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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万检新

1月21日， 省十一届纪委三次全
会召开。全会精神传到各地，引起广
大党员干部强烈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要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立场
不动摇，咬定目标不放松，走好新时
代全面从严治党长征路。

筑牢政治灵魂
净化政治生态

不少党员干部们在学习中认为，
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净化党内
政治生态， 筑牢共产党人的政治灵
魂。

“抓住‘关键少数’的问题，对此
我感触比较深。 领导干部地位特殊，
承担特殊职责，如果管理不严，在政
治上廉洁上出问题，不仅损害党的形
象、影响党的事业发展，还容易形成
破坏政治生态的‘破窗效应’。”益阳
市委书记瞿海说。

去年来， 益阳坚持以问责倒逼
责任落实，开展“中梗阻”式腐败问
题专项整治， 对不作为、 乱作为和

“推拖卡拿” 等突出问题坚决亮剑，
打出了治理“组合拳”，效果也非常
好。“无论是经济工作， 还是全面从
严治党，要让任务落到实处、让蓝图
变成现实， 迫切需要各级党员干部

有一个好的作风，心无旁骛抓发展、
撸起袖子加油干。”他表示，益阳今
年将继续抓住作风建设的这个重
点， 在全市干部队伍中形成干事创
业的“大气候”。

“抓党的建设，抓正风肃纪、反
腐倡廉，就是抓党建的固本培元，就
是抓经济发展， 就是抓民生改善。”
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告诉记者，株
洲创新推出市县联动一体推进、县
市区全面异地交叉、 选择1至2个系
统市县对口同步、 派出后备干部参
与等方式方法， 较好地发挥了巡察
的利剑作用， 同时突出扶贫领域加
大监督执纪问责， 有效整治了发生
在群众身边的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
问题。新的一年，株洲将坚守政治立
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
优化党内政治生态，乘势而上，积极
作为， 展现株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的新气象。

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破立并举

在一些国企、 高校和基层单位，
党建工作仍存在淡化、虚化、边缘化
倾向，亟须破立并举、补齐短板。

“夺取反腐败压倒性胜利， 必须
破立并举。既要敢于坚决向党风廉政
薄弱环节、关键领域亮剑，又要坚决
织密制度的天罗地网，才能实现标本

兼治。” 湖南科技学院党委书记陈弘
介绍，过去一年，湖南科技学院紧盯
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 制定责任传
导、工作体制、监审内控等方面制度
机制20余项，并重点探索破解同级监
督， 学校精神风貌发生了根本性改
变。湖南科技学院纪委书记彭立威也
深有感触：“高校必须进一步在切实
有效加强对作为领导班子的‘关键少
数’，特别是党政‘一把手’的监督上
下功夫，才能真正从源头上解决高校
腐败问题。”

“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
建设作为‘根’和‘魂’。”兴湘投资控
股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杨国平认
为，对国有企业来说，当务之急就是
要在学深弄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上下功夫，用之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兴湘
投资控股集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谢
扶民表示：“全面从严治党，国有企业
没有例外。国有企业纪委既要紧盯选
人用人、资产处置、产业投资、大额资
金使用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
败问题，又要加强纪律建设，夯实治
本的基础。”

“打虎拍蝇”零容忍
持之以恒纠“四风”

洞庭湖畔的常德，全省首个市级
监委不久前在这里挂牌成立。

作为常德市纪委、监委“掌门
人” 罗翠林今年的新目标之一，是
既要夯实治本的基础 , 又要敢于用
治标的利器。她表示：“一方面坚持

‘老虎’露头就打，着力解决选人用
人、审批监管、资源开发、金融信贷
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
题。另一方面坚持‘苍蝇’乱飞也要
拍，把惩治基层腐败同扫黑除恶结
合起来。”

“打虎” 用重拳，“拍蝇” 零容
忍。临武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
监委主任戴纯明告诉记者 ， 将以

“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英雄气概和
“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精神，紧
盯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 扎实开展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
理， 把全面从严治党覆盖到“最后
一公里”。邵东县委常委、县纪委书
记、 县监委主任欧阳学表示， 要严
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
题，深化“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
项整治， 对胆敢向扶贫民生领域伸
手的决不手软。

惩恶扬善，还要持之以恒纠“四
风”。“违法乱纪的严肃查处、公开曝
光， 清正廉洁的公开表彰、 提拔重
用， 正反两面引导广大干部自觉崇
廉尚洁。”宁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张武表示，将持之以
恒地破立结合纠“四风”，让新风吹
散不正之风。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名片
殷沙漫，1994年生， 广东惠州

人， 吉首大学2017级硕士研究生，
已为公益行动坚守10余年，“中国
大学生自强之星”获得者。

故事
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各

高校团委承办的第十二届“芙蓉学
子·榜样力量” 优秀大学生评选活
动日前结束。吉首大学学生殷沙漫
以高分获得“芙蓉学子·公益行动
奖”。1月19日， 坐在记者对面的
她，说话语气平和，笑容却如暖阳
般灿烂。

“拿出一部分奖金， 作为这个
寒假开展公益活动的经费。” 殷沙
漫告诉记者，2月初，她将去4个乡
镇为山里的留守孩子拍全家福，并
给每个家庭送“福”字、送春联。殷
沙漫一直觉得，做公益的目的是以
小爱汇成大爱，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公益队伍，帮助更多的人。

患有低钾血症的殷沙漫，不顾
身体不适，做公益上了“瘾”。2007
年至2013年，在惠州读初中、高中
期间，她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志愿服

务，被评为惠州市“一星级”志
愿者。2013年9月， 进入吉

首大学读书不久，就
申请加入了“中国·
麦田计划” 公益组
织，并担任吉首大学
麦田计划志愿者协
会副会长。殷沙漫的
公益行动，感召并带
动全校1000多人参
与公益活动。令人欣
慰的是，社会上的爱
心组织也纷纷联系

她，有近300个贫困家庭孩子
通过她获得相应帮助。

她在走访乡村学校过程
中发现，乡村教师偏老龄化，

音乐、美术、体育课程缺失。殷沙漫
决定以泸溪县潭溪镇松柏潭小学、
吉首市白岩乡杨柳村小学为试点，
开展“知识新窗·第二课堂”，开设
音乐、美术、体育、心理健康课程，
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
点亮山里孩子的心灯！

在松柏潭小学的第一堂音乐
课上，她教52个学生唱《小小的梦
想》：“让所有的梦想和所有的愿
望，都插上蝴蝶的翅膀，走过一片
麦田，为你搭建一个美丽的天堂。”
刚开始，52个孩子抱着好玩的心
态上课，后来越来越认真。

大学4年里，殷沙漫共走访30
多个偏远的土家苗寨，调查了170
多个家庭。“上门走访，有利于转变
家长教育观念。” 殷沙漫说，“如今
的贫困地区并不缺乏物质援助，而
对孩子的精神呵护却极易忽视。”
她倡导的第二课堂，除了传授孩子
们艺体美知识，更多的是让孩子们
懂得，即使艰难逆境，依然要积极
向上。“殷老师，您什么时候再来给
我们上课？”2017年1月快放寒假
的时候， 孩子们围着殷沙漫追问，
此时此刻，她既欣慰又酸楚。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她选择报
考吉首大学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
生。“在自治州再呆上3年， 可以继
续推广第二课堂，让更多偏远乡村
学校的孩子们受益。”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于振
宇）有权就有责，用权就受监督。司法
体制改革后，检察官独立办案逐渐成
为常态，如何对检察官办案进行有效
监督成为了新课题。 针对这一问题，
日前，省检察院出台《关于加强对检
察官司法办案监督的规定（试行）》，
对监督检察官依法办案作出了详细
规定。

《规定》指出，检务监督部门依法
对正在办理案件的程序合法、规范进
行实时动态全面监督，包括：在全国

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办理案
件的信息填录、 网上操作是否合法、
规范；案件办理是否超期，变更办案
期限情况是否及时告知相关诉讼参
与人； 对涉案财物处置是否合法规
范；是否依法保障当事人等诉讼各方
各项诉讼权利； 是否违反职业操守；
对存在办案风险、重大涉检信访或可
能引发社会矛盾风险的案件是否进
行了司法风险评估；其他违反办案程
序的行为等7大类内容。

检察官承办的案件出现以下6种

情况的，将进行个案评查：被告人被
宣告无罪的； 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
确认发生冤假错案的；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逃跑或死亡、伤残的；引发重
大网络舆情或涉检上访的；其他违反
法律法规，可能涉嫌严重违纪或犯罪
的。

《规定》明确，检察长（分管副检
察长）对检察官独立作出决定的案件
进行审核或复核时，不同意检察官处
理意见的， 可以要求检察官复核，也
可以直接改变、撤销检察官的处理决

定。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对检察官
承办的案件进行审核后直接改变检
察官处理意见的，应当对改变部分承
担责任。检察官对检察长（分管副检
察长）明显违法的决定，不提出异议
而执行的， 应当承当相应的司法责
任。

省纪委驻省检察院纪检组组长邹
小俊说：“省检察院出台《规定》，目的
就是努力做到对检察官既充分授权，
又切实加强监督， 确保司法体制改革
后检察权在法治轨道上良性运转。”

走好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长征路
———十一届省纪委三次全会精神在全省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殷沙漫：

点亮山里孩子的心灯

检察官独立办案后怎么监督
省检察院出台《关于加强对检察官司法办案监督的规定（试行）》

殷沙漫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