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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伍红明 徐元敬 黎海燕

“您好，江华智慧纪检监察平台黄牌预警，
您有一项工作任务已超期未完成……”

近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一位镇党委书记收
到一条来自江华智慧纪检监察平台自动发送的
短信，提醒他一项任务已超期未完成，督促其赶
紧抓好落实。

这是今年以来， 该县纪委监委倾力打造江
华智慧纪检监察平台， 利用技术手段筑起监督
“防火墙”的一个缩影。

“两个责任”全程纪实
打开江华智慧纪检监察平台， 随意点开一

位镇党委书记的任务清单， 只见“具体工作任
务”“完成时限” 等栏目里清晰地提示着其在规
定时限里应完成的工作。

这份清单， 源于江华年初出台的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全程纪实工作
实施方案。 方案进一步细化“两个责任”任务清
单，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督查督办，实现“两个
责任”的落实“进系统、留痕迹、可查询、可督
办”。

“我今年所有落实监督责任的工作清单也
都在上面，每个月需完成的工作清单一目了然，
系统会提前7天发送信息进行提醒。 这个做法，
让我们的责任层层推动下去， 使主体责任和监
督责任能够真正落实。 ”该县纪委书记、县监委
主任蒋剑告诉记者。

“责任”变成一个个具体的“任务”，领导干
部虽然压力大了， 成效却很明显。 平台上线以

来， 全县71个责任单位共录入主体责任内容
6300余条，34个责任单位共录入监督责任内容
1100余条，系统自动发送预警提醒1900余条。

工程项目全程监管
“我们看了网上公开的工程项目，我们村修

的水渠质量不达标，一踢就碎了，是个‘豆腐渣’
工程……”

2018年3月，该平台接到沱江镇停路村村民
举报。

该县纪委迅速组织调查，情况属实，迅速交
办督促施工方进行问题整改， 同时对负有监管
责任的县水利局技术负责人和该村扶贫工作队
长进行立案审查。

江华智慧纪检监察平台对工程项目实行全
程监管。 该县2016年以来实施的971个水利、
交通等工程项目都在平台上全程公示， 施工
前、 施工中、 施工后的图片都进行网上公开，
接受群众监督。 同时， 通过比对分析， 高效甄
别工程领域违纪线索， 发现疑似问题线索65
条。 经过核查， 共查出部分有质量问题的项目
53处， 对负有监管责任的县水利部门、 乡镇政
府、 扶贫工作队和村支两委相关责任人27人进
行了责任追究。

“三公”开支全程监控
“你单位三公开支即将超标，请你单位严控

三公经费使用。 ”
近日，根据平台的监控提醒，江华瑶族自治

县纪委监委给“三公”经费季度超支单位下发预
警通知， 相关单位迅速查找原因， 控制开支情
况，杜绝超标现象。

为加强对“三公”开支的监管，江华智慧纪
检监察平台共设定ABC“三岗”制度。 其中，A岗
通过平台系统填写《申报流水表》等规定的相关
报表；B岗负责对本单位A岗申报的“三公”经费
等相关报表，进行认真把关审核；C岗负责对“三
公”经费平台系统的跟踪监督。

平台对“三公”经费做到随时监督、全程监
控、及时检索，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风险告
知”，达到关口把关“前移”，“查漏洞、抓反弹、补
短板”。

“以前‘三公’经费使用总是问题不断，每次
碰到经费开支内心都忐忑不安， 现在有了监察
平台，每一笔经费的使用都清清楚楚，自己放心
多了。 ”该县国土资源局局长魏远明说。

网上基地全程教育
“邻村的书记‘出事’了，我从江华网上廉政

教育基地接受了警示教育， 村里截留这笔钱肯
定是不对的……”

这是沱江镇茫海洲村第一支部书记郭辉主
动来到县纪委， 将结余的农民就业培训资金上
交财政的一个场景。

在江华，廉政教育基地被搬到网上。 打开江
华智慧纪检监察平台的教育基地，10余万册电
子书籍资源、2万余字文案、120分钟配音、207个
热点、39部影视资源、18个虚拟现实技术场景、
25个参观点、11个原创视频，让每名党员、监察
对象甚至普通群众都能随时随地接受廉政教
育，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平台通过筑起思想、制度、公示、监管的
‘防火墙’，有效构建了全县党员干部‘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的监督机制。 ”蒋剑表示。

� � �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通讯员 彭
静 记者 鲁融冰）11月21日， 桃源县青
林回维乡老官坪村村务公布栏里，公布
了该乡今年拟脱贫的216户贫困户名
单。村民彭竹均看到自己的名字后心情
激动，期待有关部门审核通过后，彻底
摘掉贫困帽。

彭竹均的妻子患病， 丧失劳动力，
导致家庭贫困。 为了不让孩子辍学，今
年初，他向村干部反映脱贫意愿，被介
绍到当地一家米厂务工， 每月有1500
元固定收入。 另外，村里帮他流转了30
亩土地种水稻，家里今年收入预计可超
过3万元。这是青林回维乡抓党建、暖民

心、促发展的结果。
为了将“无形”的党建工作转化为

“有形”的扶贫举措，青林回维乡坚持党
建围着民心转、党员围着群众干的工作
理念，充分发挥党建的“主线”作用，全
乡48个党支部、1300多名党员干部凝
心聚力，开展一系列帮扶活动，让贫困
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去年底，青林回维乡建档立卡贫困户
630户1724人中，已脱贫350户1008人。今
年，又有216人有望退出贫困户行列。 乡党
委书记曹立清告诉记者，下一阶段，他们
将继续提升基层党建工作实效，全面释放
红色力量，为脱贫攻坚注入新动力。

� � � �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通讯员
彭广业 王湘华 记者 颜石敦） “为了
尽快完成扶贫项目验收工作， 在填写
验收单时我按照省市年初分配脱贫人
口任务数和资金量比例进行计算填报，
这些数据都不真实。” 近日， 桂阳县扶
贫办原主任唐某在接受县纪委监委调
查时如实供述。 唐某因此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

唐某在2013年1月至2016年4月任
县扶贫办主任期间， 工作失职失责，
对雷坪镇粮源村、 花园村、 林里村的
扶贫项目验收走过场， 编造制作虚假
验收资料应付上级检查， 造成扶贫资
金被挪用、 使用不规范。 2015年4月，

唐某在验收林里村水果开发项目时，
仅听取该项目负责人的介绍， 查看部
分基础设施便予以通过， 并在验收单
上填写“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31户，
78人， 直接帮扶人口78人”。 办案人员
走访调查发现，该项目没有贫困户参与
分红，只是在农忙时请几个贫困村民除
草、摘果，上报数据严重失实。 目前，挪
用资金被追回，其余不规范事项全部整
改到位。

桂阳县纪委监委严查扶贫工作形
式主义问题，今年1至10月，移交案件
线索34条，立案16件，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10人，移送司法机关1人，问责33人，
约谈8人，追缴扶贫资金117万元。

� � � � 湖 南 日 报 11月 22日 讯 （记 者
朱永华 ） 22日上午， 10多名社科理论
专家与沅陵县有关负责人面对面交
流， 就生态文化旅游发展中的疑难问
题进行深层探讨。 10月以来， 省社科
联组织了各个领域的社科专家学者分
赴各县市区和企业， 在充分调研的基
础上， 针对发展难题把脉问诊， 带动
地方决策者兴起发展求变的“头脑风
暴”。 迄今， 省社科联已组织开展了6
场。

针对各地致力发展时在政策把
握、 发展思路、 行业规则、 产业瓶颈、
机制建设等诸方面存在的困惑， 省社

科联发挥组织上的人才优势， 积极开
展点对点的参谋资政、 智力支持服
务。 专家学者在与地方的对接服务
中， 直面现实， 不回避矛盾， 不忌讳
短板， 经过深度调研和交流探讨后形
成专题报告， 帮助地方和企业在进一
步改革发展中破题。 业已开展的几场
活动， 涉及园区建设、 乡村文明、 文
化旅游、 产业振兴等当下热点区域，
专家团队由政府部门领导、 行业先
锋、 协会负责人以及各高等院校的学
者构成。 专家学者们提供的资政活动
得到各地高度评价， 被认为“接地气、
有高度、 能解渴”。

� � � �如何更好地落实“两个责任”、加强“三公”开支监管？ 今年来，江华瑶族自治县利用
“互联网+”技术，构建起一道道监督屏障———

智慧监察平台筑起监督“防火墙”
社科专家掀起改革发展

“头脑风暴”

青林回维乡发挥党建“主线”作用
去年脱贫1008人， 今年又有216人有望脱贫

桂阳严查扶贫形式主义
扶贫办原主任假扶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榜样的
力量

� � � � 11月21日，国家电网湖南电力（国强）共产党员服务队工作室，队长
张国强为前来参观学习的学生讲述供电服务故事。该服务队是省委宣传
部命名的首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示范点， 长年累月赈灾济困、扶
弱助残。 田良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