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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彭苗

“同一台公车一天内加了两次油，每次加油
量还不少，同样的情况多次出现……”

“还有这8个人的介绍信，2个月内就收到了
7次， 办事日期只有2天， 接待餐却吃了39次
……”

这是今年来， 娄底市委开展专项巡察发现
的一系列问题。

近日，记者从娄底市委巡察办获悉，该市今
年充分发挥专项巡察“专、准、狠”的优势，先后
开展了环保领域、扶贫领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三项专项巡察，共发现问题1116个，移交
问题线索311条， 有力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
基层延伸。

“专”字为先，重在“点穴”
专项巡察要害在“专”，“点穴”要精准。
“哪里群众反映的问题突出，我们的‘侦察

兵’就派到哪里去。”娄底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徐勇告诉记者。

今年5月至7月，23支巡察小分队向群众反
映问题最多、最强烈的“三大领域”———脱贫攻
坚、 环境治理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的顽
症痼疾发起了专项巡察。

“打蛇打七寸”。扶贫领域，他们着重选取3
个扶贫工作重点县（市），剑指克扣强占、虚报冒
领等7大突出问题，揭露“蝇贪蚁腐”。环保领域，
重点巡察中央环保政策落实情况等4方面问
题，守护绿水青山。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专项
巡察，集中对32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开
展巡察，驰而不息正风肃纪。

“准”向发力，直击要害

“带着问题下去，有的放矢，不打无准备的
仗。”在专项巡察中，娄底专啃“硬骨头”，把突出
问题弄清楚、搞透彻。

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专项巡察中，
娄底特意在市本级选取“四大家”办公室和市委常
委担任“一把手”的单位及相关市直单位，各县市
区至少选取一个“四大家”办公室开展巡察。巡察
组坚持问题导向，大刀阔斧、知难而进，不怕得罪
人，敢立“军令状”，共发现问题244个。一大批涉嫌
私车公养、公款吃喝、虚假列支、违规发放津补贴
等隐形变异问题在巡察“探照灯”下一一现形。

为深入“前沿”，专项巡察组走进田间地头、
项目现场实地察看核实情，深入农家小院、矿山
河道走访群众听实话，从尘土飞扬的施工现场到
泥泞难行的田间小路，从污水横流的河道到灯光
昏黄的农家，都有他们的身影。同时，主动联系实
名举报人，点名约谈知情人，下沉一级深入调查，
核查大额资金往来等方式，把“线头”揪住、把“盖
子”揭开，把发现问题线索的方式从粗放方式中
解放出来，使问题线索精准化、优质化。

集中巡察期间， 仅扶贫领域专项巡察就实
地走访乡镇46个，贫困村139个，入户调查1081
户，个别谈话338人次，接待群众来访59人次，
受理信访162件，发现各类问题691个，移交问
题线索55条。 环保领域专项巡察实地查看513
处，接待来信来访107人次，累计谈话285人次，
移交问题线索12条。

严查“狠”打，形成震慑
巡察发现了问题，但更要用好成果，强化震

慑、不敢、知止氛围。

今年5月，娄底市委扶贫领域专项巡察组的
同志来到新化县游家镇皇海垅村， 在村里走访
时听到反映，该村在确定危房改造对象时，许多
村民代表未参与评议。

经深入了解，巡察组发现，该村存在涉嫌违
规确定危房改造对象、 私分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问题， 随即将这一问题线索移交新化县纪委快
查快结。

7月9日，新化县纪委监委给予原村主任安
永兵和文书杨孟秋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其他相
关责任人员均被严肃问责。

巡察组还未撤点，就有党员干部“落网”，引
起强烈反响。据统计，环保、扶贫领域两个专项
巡察，共边巡边移交问题线索32条，边巡边整
改项目185个，采取“第一种形态”处理党员干
部78人，班子集体约谈1起，党纪立案10起，给
予党政纪处分5人。

同时， 在专项巡察中， 还积极整合纪检监
察、财政、审计、扶贫、环保等多个职能部门的监
督力量开展巡察，形成立体监督网。

4月底， 该市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部分单位自查情况“零上
报”“零线索”“零问责”。巡察组对这些“三零”部
门开展细查，发现了一系列瞒报、漏报、迟报甚
至顶风违纪行为，并迅速将问题最突出的10家
单位的问题线索移交市纪委监委处理。

通过三个不同领域的巡察实践， 娄底市专
项巡察发挥了强大威力，彰显了“利剑”锋芒。

进入11月，娄底市委继续发挥优势，又成
立了3个专项巡察组，正对全市涉农、扶贫和民
生项目资金领域开展深入巡察。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谭圣林） 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
馆讲解员张江慧系“一家一”项目2015
级受助学生， 在项目资助下就读于县职
校旅游专业， 毕业后成为博物馆年龄最
小的讲解员。如今，她在为八方客人讲述
炎陵红色故事的同时， 也常常与人分享
生命中那些温暖的故事。

这样暖心的故事，在湖南“一家一”
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实施过程中，不
胜枚举。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湖南中华职
教社第五次社员代表会议上获悉， 通过
几年的工作实践，“一家一”助学就业·同
心温暖工程已经成为在全省乃至全国起
到示范作用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品牌项
目。截至目前，“一家一”助学就业·同心
温暖工程共吸引项目实施学校120所、
参与公益伙伴148家， 募集资金1.8亿余
元，资助学生4万余人,带动4万多个贫困
家庭加快脱贫。

近年来， 湖南中华职教社全力实施
温暖工程，不断拓展外延、深化内涵，努
力画大项目同心圆。 为拓展资金募集渠
道，湖南中华职教社通过制作专题片、发
动海外“朋友圈”、召开现场推进会、开发

众筹平台等方式，进一步巩固了党派上
下支持联动、党内党外同心齐动、海内
海外广泛发动、线上线下协调互动的工
作格局。

根据扶贫工作实际，“一家一” 助学
就业·同心温暖工程办班形式由学历教
育拓展到短期培训，对贫困农村家庭成
员开展短期技能培训。举办“一家一”助
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首期芙蓉月嫂
（育婴师）培训班，帮助47名培训学员顺
利结业并找到满意岗位。

湖南中华职教社还大力拓展资助
办班区域，把“一家一”项目纳入湖南统
一战线对口援疆和聚力脱贫攻坚行动
计划，在吐鲁番职业技术学院启动开办
3个湘吐同心班，资助吐鲁番市150名少
数民族贫困家庭学生完成学业，扩大湖
南援疆工作效能。

同时，湖南中华职教社持续实施温暖
工程常规项目。 依托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湖南信息学院等10个温暖工程培训基地，
积极开展各类温暖工程公益培训，5年来
共培训农民、 下岗工人等各类人员57461
人次。 结业学员90%以上找到了就业岗
位，有效促进了弱势群体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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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娄底市通过开展三个领域的专项巡察，共发现问题1116个，移交问题线索311条———

专项巡察彰显“利剑”锋芒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吴广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周正良 马小敏

“呜……”
“请迅速疏散隐蔽！”
12月13日10时20分，长岭炼化公司生产区

常减压装置区内， 一阵刺耳的防空警报突然响
起。大客车、救护车、消防车、心理疏导站纷纷就
位，120余名群众被有序转移到城市人防工事。

如此紧张场面， 并非突发事故， 而是“岳
防—2018” 重要经济目标防护演练活动现场。

省人防办、岳阳军分区、长岭炼化公司、巴陵石
化公司等单位专家60余人参与观摩。

随着演练信号响起，“演练开始” 命令随即
下达。预警报知和疏散隐蔽、伪装设障和引偏诱
爆、对空抗击和消除空隙后果3大行动依次紧张
展开。

“立即设置空飘雷，拦阻敌低空飞行兵器！”
长炼指挥员发出指令， 各伪装分队利用激光干
扰器等高新装备对敌电磁波、激光、红外进行有
效干扰，并发射空飘雷，通过无线电近炸引信装
置摧毁敌飞行兵器。40分钟的演练过程紧凑有

序、内容完整，参演队员精神饱满、行动迅速、操
作到位。

此次演练是岳阳近年来规模最大、 参与单
位最多的一次，选择的地点也有代表性。岳阳市
人防办负责人说， 参与这次演练的有岳阳军分
区、市人防办、云溪区人防办、长岭炼化公司等
400余人，其中技术保障人员180人，动用各型
特种车辆20余台、各类装备100余台（套）。

“今天是国家公祭日，以开展实兵演练方式
祭奠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万生灵，既提醒
我们勿忘国耻， 更让人们了解加强重要经济目
标防护的重要性。” 岳阳市人防办负责人说，岳
阳市作为今年全省重要经济目标防护试点城
市，将完善指挥信息系统，加快建设人防隐蔽工
程，提升人防能力水平，为全省重要经济目标防
护建设提供借鉴参考。

和平时期，不忘森严壁垒
———“岳防—2018”重要经济目标防护演练活动侧记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一家一”温暖4万多贫困家庭

湖南中华职教社打造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品牌

12月14日，长沙市天心区文源街道状元坡社区，党员与社区居民一起绣莲倡廉。
当天，该社区开展“用廉政文化滋养心田”党员群众廉政宣传活动，通过绣莲花、品读
廉政名言和讲述廉政故事等形式，提高全民廉政意识。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刘清军 摄影报道

�用廉政文化滋养心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