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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严细深实的工匠精神“施工”

———访常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罗翠林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张斌
通讯员 万检新 王碧琼

1月1日， 我省首个市级监委———常德
市监察委员会成立， 标志着全省监察体制
改革又获突破性进展。作为“施工队长”的
常德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德睿
有何心得体会？ 湖南日报记者对他进行了
专访。

“全面推进监察体制改革，中央和省委
明确要求， 各级党委要切实扛起首责、主
责， 党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 要亲自挂
帅、亲力亲为，当好‘施工队长’。作为市委
书记，当这个‘施工队长’，不能有任何迟
疑，不能出任何偏差，也不能打任何折扣，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问题。”周德睿语气坚定
地谈到，全面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党
中央着眼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作
出的重大决策， 党的统一领导是推进监察
体制改革的核心。 市委书记必须提高政治
站位，紧跟中央和省委步伐，切实把坚持党
的领导贯穿改革始终， 切实把首责主责扛
在肩上。

周德睿表示，顺利推进这项改革，是常
德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体体现。 中央
明确指出，监察委员会不是行政机关，也不
是司法机关，而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
讲政治。因此，推进监察体制改革，不仅是

改革需要，更是政治任务。必须牢固树立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切
实打牢思想根基，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确保各项改革措施在常德落地生根， 取得
实实在在成效。

“这项改革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必须
精准对标、精细施工，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的
‘蓝图’施工，确保不跑偏、不走样、不变形。”
周德睿介绍， 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政策性非
常强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作为“施
工队长”，必须吃透中央和省委精神，做到胸
中有数、统揽全局，倒排时间，倒逼任务，确保
施工讲速度、讲进度、讲精度。

“常德监察体制改革从启动到正式挂
牌运行，短短46天。可以说，这46天是我参
加工作几十年来最繁忙、 最紧张的一段时
间。”周德睿介绍，常德市监察体制改革试
点工作小组成立， 他担任组长。 短短46天
里， 他主持召开了4次市委常委会议和4次
工作小组会议，一直靠前指挥，亲自部署、
调度。他说，当“施工队长”，要亲力亲为，不
能做“甩手掌柜”。监委组建涉及职能调整、
编制划转、人员转隶等，这些关键环节一个
也不能落下。此外，作为市委一把手，还必
须拍板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在人力、财

力、物力上为改革提供坚实保障。
“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不是简单的职

能调整、编制划转、人员转隶，关键是要做
好合编合心合力的深度融合文章。 只有握
指成拳、聚拢力量，才能在反腐败斗争中取
得‘1+1＞2’的效果。”周德睿谈到，推动“两
个融合”非常重要。一是要在工作上深度融
合。市监委组建后，工作职能、工作方法、职
责分工发生了较大变化， 纪检监察机关的
干部与转隶人员都要与时俱进， 扎实推进
各项工作流程磨合。 二是要在感情上深度
融合。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只有感情
上做到了“1+1＝1”， 工作上才能做到
“1+1＞2”，形成合力。

“大凡改革， 势必会触动部分人的利
益。要确保思想不乱、队伍不散、工作不断，
就必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周德睿说，思
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最大特色、 最大优
势，是党的全部工作的生命线。在改革中，
他带头做深做细做实思想政治工作， 经常
性开展谈心谈话， 及时帮助转隶干部解决
工作与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让转隶干部感
觉有领导、有依靠，增强“家”的归属感，最
终形成心齐、气顺、劲足的良好氛围。无论
是市纪委的干部，还是转隶干部，都以“清
零”的心态和“再出发”的精神，以市监委的
正式组建为新起点， 迅速全身心投入到新
的工作当中。

扛起首责主责，当好“施工队长”
———访常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德睿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张斌

通讯员 万检新 曾燚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 元旦节， 常德市监察委员会正式挂
牌， 成为我省首个挂牌成立的市级监察委员
会。1月2日，湖南日报记者采访了该市市委常
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罗翠林。

“作为‘施工队’，我们靠心灵手巧，用严
细深实的工匠精神紧锣密鼓、 有条不紊地推
动改革试点施工。” 一见到记者，“施工队员”
罗翠林就开门见山。

严，就是严格对标，吃透中央精神。罗翠
林表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
在全国推开， 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
部署， 抓好改革试点工作就是用实际行动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常德市纪委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切实负起专责，精准对标，不
仅严格按照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要求施工，还
对其管辖的9个县（市）区的实施细则先后进
行了4次会审，逐一把关，确保层层贯彻落实
中央决策部署不走样、不跑偏。

细，就是精细施工，用足“绣花”功夫。罗
翠林认为，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 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用足“绣花”功夫，紧
紧抓住转隶、组建、挂牌等关键环节，将各项
工作任务落细落小落实。 常德市深化监察体
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及各专项组倒排工期，
挂图施工，根据实施方案确定的改革进度，及
时制定了主要工作任务流程等任务书， 明确
了责任分工，坚持每周一调度、每周一小结，
确保各项工作蹄疾步稳、有序推进。

深，就是深入人心，做好思想工作。谈到
思想政治工作， 罗翠林深有感触，“思想政治
工作，既是政治工作，又是思想工作，既要旗
帜鲜明讲政治， 又要深入人心讲情理。”2017
年11月10日，到常德履新的第三天，罗翠林就

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余湘文沟通了解转隶
人员情况。11月30日晚10点多，罗翠林从当天
下午开始的县市区纪委书记座谈会现场赶到
办公室，找市检察院一名涉改干部谈话，继续
做思想工作。

“我不仅自己带头做思想工作，也要求我
们的班子成员和检察院的领导给同志们做好
思想工作， 既要做好纪委机关干部的思想工
作，又要做好转隶干部的思想工作，还要做好
不能或不宜转隶干部的思想工作。”罗翠林介
绍，常德市纪委先后制定了4个关于谈心谈话
的专门方案， 以集体谈心谈话和个别谈心谈
话两种方式， 对市检察院和市纪委两个涉改
主体单位干部开展两轮谈心谈话， 共计80余
人次。

实，就是务求实效，持续深化“三转”。
“我们按照中央纪委的要求， 利用市纪委、
市监委合署办公的契机， 进一步深化‘三
转’，将工作力量向主责主业聚焦。”罗翠林
表示，市纪委、市监委合署办公，不仅仅是
机构人员的整合， 更是职能职责的整合和
优化，将继续保持正风反腐的高压态势，按
照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
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
“三个坚持”的要求，充分运用各种监察措
施，认真履行监察职责，坚决查办违背党的
政治路线、 破坏党内政治生态以及在贯彻
脱贫攻坚、 环境保护等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中工作不实、失职渎职的问题，确保政令畅
通；坚决查办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
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 进一步培实
干部作风；坚决查办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
索反映集中且群众反映强烈、 现在重要岗
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 进一
步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坚决查办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特别是向扶贫项目和资金伸手的腐败行
为，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甘艳

1月2日，元旦节后上班第一天，在长沙市
纪委，纪检监察干部迎来了一批新“战友”。

一大早， 刚从长沙市检察院转隶而来的
59名纪检监察新“战友”迅速进入角色，马不
停蹄撸起袖子“开工”。

几天前的2017年12月30日， 长沙市刚刚
完成转隶工作， 市纪委所有纪检监察干部便
早早地来到办公室，怀着喜悦心情，迎接59名
从市检察院转隶过来的新“战友”。

进一家门，成一家人，转隶干部们热情高
涨。这几日，虽然中间隔了个小长假，但面对
即将挂牌的监察委员会和新岗位， 大家个个
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竞相学习“充电”。

节后上班第一天， 调研法规室组织第一
次室务会，侯小贝就在会上认真地做着记录。
第五纪检监察室的方国强和谭杰一进门，便

拿出《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
作规则(试行)》认真学习起来。第九纪检监察
室梁伦和冯毅， 早上一来就和室里的同志一
起核查相关线索材料、讨论案情。

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犹如修筑保护风
清气正政治生态的“万里长城”。从“检察”到“监
察”，是反腐败力量的重新整合，是反腐战线开
辟的一个新“战场”。转隶干部们纷纷表示，作为
一名纪检监察“新兵”，转变角色的同时更要不
忘初心，积极投身改革大潮，肩负使命担当，为
反腐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在这伟大的历史时刻， 能够成为奠基
‘万里长城’的一砖或一沙，我深感荣幸，倍感
自豪。”转隶干部钟建平十分感慨。转隶干部
谢明表示，自己虽然身份变了，但反腐情怀没
有变，虽然工作岗位变了，但反腐的使命和初
心没有变，虽然工作环境变了，但责任和担当
没有变。

�节后上班第一天———

纪检监察新“战友”马不停蹄“开工”

通讯员 沈祥谋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我第一次来办理业务，只找了一个工作
人员，他讲解得特别详细，需要什么资料、什
么时间做都很清楚。第一次来，我就觉得自己
都已经变成业务通了。”

元旦节期间， 谈起自己首次来到浏阳市
官桥镇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低保业务的经历，
官桥镇一江村潘爹爹对帮（代）办服务伸出拇
指：“真省了不少事儿！”

走进官桥镇政务服务大厅， 宽敞的服务
大厅内打扫得干净透亮、一尘不染，群众井然
有序地分布在各窗口办理业务。

该镇有关负责人介绍，所谓帮（代）办服
务就是指力争实现“只进一个门、 只找一个
人、只需一趟事办成”，也就是官桥镇深化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积极开展“最多跑一次”的
一次探索。

据了解，官桥镇帮（代）办服务的对象为
自愿申请帮（代）办属于该镇辖区内行政审批
服务事项的个人和企业。 重点服务镇域内残
疾人、优抚人员、低保人员和招商引资项目、
重点建设项目、重点企业。

自2017年5月份全镇深化改革攻坚战打
响以来，按照“最多跑一次”即可办成事的目
标，对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企业投资落户和
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各类行政审批服务事项
进行全面梳理，确定了可实现“最多跑一次”
事项27项、“零上门”事项14项。

记者看到，对照事项清单，该镇在镇政务
服务大厅设立“帮（代）办服务窗口”，安排专人
值班负责帮（代）办服务；村（社区）则建起代办
员制度，在政务服务站设立“代办服务点”，工
作日由代办员轮流值守坐班，并实行“AB角”
替代轮岗模式，推行“一人受理、内部流转、实
时跟踪、全程负责”。同时，充分利用“印象官
桥”微信公众平台、阳光三农网等网络媒体，
上线“最多跑一次”政务服务，让群众享受更方
便、更快捷、更优质的服务。

2017年上半年，官桥镇累计开展帮（代）办
服务2831件，大大减少了企业和群众的交通成
本和时间成本，真正让企业和个人“少跑路、多
省钱”，这也让来办业务的村民“心花怒放”。

“以前跑几次才能办好的事，如今只要把
资料交给工作人员就坐等结果了，这样的‘一
条龙’服务太方便了。”这不，最近办理完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业务的尹山林也附和着说。

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官桥镇政务
服务大厅工作人员办事效率提高了， 群众满
意度越来越高了， 一江村达庄组的何术林还
送来对联赞美：“政府公开窗口似春风雨露，民
心凝聚党委如瑞气阳光”。

“‘跑得好’，更要‘跑得远’。”该镇有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阶段，官桥镇将深化探索
梳理“最多跑一次”的行政审批事项，加快
“互联网+政务”“互联网+监督” 建设速度，
加快推进“零上门、一条龙”，使数据交换与
信息共享更加顺畅和对等，推动“最多跑一
次”改革迈上新台阶。

“最多跑一次”赢群众点赞
———浏阳官桥“跑”出服务“加速度”飞来艳福？ 传销陷阱！

警方救出因网恋被困传销窝点青年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禹亚钢 ）看似甜蜜的网恋，很有可能
是精心设计的传销陷阱。2017年12月30日
上午，湖南省公安厅的官方微博@湖南公安
在线 收到一条微博求救私信，甘肃陇南籍
青年王某某称被困在传销窝点请求解救。
随即一场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解救行动展
开。当日23时许，王某某被长沙县公安局星
沙派出所成功解救， 并现场抓获涉嫌传销
人员3名。

据悉， 王某某是2017年11月中旬
被郭某丽（四川广元人）以恋爱为名骗
至长沙县某小区的传销窝点。 一个月
后被转移至另一小区。

2017年12月30日上午9时50分
许，王某某趁看守人员不备，通过微博
向@湖南公安在线发出求救私信，值
班编辑发现后立即与其进行交流，摸
清了传销窝点位置。18时40分许，@湖
南公安在线负责人与长沙县公安局取得
联系，将线上交流掌握的情况转交。

长沙县公安局星沙派出所随即开始进
行查找行动。当日23时许，民警在长沙县星
沙某小区6楼一出租房将已被困传销窝点1
个半月的王某某与另一名才被骗到传销窝
点的刘某某成功解救， 并现场抓获涉嫌传
销人员郭某丽、梁某佳、黄某杨等3人。

目前，郭某丽、梁某佳、黄某杨等3人已

被刑事拘留，后续侦
办工作正在进行中。警方提醒，传销组织多
以“网恋”与“找工作”为诱饵，诱骗群众进
入传销窝点， 而后进行控制洗脑或强行逼

迫加入传销组织。遇到此类情形，务必仔细
核查真伪，切勿轻信。

漫画/张杨

便民微型消防站亮相社区
1月2日，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登仁桥社区，社区志愿者在清洁微型消防站。当天，该街道完成辖区38处街巷口微型消防站的设置。

这些微型消防站配备有灭火器、水枪、水带、消防头盔、灭火防护服、防护靴、破拆工具等器材，若突遇火情等紧急情况，人们可迅速敲烂玻璃
拿取消防器材投入灭火救援。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政治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2017年 ， 长沙市总投资逾 1.7亿元对

276.28公里农村公路进行提质改造，农村路网
不断完善，带动旅游、现代农业等乡镇产业快
速发展。其中，长沙县于2016年被评为全国第
一批“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2014年3月和2017年12月， 习近平总书记

两次对“四好农村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我省
交通运输系统紧紧围绕“建好、管好、护好、运营
好”农村公路的总目标，深化农村公路管养体制
改革，不断提高农村公路管养水平，将“四好农
村路”建设与脱贫攻坚战略紧密结合，支持全省
51个贫困县实施815公里“特色致富路”，解决旅
游公路“最后一公里”，服务农村旅游产业扶贫。

�荨荨（紧接1版①）工业30条、人才新政22条、
科技创新“1+4”、开放型经济“2+4”等政策

叠加实施、 落地见效， 汇聚蓬勃动
力。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获批，黄花
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 首条定期国
际全货机航线开通； 老挝总领事馆
设立，实现全省领事机构零突破。全
市新增上市企业12家，累计达66家，
占全省75.59%，A股上市企业数量
和市值均居中部首位。同时，68个省
定贫困村全部出列，6.4万贫困人口
全部达到脱贫标准， 在全省率先建
成全面小康社会。

站在“万亿俱乐部”新起点，长沙市今年
将着力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三大变革”， 加快建设国家智能制造中心、
国家创新创意中心、 国家交通物流中心3个
国家级中心。通过突出抓好做大做强实体经
济、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各项改
革、建设创新开放高地、增强群众获得感、建
设战略平台和重大基础设施、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发展现代服务业、打造美丽长沙、发展
社会事业、 加强政府建设等10个方面的工
作，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比2017年均增长8.5%， 实现全面建设现
代化长沙的良好开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