督意见； 资兴市委常委会成员
廉洁履责年度评估细则， 市纪委每年对市委
常委会成员廉洁履责情况进行评估定档。
同时，市委围绕重大决策、选人用人、项目

监督结果入档，
真正影响干部政治前途
4月20日， 资兴市纪委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同级监督建议书。
资金等方面，制定完善了48项配套制度，形成了
比较完整的
“操作手册”。一系列制度的出台，划
定了权力边界，让同级监督有规可循。
“作为市委书记，首先，我会热忱主动接
受纪委对自己的监督， 主动履行全面从严治
党的‘第一责任’，对思想不通、配合不力的干
部进行约谈提醒、亮明态度，使他们从内心接
受同级监督。 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持纪委大胆
开展同级监督， 在 人 财 物 方 面 给 予 大 力 支
持。 ”资兴市委书记黄峥嵘说。

13份监督建议书，
被全部采纳并作出处理
2015年，在资兴市委一次常委会上，大家
正讨论发改部门拟出台 《争资立项考核奖励
办法》等议题。
“中央三令五申，争资立项本是部门本职
工作，还要搞考核奖励，这不是涉嫌滥发津补

通讯员 摄

贴吗？ ”李典龙在会上坚决反对。
随后，市纪委对这个拟出台的《争资立项
考核奖励办法》以及计生、综治2个市级议事
协调机构违规收取保证金等涉廉事项进行监
督，并向市委书记和分管的市委副书记、市委
政法委书记提出监督建议。
市委当即采纳了建议， 对该项考核奖励
事项予以否决处理，对2个违规收费事项分别
责令整改。
点穴点要害，监督抓关键。 试点中，资兴从
权力制约、资金监控等方面入手，突出了主体责
任、选人用人、资金项目、廉洁自律4大监督重
点，确定了“纪委提出监督建议-市委采纳监督
建议-责任人员承办落实”的监督工作流程。
市纪委要求市委常委会成员把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
“
三重一大” 事项决策等情况在向
上级报告的同时，送同级纪委备案，市纪委实施
有针对性的审查、提醒和监督。发现有违规违纪

换届选举： 党员一个不少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李焱稠 杨贤勇

4月16日， 武冈市司马冲镇杨梅村支
部换届选举大会上， 吴仲秋等8名流动党
员从全国各地赶回村里， 行动不便的88
岁老党员肖时明也拄着拐杖准时进入会
场。 这次换届选举大会， 该村35名党员
全部参加， 一个都不少。
杨梅村村支“两委” 换届工作启动

以来， 村党支部充分利用春节、 清明节
假日， 组织全体在家党员参加“我是党
员、 向我看齐,同心协力抓好村级换届”
的主题春训活动， 唤醒党员身份意识，
强化党员主体地位， 提升党员政治自觉。
88岁老党员肖时明有着60年的党龄，
因身体原因平时很少出门， 多说一句话
都很困难， 除了躺在床上， 就是坐在轮
椅上。 这天， 肖老在亲人的搀扶下， 一
步一步走进了会场， 并投上自己神圣的
一 票 。 他 说 ： “我 是 一 名 党
员， 必须听从党的召唤。 再大
的困难也要克服。”
为加强党员教育， 特别是
对流动党员的学习教育， 村党
支部建立了党建微信群， 经常
性地开展党员教育活动。 换届
选举前， 村党支部利用微信群
反复宣传换届重要意义、 换届
政策、 程序和纪律， 发布换届
动态和会议通知， 动员全村在
外流动党员积极返乡参与换届

选举。
党员吴仲秋在贵州工作， 接到村党
支部通知时， 他正在云南出差， 他毫不
犹豫地在微信群里回了4个字：“我一定
回！” 4月15日下午6时30分， 他从昆明
赶乘4个小时的高铁到怀化， 此时已经
没有回武冈的班车了。 他又花500元租
了一台车连夜往回赶。 这次换届选举，
他先后远程返乡参加“一推”、 人选考
察和正式党员大会， 花的时间和经费都
不少。 村里其他党员对他的做法表示肯
定 和 赞 扬 。 吴 仲 秋 说 ：“党 员 不 管 在 哪
里， 都要积极参加党组织活动， 没有条
件可讲。”
据了解， 杨梅村党支部注重发挥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 在全市率先开展戴党徽、 亮身
份、 创先争优促发展， 无职党员设岗定
责等活动， 增强了党员参与组织活动的
积极性和主人翁意识。 杨梅村党支部先
后多次荣获省、 邵阳市先进党组织荣誉
称号。

试点中，每年底或次年初，资兴市纪委都要
对市委常委会成员遵守党纪法规、履行
“一岗双
责”、 落实工作责任等3个方面廉洁履责情况进
行总体评估，对本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和分
管（联系）的部门及其领导班子成员受到问责处
理或纪律处分的，分别予以扣分，评估结果分为
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4个档次。
对市委常委会成员的年度廉洁履责评估
结果，市纪委报告上级有关部门，并与党风廉
政建设考核、 个人年度考核推优和廉政意见
征询挂钩。 同时，把监督建议报告和廉洁履责
评估报告等监督结果记入个人廉政档案，成
为可运用、可参考的“活”档案，让监督结果真
正对市委常委会成员的政治前途产生影响。
2016年6月3日， 资兴一学校校长在宴请
中致人酒后死亡。 资兴市纪委查明后作出处
理：问责涉事干部教师13名，给予当事教育局
领导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并取消了其市级领
导班子换届考察对象的资格。
随后，资兴市纪委及时向分管教育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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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级监督是提前发现问题、及时提出问
题、切实解决问题，最终是保护了干部。 ”谈到
同级监督，黄峥嵘告诉记者，资兴市委常委会
成员对同级监督的态度发生了积极转变，从
一开始的不太理 解 转 变 为 现 在 主 动 接 受 监
督。 有了纪委的同级监督，市纪委在市委重大
决策的酝酿阶段就介入监督、 进行“廉政体
检”，让市委决策更加民主科学，不仅降低了
廉政风险，也少走了很多“弯路”。
“试点以来，资兴历经3任市委书记，都是
态度明朗，不仅心胸开阔，还带头接受同级监
督，为试点工作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开
展同级监督，党委书记要有开阔心胸。 而身为
纪委书记，必须要有胆气，要敢于说不，不怕
‘丢选票’，不怕‘伤和气’，不怕‘被围攻’，不
怕‘穿小鞋’。 ”试点两年，李典龙体会深刻。
据了解，“试水”同级监督以来，资兴市科
级干部中没有出现过重处分的情况， 处级干
部甚至没有出现被处分的情况。 良好的成效，
受到中央纪委和湖南省纪委关注， 专门派人
前来调研并给予肯定， 还吸引了全国各地10
多个考察团前来“取经”。
“如今，市委常委会成员和各部门主要负
责人，在‘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前都主动要求
征求市纪委的意见和建议，还主动严管起‘身
边人’的言行。 ”说起改变，资兴市纪委副书记
唐建和刘华斌无不欣喜。
因为效果明显，2016年1月， 资兴市委将
同级监督试点工作推广到乡镇街道， 形成市
乡两级联动的工作格局。 今年3月底，资兴再
次发文，以加强领导干部“社交圈朋友圈生活
圈” 的监督为切入点， 把同级监督的触角从
“八小时以内”延伸到“八小时以外”，构筑起
无缝隙全覆盖的监督格局。

广大学生及家长拍手称快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张霞
王威） 近日， 澧县教育局对城头山镇车溪小学肖晚

回访复查的“禁补”监督机制，加大追责问责力
度。 一经发现在职教师以各种名义，在校、在家或
租赁房屋举办各种收费性质的“特长班”“提高
班”“兴趣班”“辅导班”，为校外培训机构从事补课
活动或为其组织介绍中小学生补课生源的，从严
予以纪律处分。 对学校二层骨干及以上干部参与
补课的，一律就地免职，从严问责。
今年1至3月，该县教育系统受理投诉5起，查实4
起，纪律处分7人，组织处理2人，违规补课呈现大幅
下降的趋势，广大学生及家长拍手称快。

霞、王焕玉、吕陈、周志华4名在职教师有偿补课行为
进行调查，并对校长庹锐林进行组织处理，责令学校
向县教育局写出书面检查。 这是该县铁腕治理教育
“
陋习”，对违规补课实行
“
零容忍”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澧县把铁腕治理“违规补课”纳入
为民办实事和“纠‘四风’治陋习”的重要内容，深
入开展专项治理，构建了来信、来访、来电、网络
“四位一体”的举报体系和明察暗访、随机抽查、

娄底“
百所”联动除火患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周俊 刘芾 李俏 聂丽娜）
近日， 冷水江市禾青镇派出所民警对辖区内市场进
行火患排查。 截至目前，娄底市100余家派出所共检
查单位2.2万余家，发现并整改火灾隐患1.1万余处。
去年以来，娄底充分发挥派出所民警“身在基
层、贴近群众”的优势，将全市基层公安派出所专
（兼）职消防民警，纳入冬春火灾防控工作和“两保
一促”评比内容，积极开展“百所”联动活动。 结合
“
网格化”管理体系，全市100余家派出所民警，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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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更加民主科学，
降低了风险，少走了“弯路”

澧县对违规补课“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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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会成员提出
“
监督建议书”。 很快，这名
市委常委会成员就督促教育系统开展了纪律作
风大整顿， 市委下发了重申公务接待纪律要求
的文件。 年终，在评估定档中，这名市委常委会
成员的廉洁履责年度评分被扣掉6分。
两年来， 资兴市纪委两次对市委常委会
成员年度廉洁履责情况进行评估定档，2015
年有6人因家人或联系部门班子成员违规违
纪被扣分，2016年又有5人被扣分， 并将结果
向郴州市纪委、郴州市委组织部书面报告，同
时在资兴市委全会上通报。
“通过建立监督结果年度评估、 向上报
告、立卷存档等工作机制，强化了监督结果的
运用，切实提升了纪委的监督权威，促使市委
常委会及其成员权力行使更加规范和透明。 ”
李典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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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片包干、定人定岗”模式，监督检查社区、农村、
“
九小场所”等区域，全面消除火灾隐患。 娄底市公
安局要求每个城区派出所每月检查单位 （场所）数
不少于40家，乡镇派出所每月检查单位（场所）数不
少于20家。
同时，娄底市公安消防支队通过
“
传、帮、带”，定
期为公安民警开展消防业务培训，使公安民警特别
是专（兼）职消防民警熟练掌握消防监督执法工作
要领，做到会检查、会执法、会宣传、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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