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 首届
女性书画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
场合反复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
的“钙”，精神上“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
可能“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
落、生活上腐化”。从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中高
级干部的情况来看，他们的贪腐堕落无不是
从理想信念的淡化、动摇开始。

因此，全面从严管党治党，首先要坚定
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 近几年，郴州市以各
级党委中心组为龙头，重点围绕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精心设置学习专题，补足党员干部
理想信念之“钙”。

该市各级党委 (党组) 中心组做强做优
“林邑讲坛”理论学习品牌，先后邀请了李肇
星、姚景源、谢春涛、叶文智等 40 名专家学
者讲课，实现了党的创新理论与基层党员干
部的无缝对接。同时，大力实施理论宣讲“十
百千万”行动计划，推进百个示范性讲坛（课
堂）建设，组建了覆盖市县乡三级的千名理
论宣讲员队伍。全市仅围绕不同时期理论热
点开展理论宣讲就达 3 万余场，推动党的理
论在基层落地生根。

与此同时，近五年，从扎实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积极践行“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再到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思想理论武装贯穿始终。 如在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举办 2 场大型电视
问政，对重点领域、重点岗位的不作为、乱作
为行为进行严肃问责， 问责追责干部 50 余
人；持续深化作风建设，全市累计整治党员
干部“不严不实”问题 1.1 万余个。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创新“微党
课、微平台、微传播”学习形式，集中开展“送
党课下基层”1.6 万次，广泛开展“四讲四有
四比”活动，扎实推进党员组织关系集中排
查等基层党建工作 7 项重点任务，处理违规
违纪党员 1019 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党员干部“四个意识”进一
步增强。

该市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通过集中学
习、专题党课、专题培训、民主生活会、查摆
整改等方式，广大党员干部对自身的身份职
责有了更明确的认知，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解，更加自觉在党
言党、在党为党。

郴州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通过各种主
题的学习，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使党员
干部们思想更加统一，步调更加一致；大家
的大局意识、看齐意识、担当意识、责任意识
明显增强。 同时，市委在全市深入开展各种
主题教育活动中，引导党员干部把智慧和力
量凝聚到开拓创新、加快发展上来。

通过强化学习补足党员干部理想信念
之“钙”，已成为郴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
要抓手。

· 郴州从严治党篇 ·

□ 李秉钧 陈学奇 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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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而从
严治党，关键在“治”。

该市一刻不松地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和纠正“四风”问题，对顶风违纪的害
群之马，一律从严查处，从严问责。

他们自上而下层层传导，让“两个责
任”自下而上逐级扛起。 五年来，该市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以落实两本操作手册
（主体责任操作手册和监督责任操作手
册）为抓手，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在郴州落
地生根。

郴州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率先垂
范，主动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约谈班
子成员和各县市区、市直单位“一把手”，
传导履责压力、层层压实责任。 市纪委将
94 件反映集中在一个领域、 一个系统的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和发案单位需整改的
问题转市级分管领导约谈责任人，从业务
主管层面对责任人起到提醒警示作用。党
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共查处落实“两个责
任” 不力的问题 80 余起， 问责处理 120
余人，释放了“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
烈信号。

如何持续保持党风廉政建设高压态
势？ 郴州探索出了“1+X”监督执纪模式，
即通过查处一个案件、 解决一类问题、完
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警醒一批干
部，实现综合惩防。

他们出台《实施监督执纪标本兼治工
作办法》，深入开展违规公务接待、违规收
受红包礼金、国家公职人员在重点工程和
重大项目指挥部兼职取酬、国家公职人员

拥有农村水电开发及其他非上市公司（企
业）股份问题等 10 多项专项整治，取得了
良好的执纪效果和社会效果。

各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郴州大部
分市直单位 2016 年公务接待支出同比
下降 50%以上；全市 2411 名国家公职人
员清退转让农村水电开发等其他非上市
公司股份 2.5 亿元，涉及 134 家公司（企
业）；“私车公养”专项整治清理资金 3140
万元，涉及 8116 人，清退上缴资金 3079
万元；“四风”变种专项整治查出问题资金
6660 万元，涉及违规人数 5 万余人，一批
突出问题得到了有力根治。

郴州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惩治腐败
出重拳，抓铁有痕振纲纪。五年来，全市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4912 件， 给予党
政纪处分 4738 人次， 移送司法机关 196
人。 市纪委对 140 名县处级干部立案审
查，严肃查处了李来华、陈向华、张卫星等
一批领导干部严重违纪典型案件。

同时，大力惩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
正之风和“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严肃查
处强农惠农、扶贫开发、社会保障、征地拆
迁等涉及民生领域的违纪行为， 立案
1042 件 ， 处理 1103 人 ， 追缴资金
9537.09 万元，广大群众对正风反腐的获
得感持续提升。

该市还充分发挥巡察监督利剑作用，
全面启动五届市委第一轮巡察工作，5 个
巡察组已全部进驻市环保局、市水利局等
10 家市直单位开展常规巡察。 并在全市
158个乡镇（街道） 均设立了纪委和监察
室，配备了书记、副书记和委员，所有行政
村（居）委员会均建立了村（居）务监督委员
会，配备了村级纪检员，实现监察执纪无盲
区、全覆盖。

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补足理想信念之“钙”

爱莲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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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X”监督执纪

从严治党，关键是干部。
该市始终把从严要求贯穿到干部管理

监督工作的全过程，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个
人有关事项报告“两项法规”，加强随机抽
查、 重点核查和结果运用，2014 年以来共
抽查个人有关事项报告 1903 人次， 暂缓
任用或取消任用资格 26 人。

郴州从严整治“三超两乱”，全面推行
干部选任事前预审、事后备案“双控”制度，
实施“六个一批”（执行政策退一批、有效激
励让一批、盘活资源拓一批、统筹管理加一
批、合理交流调一批、能上能下腾一批），建
立“五项机制”（对账审核、排序通报、警示
约谈、预审备案、立项督查），全市累计消化
超职数配备干部 2136 名。

深入开展专项整治， 完成 1600 余人
市管干部档案的专项审核， 清理在社会组
织、 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 342 人。 推
行“一控四严”（控制审批范围，严格证件管
理、廉政审查、审批程序、执纪问责）措施，
加强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管理。 认真落
实提醒、函询、诫勉和谈心谈话制度，近五
年共对 236 名市管干部进行提醒谈话，函
询 199 人，诫勉 50 人。

“我们树立正确用人导向。 ”郴州市委
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坚持凭实绩、
德才选用干部，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破解
“唯票、唯 GDP、唯年龄”问题。

该市把选好干部、 配强班子作为组织
工作的核心任务，认真贯彻“好干部”标准，
坚持重标准、重实干、重基层的用人导向，
严格执行《干部任用条例》，一大批政治强、
懂专业、善治理、敢担当、作风正的优秀干
部选拔进入领导班子。

特别是去年， 按照中央要求和省委部
署，圆满完成市县乡领导班子同步换届，各
级领导班子实现了“三升一降”（学历水平、
基层一线人员比重、年轻干部比重升高，班

子平均年龄降低）的换届目标，其中县市区
党政班子成员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的
达到 47.2%、 具有乡镇党政正职经历的达
到 51.7%、年轻干部所占比重达到 27.4%，
班子平均年龄比换届前降低 2.3 岁。

郴州创新推行全程纪实制度， 精心设
计 12 套 153 张纪实登记表，综合运用到市
县乡换届“两代表一委员”推选和干部选拔
任用中，倒逼了责任落实和程序规范。该市
从严整治干部“为官不为”、创新干部选任
全程纪实、 建立领导干部综合监管系统等
经验做法，得到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中
组部和省委组织部的肯定和推介。

该市还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
和固本之策，持续开展县市区党委书记、乡
镇党委书记党建述职评议工作， 打出基层
党建“1+4”系列组合拳，推行基层党组织
“五化”建设。通过多管齐下、破立并举的干
部管理之策，郴州为踏实干事者撑腰，让浑
水摸鱼者没机会， 有力激发了干部队伍的
干事创业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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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管理监督干部

郴江清清汇潇湘，
砥砺奋进又五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
郴州市委认真落实中央
和省委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层层传导压力，事事
敲响警钟， 完善制度约
束，有力维护了郴州“山
清水秀”的政治生态，形
成了从严从实管理监督
干部的强劲态势。

林邑郴州，清风徐徐

郴州市直
单位重要岗位
现场评议会

郴州市“干部成长感恩谁”主题演讲比赛决赛现场。

党员干部进社区，共建文明家园。

（本版图片由郴州市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