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铁军，才能执铁纪。如果自己不能做到
自身硬， 如何为全党全社会树起严格自律的
标杆？

讲政治是加强自身建设的“魂”。
张家界市纪委监委系统将党支部作为队

伍建设的主阵地，通过不断完善学习制度，通
过专题辅导、集中学习、讨论交流、参观学习、
个人自学、互帮互学等形式，不断提高政治站
位和政治觉悟， 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忠诚卫
士。 同时，通过学思践悟，明确一个时期工作
的指导思想、重点任务、方法举措，增强纪律
监察工作的政治性、全局性、实践性、有效性。

政治上坚定，思想上自觉，行动上就能有
力担当。半年来，无论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严纠“四风”，还是扫黑除恶破网打伞、精
准扶贫监督执纪问责， 各级纪委干部都挺纪
在前，令行禁止，在思想上行动上高度自觉地
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有力维护了党章党规党
纪的严肃性。

谋远固本才能强基石， 砥砺淬炼才能铸
铁军。

有了政治站位的“魂”，更要有专业素质
的“骨”。不论是提高“纪在法前、纪言纪语”运
用能力，还是把握运用“四种形态”，都对纪检

监察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临新形势新任
务，唯有不断学习进步。

拉开市纪委监委机关干部林玲的抽屉，
里面都是满满的培训与学习笔记。 其中，6月
中旬举办的实战业务培训班上，5 天的课程，
她认认真真做了一大本笔记， 重要部分还用
了横线特别划记。

今年以来，张家界市纪委监委拓宽视野，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并根据干部来源、知识结
构以及工作经历的差异， 分门别类， 对症下
药， 采取多种方式对干部进行系统的业务培
训与能力锻炼。上半年，张家界市纪委监委突
出实战练兵，调动协调各种培训资源，举办各
类业务培训 18批次，参训人员达 1786 人次，
极大地提升了干部的整体素质。

“铁军”要用“铁纪”管，“铁军”必须“铁
腕”治。

纪检监察机关不是天然的“保险箱”，纪
检监察干部也不具有天生的免疫力。 张家界
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刀刃向内”，及时发现、坚
决清除“害群之马”，严防“灯下黑”。 1 至 6
月， 全市纪检机关共受理纪检监察干部有关
问题举报 29 件，立案 3 件，给予纪律处分 2
人。

天门山下 “廉” 花正艳
———全面从严治党的张家界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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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疾劲处，日夜柳条新。
从狠抓“两个责任”落实，到强力正风肃

纪；从保持高压态势、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胜利，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从改革创新，到打造反腐铁军……

回望 2019 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勇
立潮头的张家界，有敢为人先的探索，除恶
务尽的惩处，也有刀刃向内的勇气，人民群
众对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期盼
正逐步变为现实。

“敬‘天’畏‘地’，方为真正公仆。 ”张家
界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虢正贵表
示，今年以来，张家界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的决心和毅力，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 让党员干部知党纪国法的 “天”之
高，知人民群众的“地”之厚，政治纪律已真
正成为廉洁从政的刚性约束。

“某单位干部存在公车私用的问题。”今年
4月，张家界市纪委监委收到问题线索。 随即，
办案人员来到这个单位核查。 对方回复，线索
不实。

“盯”着问题不放松。 核查不畅，办案人员
通过公安调取监控录像， 并进行走访调查，最
终确定公车私用情况属实。该名干部由此受到
了相应处分， 涉事单位领导也被责成深刻检
讨，被要求压实整治“微腐败”主体责任。

不因“事小”而不追，这份“较真”，让全市
干部感受到监督抓早抓小的力度。

“监督，必须奔着问题去。 ”张家界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袁美南表示，监督
的根本目的，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抓早抓
小、防微杜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督促干部
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最大
限度防止干部出问题。

上半年，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共开展
提醒谈话 7403 人次， 及时处置各类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增强了日常教育、监督和管理的
实效，防止“小病”拖成“大病”。同时，对如实说
明问题且所反映问题不实的， 予以采信并了
结，为实干者撑腰、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
责，推动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上工治未病。
如何破解监督难题，让监督更加有力？ 张

家界市纪委监委从监督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
入手，对症下药，不断创新监督的方式方法。

今年来，张家界市创新推进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提醒卡、市管干部“八小时以外”
监督、地方和部门政治生态档案动态管理“三
项机制”，着力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
关键事、管在关键时，进一步做实做细日常监
督，形成“三位一体”权力监督全覆盖格局，营
造出“清廉张家界”优良政治生态。

截至目前， 全市已向 443 名领导干部发
送了主体责任提醒卡， 共发送提醒信息 2635
条，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工作不力的
领导干部提醒谈话 28 人次， 诫勉谈话 12 人
次，处分 6人次。

同时，通过政治生态档案动态管理系统为
全市 1072 名在职市管干部、223 名纪检监察
干部和 98 家副处级以上单位建立了政治生
态档案，对 34 批次 228 家单位及 653 人在选
拔任用、 评先评优等方面进行了廉政审查，其
中对 12家单位、14人提出了否决意见。

违纪必究、执纪必严。
在对“四种形态”的实践中，张家界市各级

纪检机关把从严的标准、要求和措施运用到监
督执纪问责中， 着力使纪律和规矩真正立起
来、严起来、执行到位，挺在前面。今年来，全市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682 人次 ， 分别占比 70.8% 、19.8% 、3.2% 、
6.2%，结构更加趋于合理。

反腐败从不是一阵风， 也决不会缓一
缓。

聚焦“关键少数”“重点岗位”，紧盯党的
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十九大后仍不知止
的行为，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廖祖健，慈利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钟
佳君等人应声落马；

在零容忍遏制增量的前提下，对腐败存
量分阶段逐步消化，市人民检察院原党组副
书记、副检察长黎跃，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张南书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被查处；

坚持系统办案思维， 坚持深挖细查，国
有企业经营、司法、水利等领域的腐败窝案
串案被牵出，极大地震慑了腐败分子气焰。

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重遏制、强高压、
长震慑， 张家界纪委监委以雷霆之势“打虎”
“拍蝇”，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利剑高
悬震慑常在。1至 6月，张家界市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立案 385件，涉及县处级干部 15件。

在保持反腐败斗争的高压态势， 同时，
坚持一体推进“三不”机制：既重拳出击、正
风肃纪让人不敢腐，又完善制度、健全法治
让人不能腐，还加强思想教育、涵养政治生
态让人不想腐，实现惩中治、治中惩，惩治同
向、同步、同进。

查处一案，警醒一片，震慑一方。
今年 2 月，在市纪委全会会前，全市各

单位主要负责人集体观看了该市第一部警

示教育片《背叛的代价》。 片中一个个昔日熟
悉的同事，因为违纪违法成为今日身陷囹圄
的反面典型，让人扼腕叹息，极大地警醒了
全场观众，也给尚未“浮出水面”的违纪违法
对象予以当头棒喝。

既办大案，也管小案。 民生领域的腐败
和作风问题，同样是张家界纪委监委的整治
重点，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
身边———

在扶贫领域，全市发现问题 660 件，受
理举报 412 件，立案 236 件，结案 135 件，
查处 261 人追缴违纪资金 962.73 万元，退
还群众资金 369.976 万元； 在扫黑除恶专
项行动中，受理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
问题线索 220 件，立案 25 件，其中查处“保
护伞”案件 12 件，摸排查找出“村霸”线索
5 人……

同时，着力推进信访问题解决，受理信访
举报 656件次， 比 2018年同期减少 235 件
次，同比下降 26.37%。并扎实推进不实举报澄
清正名工作，为 30名党员干部澄清正名。

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
“老虎露头就打，苍蝇乱飞就拍。 ”袁美

南说，张家界坚持要把人民拥不拥护、赞不
赞成、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作为衡量反腐败
斗争工作成败的根本标准，对于腐败现象坚
决打、坚持打、打到底，以维护群众利益的实
效取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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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提醒卡。

村民拿到曾被侵吞的公益林款，笑得合不拢嘴。

锻造铁军 队伍建设“硬”字着力锻造铁军 队伍建设“硬”字着力

高压反腐 案件处置“严”字当头高压反腐 案件处置“严”字当头

整肃党风 多重监督“全”字托底整肃党风 多重监督“全”字托底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张家界市纪委监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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