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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郑亚邦 谭必清

“全州共立案550件，结案369件，同比分
别增长112%、85.5%； 处分党员干部355人，
其中县处级18人， 同比分别增长81.5%、
122%……”

近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纪委亮出
“打虎拍蝇”半年“成绩单”，成为该州持续保
持正风反腐高压态势、着力营造“碧水蓝天”
政治生态的生动注脚。

揪出“剥皮”重点工程的“内鬼”

3月31日，湘西廉政网发布消息，自治州
酉水灌区管理局局长张自力、州水利局副调
研员谷四新被“双开”，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时隔28天，又传来“重磅”消息，自治州
国土资源局副调研员、吉首市国土资源局党
组书记、局长王孝强，永顺县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刘乐能， 州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钟昌
文，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涉嫌严重
违纪，正接受组织审查。

他们5人都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在工
程项目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受贿赂，
受到州纪委的严肃查处。

“重点工程项目‘剥皮’、围标串标、‘白
手套’等问题不容忽视，防治工程建设领域
的腐败问题已成当务之急。” 州委书记叶红
专说。

很快，全州组织开展重点工程专项整治
行动，将那些“潜伏”在领导干部队伍中，面
上干工作、底下揽私活、“吃里扒外”“损公肥

私”的“内鬼”一一揪了出来。
今年上半年，该州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

涉及工程建设领域的举报和案件线索138
件，立案68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8人，追缴
违纪资金5300余万元。其中，对州水利系统
开展的专项治理， 共移交问题线索61件，立
案5人， 刑拘5人， 追缴违纪资金1500余万
元。

斩断伸向民生资金的“黑手”

自治州是湖南进入国家“西部大开发”
的唯一地区。然而，近几年，有少数基层干
部将“黑手”伸向老百姓的“救命钱”“造血
钱”。

古丈县红石林镇列溪村党支部书记周
昌华、村主任杜庭耀、村秘书王栖巍3人合伙
串通， 在自己的公益林面积上各自虚报100
亩面积， 套取、 私分国家公益林补偿资金
16500元；凤凰县两林乡板井村原党支部书
记吴云昌在任两林乡金银花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期间，与他人合伙虚报套取农机补
贴24万元，并将其中14万元据为己有；永顺
县首车镇原党委委员、副镇长张文建在担任
泽家镇党委副书记期间，采取虚报冒领等手
段，贪污移民解困避险搬迁补助资金82500
元……

“‘苍蝇’虽小，危害却大。”州委常委、州
纪委书记邓为民要求全州纪检干部睁大“火
眼金睛”，把钻进民生领域的“蛀虫”“硕鼠”
挖出来，有多少就处理多少。

数据显示，1至6月， 全州查处“雁过拔
毛”式腐败案件147件，党纪政纪处分97人，
移送司法机关22人， 通报典型案件53件，追

缴清退到户资金73万元。同时，州委巡察组
全面进驻纳入全州精准扶贫“五个一批”“十
项工程”的州扶贫开发办、州民政局等10个
州直部门，开展专项巡察，已发现问题线索
253条，收缴违纪资金2200余万元。边巡边
查，已立案18人、刑拘5人、追责8人。

严查“四风”换来新风

“对违反纪律行为我深感懊悔，对不起
组织对我的培养……” 这份忏悔书的作者，
是永顺县林业局林政股原副股长全心树。身
为国家公职人员，他虚构买房事实举办“乔
迁宴”，宴请管理服务对象，并敛取钱财。

今年1月，永顺县纪委监察局作出决定，
免去全心树县林业局林政股副股长职务，降
低一个岗位等级予以聘用， 调离林政股岗
位，并对违纪所得款予以追缴。同时，还对多
名负责人进行了约谈。

“对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四风’问题，
我们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该州
纪委党风政风室负责人表示。 咬住老问题，
盯紧新动向， 自治州紧盯重要时间节点，抽
调专业力量持续开展突击检查，让“四风”问
题难以遁形。

前6个月，该州集中组织开展了6次大规
模明察暗访，检查单位581个，发现问题线索
249件，党纪政纪处分94人，通报曝光41起
68人。围绕村（居）“两委”换届，州纪委还在
督查暗访中制止苗头性问题165起。

“湘西的政治生态越来越好了。”谈起严
查“四风”带来的改变，吉首盛世豪庭工程项
目总经理杨帆感慨地说，“魅力湘西，是创业
的好地方！”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
员 梁贤法）“爸爸、妈妈，你们都是光荣的国家
公务员，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衷心希
望你们不要做出不廉洁的事情来……”近日，

衡山县政府办一位干部读到这样一封由女
儿写给自己的“劝廉家书”，深有感触地说：
“孩子的话语简单真挚，像警钟在耳边敲响，
告诫自己要时刻注意拒腐防变。”

今年初以来，为让家庭成为党风廉洁建
设重要阵地， 衡山县纪委组织领导干部家
属，开展书写“劝廉家书”活动，引导家属吹
好“枕旁风”、树起“好家风”、扬起“廉洁帆”。
活动开展以来， 领导干部家属纷纷提笔，用
情真意切的文字劝导家人自重、自警、自律、
自省，形成了浓厚的廉洁氛围。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通讯员 黎艳 马
炼堪 记者 王文隆） 扶贫帮困星、 民生服务
星、生态保护星、项目建设星、致富带头星、平
安稳定星、 文明和谐星……这不是天上的星
星，而是一个个党小组的光荣“代号”。党小组
是最基层的“细胞”，如何让这个“细胞”活跃
起来？让党小组“挂星营业”。这是记者今天从
浏阳市社港镇了解到的党建创新高招。

“村上可挖掘细心、专业的人才，对旅游
进行统一管理。”“周洛村的新班子有干劲，希
望能够打开思维， 带领全村走上致富道路！”
社港镇周洛村支部第二党小组很快行动起
来。他们结合创建“七星”党小组，制定了特别
的组织制度，仅一个月的时间，党员们推动周

洛村梯田综合农业项目取得了重大进展，山
区贫困户的脱贫致富梦即将变为现实。

合盛村的老党员、 老村干部制定了党小
组内的义务劳动安排表和为民服务“任务清
单”，连续数月对村组内的美丽屋场、重点路
段、山塘水库进行美化靓化。6月23日，合盛村
光明党小组的党员甚至冒雨清扫街道、 清理
“牛皮癣”……“早就定好了每月23日开展党
小组活动，哪怕下雨，大家也都来了。”光明党
小组的一位普通党员说。

社港镇党委特别将活动纳入“日学习、月
清单、季考评”考核体系，年终对全部党小组
进行自查自评、互查互评，最终根据考核结果
进行“挂星”。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
员 陈健林)“终于把‘党章’写完了，我要把
这幅2000多字的女书长卷，作为党的96岁生
日礼物献给党组织。”今日，江永县女书传人
蒲丽娟历时半年， 用女书将《中国共产党章
程》书写成了一幅198米的长卷。

自今年1月起，蒲丽娟利用空闲时间，将
党章内容， 用女书一笔一画书写在长幅宣纸
上。她白天到女书学堂讲课，晚上忙完家务活
后，要书写到12时，经常累得腰酸背痛，有时
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最晚的时候还写到了凌
晨3时。蒲丽娟有较强的书法功底，写出的女
书字体隽秀婀娜，如同美丽的瑶族女子一般，
让人赏心悦目、啧啧称奇。

手书党章，一笔一画寄深情。蒲丽娟在手书

党章过程中，加深了对党章的学习理解，让她萌发
了入党的决心。她说：“前不久，我写了一份入党
申请书，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应该有传递
正能量的思想觉悟。完整书写一遍，可以让自己
静下心来领悟《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精髓。”

蒲丽娟是土生土长的江永人，10多岁开始
跟随母亲习女书、唱女歌、做女红，在耳濡目染
中受到了良好的女书文化熏陶。 现年52岁的蒲
丽娟，近年来创作了《丽娟训女词》《女书飘香纽
约》等10多件作品，刺绣了大量的女书巾帕、花
带、背包等，能吟唱女歌200多首。先后向联合
国捐赠女书长卷《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 等作
品。去年，蒲丽娟还随团参加了在联合国总部举
行的第七届“联合国中文日”活动，展示女书作
品和女书习俗，在国际舞台掀起了女书热。

从严治党在路上

自治州：“打虎拍蝇”风正劲

衡山“劝廉家书”倡清风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颜石敦 钟镕宇 谢
忠）近日，郴州市北湖区纪委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纪委片区工作组设立后，通过集团作战、
联合执纪，有效化解了乡、村信访积案、难案。

今年3月初，郴州市纪委针对基层纪检人
员分散、业务不精、专职难专等问题，推进县乡

纪检监察工作一体化管理。以县（市、区）为单
位，将临近的2至5个乡镇（街道）划分为一个片
区，成立县级纪委分管常委任组长，乡镇（街
道）纪（工）委书记为副组长，其他纪检监察干
部为成员的纪委片区工作组。片区各乡镇（街
道）安排一名专职纪检监察干部，负责本单位

日常纪检监察工作，其他专职干部由片区工作
组统一管理。 全市共设立纪委片区工作组43
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乡、村延伸。

郴州市各地纪委片区工作组设立后，集
中时间、人员及资源，深入开展信访调查处
理、执纪监督问责、专项监督检查、重大课题
调研等。目前，已办结信访件1034件，立案审
查343件， 办理时限比以前平均缩短50%以
上，质效明显提升。

北湖区从严治党向乡、村延伸

女书传人手书党章长卷

浏阳市社港镇党建工作出新招

党小组“挂星营业”促发展

6月27日，长沙市开福区喜迎十九大“百团”“百品”“百星”优秀节目选送比赛在风帆广场
举行，推选出的优秀文艺节目将参加我省“欢乐潇湘”喜迎十九大的庆祝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载歌载舞喜迎十九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