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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宁 奎 向建华

伟大时代，共筑海晏河清；出彩事
业，激扬风清气正。

做实做细日常监督，驰而不息纠治
“四风”，铁腕手段惩治腐败，全面推进
从严治党，持续净化政治生态……

“既要打好攻坚战，又要打好持久
战，不断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胜利。”张家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虢正贵在去年年初召开的张家界
市七届纪委四次全会开幕式上强调。

2019 年，张家界市纪委监委在市
委和上级纪委监委的正确领导下，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为加
快张家界国内外知名旅游胜地建设提
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

做实首责——
监督质效不断提升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
态”处理 1661 人次，其中第一、二种形
态占比90%，结构更加合理。

上医治未病。2019 年以来，全市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监督职责摆在首
位，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
并重，通过批评教育、谈话函询、诫勉谈
话等方式，及时教育帮助党员干部，使
其悬崖勒马、迷途知返。

进入新时代，张家界市深化纪律监
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和巡察监督“四
位一体”监督格局，着力推进政治监督
具体化常态化，在发现问题上下真功
夫，在处置问题上精准发力，推动党委
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使铁的纪律真

正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
遵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永定区鑫成君泰小区是张家界市
城区的商住楼盘之一，物业费收缴一度
成为难题，矛盾纠纷不断，管理混乱。
在市区联合整治过程中，通过全面摸
排，220 名党员到小区党支部报到；纪
检监察机关主动介入，加强对党员干部

“八小时以外”的监督，按照管理权限和
不同情形分类对小区党员干部开展约
谈，要求在日常生活中遵纪守法，发挥
好带头作用。半年前，鑫成君泰小区实
现了“华丽转身”，成为张家界城市居民
小区综合治理的范本。

为进一步落实落细监督职责，张家
界创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提
醒卡制度、市管干部“八小时以外”监督
办法、地方和部门政治生态档案动态管
理系统“三项机制”，做到日常监督制度
化、常态化、系统化，构建全过程、全方
位、全覆盖的立体式监督闭环体系，监
督质效不断提升。

去年，张家界市纪委监委发出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提醒事项 7131
条，对落实主体责任不力的领导干部
追责 46 人次；明确规定市管干部“八
小时以外”不可实施、参与的 15 种行
为；为全市 98 家副处级以上单位和
1072 名在职市管干部建立了政治生

态档案，为监督第一职责落地见效提
供了有力抓手。

1 月 2 日下午，全市召开“天门清
风”“象市模式”经验推介和业务培训
会。从此，“党群连心”微信群和村级
财务管理“新模式”在全市推广开来，
广大群众又多了一种监督党员干部的
渠道。

纠治“四风”——
党风政风持续好转

最近，该市一批干部或因为工作马
虎、作风漂浮，或因为敷衍了事、应付
交差，或因为胡乱决策，造成损失，等等
受到处分。

作风虚，无事能成；作风实，无事不
成。在去年的全市整治扶贫领域干部
作风大会上，20 个单位、2 名干部因贯
彻落实脱贫攻坚政策方针不到位，被点
名道姓通报，并被“打了板子”。

2019 年是基层减负年，张家界市
纪检监察机关结合实际开展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集中整治，查处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突出问题 31 件，处分 56 人，通报
曝光相关问题 38 起 52 人。全市性下
发会议、下发的文件同比减少 20%和
34%，市级督查考核事项精简 83%，清
理取消“责任状”22 项，有效减轻了基

层负担。
为继续巩固拓展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成果，市纪委监委开展了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专项治理“回头看”，规范

“三公”管理制度，撤销廉政账户，找准
靶心、精准发力，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
烈的“公车私用”“违规公款吃喝”“违规
收送红包礼金”等问题，锲而不舍加强
作风建设。

去年，全市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 69 起，处分 138 人，通报曝
光典型案例 37 件 47 人，封存办公用房
335 间，清退违规发放资金 108.81 万
元。

同时，张家界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
腰鼓劲，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健
全容错纠错机制，澄清了结群众信访举
报失实问题 106 个，为 53 名党员干部
澄清正名。在查处问责上依纪依规减
轻处理 13 人，免于处理 10 人。开展受
处理和被通报曝光党员干部思想政治
工作 246 次，回访 151 人，最大程度激
励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

主题教育期间，张家界市纪委监委
还组织全市各级党组织学习《党的十八
大以来作风建设资料汇编》等书籍，随
机抽取600名领导干部进行测试，进一
步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党员干部
中入脑入心。

推进“三不”——
高压反腐成效显著

去年 11 月 15 日，距离张家界市高
级技工学校校长康春风落马不到一个
月，该校办公室主任吴某某接受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随后，11名涉案人员主
动交代问题。

无独有偶。去年 6 月份张家界市
查处慈利县原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钟
佳君以来，慈利县已有 40 名党员干部
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

这种震慑源自张家界市在执纪审
查调查工作中对系统思维的充分运
用。近年来，张家界坚持以系统思维推
进反腐败工作，推行系统研判、系统查
处、系统剖析、系统修复的工作理念和
工作方法，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实现了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
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在查办的市国资系统违纪违法案
件中，市国资委原党委书记、主任廖祖
健等 9 名一把手被“双开”并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或者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该案共 30 余人涉案，涉案金额达
13 亿元。查办过程中，坚持“行贿受贿
一起查”，将包括 4 名行贿人在内的 13
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与此同时，张家界市纪委监委有力
惩腐“打伞”，打掉一批“保护伞”，查处
涉黑涉恶腐败 16 人，移送司法机关 6
人；深化扶贫领域专项整治，处分 327
人，组织处理 389 人，退还群众资金
827.35万元……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不断提升。

数据显示，去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
共立案 705 件、结案 644 件、处分 604
人、移送检察机关 46人，全市主动投案
人数是2018年全年的4倍。

这是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惩贪治腐、
从严治党成效最直接的说明。一年来，
张家界市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坚持全覆盖、零容忍、无禁区，坚持有腐
必反、有贪必肃，让党员干部和各界群
众见证了正风反腐的新成效。

查办案件是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
但查办案件本身不是目的。在去年全
市纪委全会播放的专题警示教育片《背
叛的代价》中，一个个熟悉的面孔现身
说法，让与会领导干部深受警示。

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印发案件通
报、编印忏悔录、撰写案件剖析、拍摄警
示教育片……张家界市始终坚持以身
边人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以“案中人”警
醒“梦中人”，强化查处一案、警示一片、
规范一方的治本作用。

“坚定不移正风反腐，不断推动纪
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张家界市委
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袁美南
表示，张家界将扎实推进清廉张家界建
设，奋力谱写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篇章，为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清风涤尘 利剑反腐
——张家界市2019年纪检监察工作综述

砥砺奋进 精彩湖南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曾佰龙
通讯员 罗斌 张缤

“企业复工复产，园
区信心倍增。今年我们
将投入 85.7 亿元，铺排
53 个重点项目，冲刺国
家级经开区。”湘潭天易
经开区管委会常务副主
任谭海洋介绍。截至 3
月 3 日，天易经开区复
工复产企业 235 家，总
上岗人员 14080 人，规
模企业复工率达100%。

3月3日，记者在天
易经开区柏屹自主创新
产业园看到，园区内物流
车辆川流不息。负责人
介绍，园区内50多家中
小企业，已有40余家复
工，每家企业都收到园区
送来的防疫物资“大礼
包”——消毒液、酒精、口
罩。在胖哥食品建设工
地，记者看到工程建设方
中建五局的管理人员已
经就位一大半，工作人员
正对工地进行排查。项
目负责人说：“工地防疫
物资准备充分，申报复工
的备案已经办理，对防疫
和发展有信心。”

在天易经开区，记者还看到这样一张清
单，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特殊时期，该
区梳理出物不尽流、人不尽用、资不尽保、屋
不让住、案不尽备、员不尽隔等6大类问题，
集结成清单。谭海洋说：“以问题清单为导
向，园区推出一盘棋，防疫发展两手硬。一
线办，全员下沉同促进；一表清，纾困解难提
信心；一条心，真情帮扶聚合力。企业有了
信心，园区才有发展。”

去年，天易经开区完成技工贸总收入
1004.5亿元，迈入千亿园区行列，发展势头强
劲。今年，天易经开区将铺排4大类53个项目，
计划完成投资85.7亿元。其中，产业项目35
个，基础设施项目13个，社会民生项目4个，生
态环保项目1个，迈开了“争先进位”的新步伐。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肖
军）3月3日，记者走进芷江凯丰米业
公司生产车间，一片机器轰鸣声，企
业正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全力以
赴保障市场粮食供应。公司负责人
说：“企业顺利复工复产，联合党支
部发挥了重要作用。”

2月中旬，芷江凯丰米业公司党
支部与怀化市农机事务中心、芷江侗
族自治县政府办驻企特派员建立了联
合党支部,在县政府办副主任、联合党
支部书记梅宇的带领下，开展了“我把
企业当我家·我把员工当亲人”主题党

日活动，凝聚人心。同时，指导企业制
定复工复产计划，多方筹措口罩等防
疫物资，协助企业快捷办理贷款950
万元，解决了企业购买原材料的难题。

为全力服务保障企业抓好疫情
防控，协助复工复产，怀化市委决
定，疫情防控期间在企业成立联合
党支部。由市、县直部门单位驻企
帮扶专班负责人任联合党支部书
记，驻企特派员（防疫联络员）、党建
工作指导员和属地的乡镇（街道）、
园区党员干部及企业党组织负责人
为支部委员。到目前为止，全市共

计成立联合党支部606个。
怀化市发改委帮扶专班人员、怀

化建南机器厂班子成员和麻阳长寿
产业园负责人成立联合党支部。2月
24日，在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联
合党支部书记刘低炉的召集下，第一
次支委会在企业的生产车间进行，针
对企业存在的困难进行会商。会后,
支委们迅速行动，仅2天时间，该厂就
获得新增贷款2000万元，并协商企
业联系麻阳人社局，为企业新招工人
200 名，通过与国家电网沟通衔接，
增购企业产品1倍以上。

“四上”企业复工614家，复工率达98.5%

争分夺秒保经济恢复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张颐

佳）3月3日，长沙市开福区召开百日
竞赛工作调度会，会议紧扣“双过半”

（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双胜利”（疫
情防控、经济发展）总体目标,全力以
赴补损失、解难题、抢机遇、促发展，争
分夺秒实现经济总量快速恢复壮大。

开福区是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
区，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均保持8%的增长。疫情
延缓了发展脚步，开福区从2月初就
开辟复工复产“第二战场”，奋起直
追，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目标。

作为开福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2
月10日，金霞经开区就派出10支招
商小分队，分赴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上

门招商，以高质量的招商引领经济回
归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2月12日，
开福区首批123位驻企联络员奔赴一
线，一方面帮助企业扎牢防疫“篱笆”，
一方面确保复工复产有序推进。2月
25日，金霞经开区一批产业层次高的
项目集中亮相，银石华中智慧物流、湖
南医药集团总部等10个重大项目集
中签约，总投资382亿元；城际装备产
业基地、东湖金霞电子信息产业城等
10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
投资40.18亿元。

“一企一策”“联企到
人”，开福区已分3批先后派
驻了 874 位联络员扎根到
工厂企业、楼宇商圈、社区

门店。截至3月3日，开福区“四上”企
业复工614家，复工率达98.5%；全区
规模工业企业复工率100%。

为帮助开福企业渡过难关，2月28
日，开福区首批集中兑现帮扶资金
2984.94万元；同时，政府积极搭建银
企合作平台，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两
个月，开福区8家重点银行支持区内企
业71家，总贷款金额148亿元，其中针
对疫情新增授信金额49.5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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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疫情防控，助复工复产

联合党支部功不可没

扶贫工厂复工
助力脱贫增收

3月4日，江永县源口瑶族乡小
古漯村一家内衣加工厂，工人在忙
碌。连日来，该县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科学有序推进扶贫工厂复
工复产，并及时协调解决复工复产
中的困难和问题，带动当地村民和
贫困户就业，助力脱贫增收。目前，
该县32个村的就业“扶贫工厂”已
全部复工复产。 田如瑞 摄

湖南日报 3月 4日讯（记者 王
文 通讯员 罗晓芳）春暖花开时，浏
阳高新区各个项目工地、企业车间呈
现勃勃生机。记者从浏阳高新区了
解到，截至3月4日，该园区复工工业
企业达 209 家，其中规上企业 140
家，规上企业复工率为 99.3%；豪恩
声学、华域视觉、泰科天润等重大项
目均已全面复工，续建项目复工率达
100%。

今天上午，在浏阳高新区豪恩声
学项目的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进行
厂房外部玻璃幕墙的安装。据了解，
该项目于2月11日正式复工，在做好
人员排查、现场防疫准备、物资储备等
基础上，项目目前正加快施工、追赶进
度。

“一期三栋主体建筑于 2019 年
11月已经封顶，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内
外装修等工程，完成进度为 80%左

右。”豪恩声学项目经理樊海军表示，
按进度预期，项目一期预计今年 7 月
可实现投产运营。

而在华域视觉的建设现场，施工
人员也在紧锣密鼓进行施工。目前项
目一期厂房部分区域正在机电安装和
室内装修，不远处的二期厂房正在进
行地面及外墙施工。

“项目于 2 月 20 日复工，目前到
岗人员有 140 余人，部分专业人员受
疫情影响暂未到岗，预计 3 月底将实
现全面复工。”华域视觉项目经理马超
说，项目复工后，已到岗人员均全身心
投入到项目建设中来，预计项目一期
将于 6 月份竣工，二期将于 8 月份竣
工。

当前，浏阳高新区所有工作已按
下“快进键”，全面聚焦产业发展，力促
复工企业、项目达产达效，在高质量发
展的跑道上奋勇争先。

浏阳高新区
续建项目复工率达100%

湘潭 怀化

开福区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莫成 通讯
员 胡域 李世雅）3 月 1 日上午，龙山县人社
局大门口，来自各乡镇的70多名外出务工人
员经过体温检测、消毒和登记，登上了3辆开
往长沙的返岗专车。

据了解，从2月16日开始，龙山县采取多
种方式，帮助务工人员返岗就业。就业部门联
系相关企业，落实招聘工作；医务人员下沉一
线，为务工人员上门体检、办理健康证明；乡镇
干部上门宣传、接送……截至目前，该县已开
通前往浙江、福建、广东以及省内各地的返岗

“直通车”192车次，共输出劳动力4890人。
除劳务输出，龙山县还积极推动就近就

业。龙山工业园管委会主任曹坤介绍，为帮
助企业复工和工人返岗，管委会通过线上招
聘、专车接送、就业培训等，帮助园区企业招
聘200多人。目前，园区80%的员工已返岗。

龙山开通返岗“直通车”
已输出劳动力4890人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黎小湘

测量体温、登记信息、消毒处理……
3月3日，在慈利县赵家岗土家族乡易
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比思特服装厂
的扶贫车间，数10名易地扶贫搬迁户
村民经过一系列“安检”后，开始一天
的工作。

“受疫情影响，订单堆积了很多。
要尽快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公司负
责人赵百全说，公司从2月26日陆续
复工，正争分夺秒抓紧生产。

车间复工，最高兴的要数贫困户
李美娥了，她在车间主要负责蹬电机，
人勤手快，一个月有2000多元钱的收
入，“上班了，有了收入，当然开心了”，
李美娥告诉记者，家里有孩子上学，不
能出去打工，只能在家门口务工。“在
扶贫车间做事，离家近不说，关键是能
长期有活干、有收入。”她一边蹬电机
一边说，被口罩遮着的脸上笑意从眼
角溢出。

在 车 间 入 口 处 的 一 张 办 公 桌

上，整齐摆放着消毒液、电子测温
仪、员工出入登记表等疫情防控用
品。“给大家发了口罩，每天上班前
要戴好，测量体温。”74 岁唐国军以
前一直在家务农，自从比思特服装
厂落户集中安置点后，他成为第一
批工人，每个月收入 1800 多元。“大
家工作时都在自己的工位上，每个
工位间隔 1.5 米以上。”他对扶贫车
间带来的便利非常满意，认为防控
措施严格是好事，这样做起事来更
安心。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
坚。”慈利县委书记邱初开介绍，该县
坚持防疫、复工两手抓，一方面科学有
序引导，帮助扶贫车间尽快复工复产，
一方面积极对接扶贫车间，优先保障
贫困户就业增收。

截至3月3日，慈利县106个扶贫
车间和扶贫基地，已有 92 个复工生
产，复工复产人员达3000多人，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1400人。其余扶贫
车间，将陆续复工复产。

慈利扶贫车间复工
贫困群众喜上岗

湖南日报 3月 4日讯（记者 李
杰 通讯员 车勇 杨淳）“贷款及时到
位，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企业发展后
劲更足了。”3月2日，湖南新合新生物
医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邵梅波终于
舒展了眉头。受疫情影响，该企业出
现流动资金短缺，在常德市商务局、金
融办等部门协调下，工商银行常德分
行对该公司授信 1.2 亿元，首期 9800
万元贷款及时到位。

为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连日来，常德市对15家年产值过千万

美元的骨干外贸企业进行走访调研，
实地了解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针对
企业存在资金短缺、防疫物资不足、招
工难等47个问题实行“一企一策”，制
定精准帮扶方案，开通“绿色通道”，特
事特办，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和健康发
展。

常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市相关职能部门沉下身子，深入一线，
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真正把各
级惠企政策落实到位，切实减轻企业
负担，推动全市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

常德：“一企一策”
助推外贸企业发展

——扶贫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