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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近3年间，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受到党纪
处理的干部、党员有29人，政务处理的有2人。

如何让“跌倒者”重新出发，是摆在暮云街
道党工委、纪工委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近日，记者从该街道了解到，他们对被处理
的党员干部坚持定期走访、谈话交心，建立“一
人一册”案卷管理制度，取得了良好效果。

“如果我们只是‘一处了之’、置之不理、不
闻不问，甚至另眼相看，那就违背了纪律处分的
目的，也违背了我党历来坚持的‘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的原则，对党不利，对单位的事业发展
不利，对党员干部的成长更不利。”该街道办事
处纪工委有关负责人说。

定期回访，点对点送关心，为受
处分党员“复诊”

“真的，处分下来后，我一直有心理负担，担
心领导及同事对我有看法。 好在纪委同志悉心
开导， 让我消除了顾虑， 让我从沮丧中走了出
来。”这是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的党员周某，对进
行回访的暮云街道纪工委干部说的话。

“对受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回访很有必要，也
很重要。组织离不开个体，个体也离不开组织。当
个体犯错的时候，组织会依纪依规施以惩罚；当个
体迷茫消沉时，组织也要及时关怀帮助，让他们既
能认识到错误，又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暮云

街道纪工委书记罗敏德对此深有体会，“开展回访
活动就是体现组织关怀的具体举措。”

暮云街道纪工委把开展回访工作作为纪律
检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纳入纪律审查全过
程管理， 坚持受处分人员不充分认识错误不放
过、 不深刻反思不放过、 不恢复工作热情不放
过， 并在机制和流程上不断规范和创新回访工
作方法与形式，提升回访工作效果，有效发挥纪
律处分“治病救人”的作用。

谈话交心， 面对面谈话卸 “包
袱”，为受处分党员“鼓劲”

为鼓励受处分人员放下思想“包袱”，端正
思想认识，今年来，暮云街道纪工委坚持严管与
厚爱结合，对照党纪条规，对违纪党员开展“一
对一”“面对面”谈话交心，鼓励他们正确对待纪
律处分和组织处理，积极改正错误，以良好的精
神面貌干事创业。 同时， 认真记录谈话交心情
况，填写《谈心谈话记录表》，及时分析反馈信
息，总结经验，加强和改进谈话交心制度，进一
步增强审理案件的综合效果。

“是组织对我的再教育让我深刻认识到了
问题的根源，也让我能够卸下包袱，重新开始。”
曾受党内记大过处分的党员王某， 在接受暮云
街道纪工委的谈心后表示，“今后我一定牢记党
员身份，努力工作，让组织放心、做好表率。”

罗敏德表示：“问责是手段不是目的， 要坚
持严管和厚爱结合、 激励和约束并重， 及时跟

踪、回访，通过谈话交心，使其放下包袱，重整行
装再出发，达到纪律处分的目的。”

重拾信心， 实打实激励提升干
劲，让受处分党员“重生”

今年40多岁的汤某是暮云新村一名党员，
因醉酒开车肇事，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暮云街道纪工委没有因为汤某被开除党
籍，不是党员了，也不是监察对象了，就不闻不
问，而是主动找汤某谈心谈话3次，为他从思想
上“松松绑”、在工作上“支支招”。

目前，汤某深刻认识到自己违纪的严重性，
已从消极低迷状态中走出来， 信心满满地工作
和生活。如今，暮云街道纪工委已对31名受到党
纪政纪处分的人员进行回访教育， 实打实的激
励，让受处分人员消除思想顾虑，放下“包袱”，
重振精神、重拾信心。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纪律处分工作应
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处理违纪党员、 干部的目
的，是为了帮助他、挽救他，而不是要毁掉他、放
弃他。定期对受处分人员跟踪‘复诊’，开展回访
工作，与受处分人员‘面对面’ 谈心、听取所在
单位或部门领导意见， 客观全面地掌握他们对
所犯错误的认识、反思及整改情况，及时传递党
组织的关怀，可以帮助受处分人员找准思想‘病
根’、消除抵触情绪、清除思想顾虑，唤醒其对组
织的信任、对党的忠诚，重燃工作斗志，继续为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罗敏德说。

� � � �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何
淼玲 通讯员 曾妍 ）最近，省高级人
民法院向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开展全省法院第二次涉农民
工工资案件审判执行专项活动暨涉
农维权活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决
定从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31
日开展全省法院第二次涉农民工工
资案件审判执行专项活动暨涉农维
权活动。

此次活动主要有如下目标：2019
年1月31日以前受理的案件结案率达到
90%；2019年1月1日以后新收案件结案
率达到85%以上，未审结的案件春节前
要妥善处理；已经审结进入执行程序的
案件执结率达到90%以上，未执结的案
件春节前要妥善处理。

省高院成立了涉农民工工资案件
指导小组，党组书记、院长田立文任组

长。通知要求，要畅通涉农民工工资案
件诉讼“绿色通道”。原则上当日立案并
移送审判组织；视情况引导农民工及其
家属进行诉前调解、快速维权；对农民
工提出的缓、减、免交诉讼费申请，符合
法定条件的， 要积极为其办理相关手
续，畅通涉农民工工资案件法律援助申
请渠道，依法及时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服
务和法律援助，切实防止当事人“因案
致贫”“因案返贫”。

通知要求，要通过优先审判、繁简
分流、难案精办、简案快办等加快审判
进度， 为农民工提供高效便捷的诉讼
服务。要积极推行巡回审判，到工地、
厂矿、社区、农村现场开庭，就地办案，
方便农民工诉讼。要穷尽执行措施，让
胜诉农民工及时实现权益。 要加大惩
戒力度，严惩规避、抗拒人民法院执行
的行为。

� � � �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梁尔兵）10月19日， 涟源市启
动实施法治服务乡村振兴工程，将法治
服务融入精准脱贫、扫黑除恶、基层管
理等工作中， 构建市乡村三级服务体
系，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涟源把乡村治理纳入法
治轨道，全力推进“平安乡村”建设。
以148个贫困村为重点， 通过开展消
防安全宣传、留守儿童保护、送法下
乡、司法调解等工作，构建普惠型法
律服务体系； 以安置帮教为重点，采
取扶志、扶技 、扶资等措施，构建政
府、监狱、乡村、家庭、社会齐发力、全
覆盖的帮教格局，让贫困帮教对象走
向新生； 建立健全司法救助制度，对

乡村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残疾人
等开展精准法律援助；搭建联村联户
法律服务平台，推动乡村形成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
盾靠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同时， 涟源强力推进法治服务改
革，在43个城乡社区和中心村推行“网
格化管理+群众工作+社区警务工作”
模式，实现社区管理、法律服务、矛盾化
解等工作全面融合；推行“一村一治安
队”建设，形成以派出所联乡民警为主
体、以驻村协警和村治安队员为主力的
现代乡村警务机制， 全市呈现刑事破
案、破现行案件、刑拘、逮捕、起诉“五上
升”和刑事、治安、交通、消防、求助类警
情“五下降”。

� � � �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李勇 李付红）“我犯了严重
错误，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人民，也对不
起父母的教诲……”10月18日，永兴县
人民法院审判庭上，被告人永兴县金银
局原副局长曹某某眼含泪花， 追悔不
已；庭审现场，旁听人员无不动容，陷入
深思。 永兴县有针对性安排职务相近、
工作环境相似的党员领导干部旁听职
务犯罪庭审，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引起
强烈震撼。

同日， 县委党校科干班60多名学员
正在仔细聆听一堂特殊的廉政党课，该
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袁章中，正在为
他们解读新修订的党纪处分条例。“有条
文、有释义、有案例，图文并茂，听课之后
我们理解更深了，纪律戒尺更明了。 ”党

课结束后，一名科干班学员如是说。
今年以来，永兴县纪委监委在保持

纪律审查高压态势的同时，秉持“惩前
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通过廉政谈
话、案件剖析、宣布处分决定、编印传阅
忏悔录、 摄制并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
参观廉政警示教育基地、通报曝光等多
种方式开展警示教育，做到警示教育全
覆盖， 扎实做好执纪监督“后半篇文
章”。 使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引以为戒，真正受警醒、明底线、知敬
畏。

今年来，该县开展专项警示教育活
动6次，闭卷廉政测试4次，近5万人次接
受黄克诚廉政文化教育，到单位开展案
例剖析警示活动10多次，反腐防线进一
步筑牢。

农民工有福了———

全省法院将开展专项维权活动

涟源法治服务促乡村振兴

永兴警示教育触及灵魂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对受处分人员跟踪“复诊”———

让“跌倒者”重新出发

拓展载体 倡廉兴廉
10月24日，嘉禾县税务局党员干部在廉政文化长廊参观学习。今年，该县推进廉政文化阵地建设，打造了廉

政主题公园、法治广场游园和单位庭院廉政文化长廊等，将廉政文化融入党员干部工作生活之中，构建了多元化
廉政宣传教育格局，营造了全社会倡廉兴廉的良好氛围。 黄春涛 王姬华 摄影报道

回访帮扶，让受处分
党员走出“低谷”

通讯员 龚道沿 刘猛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途经龙池堰的3.5公里长的沅澧快速干线
拓宽提质，多亏李启金多次协调……”

金秋十月， 走进临澧县合口镇龙池堰社区，该
镇纪委副书记蒋祖民说：“李启金受处分后， 不灰
心，不歇气，仍撸起袖子加油干，获得大家好评。”

2017年2月，龙池堰社区党支部委员李启金
允许嫁出去的大女儿回娘家为孩子置办“满月
酒”，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当时，李启金想不
通。镇纪委书记上门进行回访教育，鼓励他放下
包袱，用优异成绩重新展现自我。经过3次回访，
李启金终于打开心结，卸下思想包袱。为把农业
专业合作社做大做强，他四处筹资协调，使土地
流转面积由300多亩扩大到1500多亩，农机具由
5台增加到20多台。

为帮助受处分农村党员走出“低谷”，该县纪
委监委敞开组织温暖的怀抱，采取“听本人想法，
访思想动态，比心态；听支部意见，访现实表现，
比状态；听群众反映，访工作实绩，比贡献”的方
法，用关爱、容忍、激励的态度对待每位违纪党
员，催生奋发有为的原动力。

近年来， 该县回访的86名受过处分农村党
员，有28人成为美丽乡村“带头人”，12人成为农
村经济合作组织“领头雁”，8人成为招商引资标
兵，25人成为脱贫攻坚先锋和科技致富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