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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刘燕娟

23名省管干部被查、 167人主动投
案、 518名市县领导干部脱贫攻坚工作
不力被问责……

近日， 省纪委省监委陆续发布今年
上半年正风反腐的“成绩单”。 通过这
一连串的数字， 记者带您探析上半年湖
南正风反腐“三大热词”。

热词一： 主动投案

5月20日， 常宁市委副书记唐奇
林主动投案。 紧接着， 长沙市财政局
党组书记、 局长李洪波， 株洲市攸县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凯平， 湘潭市直
属机关工委委员邓柯， 怀化市辰溪县
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党组原书记唐晓
军等党员干部主动投案的消息密集发
出。

6月28日， 耒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
任熊国华与其子熊洪波涉嫌共同违纪违
法， 两人主动投案， 被媒体称为“全国
首例父携子主动投案”。

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 三湘大地
密集响起反腐“重音”， 全省纪检监
察机关立案 14085件， 处分 8129人，
共查处乡科级以上一把手295人， 立
案查处省管干部23人、 处级干部349
人。 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 一批
违纪违法公职人员纷纷选择主动投
案， 全省主动投案167人、 主动交代
问 题 448人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79% 和
75.7%。

“主动投案形成了‘多米诺效
应’， 一方面得益于纪检监察体制改
革不断深化， 正风肃纪的发条越拧越
紧， 制度的笼子越织越密， 反腐败的
高压态势始终如一， 对违纪违法者形
成了强大的心理震慑； 另一方面得益
于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惩前毖后、 治病
救人的方针， 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 促使问题干部消除侥幸心理 ，
放下思想包袱， 唤醒了其对组织的信
任、 对党纪国法的敬畏， 取得了良好
的政治效果、 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
省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负责人介
绍。

热词二： 靶向整治

宁乡市环保局经开区分局局长邓
国良履责不力， 平江县畜牧水产局党
组成员、 副局长余捍卫等人不负责、
走过场 ， 城步苗族自治县政协副主
席、 党组副书记肖柏青乱决策、 乱拍
板……

5月10日， 省纪委省监委对6起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发出通报， 包括
邓国良、 余捍卫、 肖柏青在内的相关责
任人受到严肃处理。

据统计， 今年上半年， 全省查处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711个， 处理1375
人(其中厅级干部1人、 处级干部36人，
科级及以下干部1338人 )， 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949人。

“切口小、 见效快、 能落实、 获得
感强！” 这是省委对集中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的明确要求。

今年以来， 湖南出台实施 《湖南
省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20条
措施》 和 《机关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突出问题具体措施》 ， 自上而
下压实责任， 紧盯对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不敬畏、 不在乎、 喊口号、 装样
子的错误表现 ， 又严肃查处文山会
海、 空泛表态、 考核过多、 敷衍塞责
等突出问题， 直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的要害和痛点。 为确保举措落地， 全
省各级密切配合、 联动推进， 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精准履职、 连挥重拳， 打
出靶向整治的“组合拳”， 形成了集
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强大合
力。

热词三： 群众获得感

今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承上启下
的关键之年， 也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之
年， 直接关系到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和安全感。

长沙市天心区原区长谢进， 永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原三级高级法官、 副
处级干部李卫林， 邵东县人大常委会
联工委原主任简吉林， 皆因充当涉黑
涉恶团伙“保护伞” 被双开……随着
一批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 被
拔 掉 ， 彰 显 了 全 省 纪 检 监 察 机 关

“一盘棋 ” 协同作战 ， 深挖涉黑涉恶
腐败和黑恶势力“保护伞 ” 的不懈
努力。

今年以来，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查
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4530
起， 立案审查调查 780人， 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472人， 组织处理470人， 移
送司法机关73人， 一扫悬在人民群众
心头的阴霾。

另一方面， 湖南进一步深化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取得阶段
性成效。

数据显示， 全省立案查处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案件 2849件， 处
理10911人， 退还群众资金3292.64万
元； 对脱贫攻坚工作不力、 失职失
责的严肃问责， 问责县四套班子成
员22人、 市县领导干部518人， 约谈
市县乡领导干部2153人； 岳阳市平江
县畜牧水产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余
捍卫等人核查扶贫项目不负责、 走
过场 ， 怀化市会同县扶贫办党组原
副书记、 副主任梁军华在扶贫项目
验收工作不负责、 不作为等一批典
型案例被曝光。

数字的背后， 体现出湖南纪检监察
机关对敢动扶贫“奶酪” 者零容忍， 把

“拔了的毛” 还回去， 切实增强群众获
得感的实干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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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全市居民电子健康档案660余万份、
电子病历80余万份， 实现市直医院居民电子健
康档案、 电子病历互联共享； 今年上半年， 长
沙各市属医院较往年同期相比直接减少就医费
用3.3亿元……

这一系列数据， 折射出长沙市卫生健康系
统作风行风的显著变化。

长沙市纪委监委负责人介绍， 这样的蝶变，
源自去年7月至9月， 长沙市率全国之先开展
“联动专项巡察” 的“把脉问诊”。

3个月 “体检” 直击痛点

去年7月至9月， 长沙市委派出7个巡察组对
市卫生健康委(原市卫生计生委)和市属6家医院
开展“联动专项巡察”， 目的是发现和推动解决
群众最关心、 最现实的民生问题。

经过3个月的“全面体检”， 巡察组共反馈
相关问题317个， 推动上缴各类违规资金2796
万元， 发现有关问题线索35件， 其中涉及处级
干部19人、 科级干部14人。

同年10月， 在情况集中反馈暨整改动员会
上， 市卫生健康系统中层以上党员干部及医院
管理人员， 接受了一次触及灵魂的廉政教育和
思想整改。 一场围绕如何做好巡察“后半篇文
章” 的系统性改革， 随即在全市卫生健康系统
全面铺开。

“‘联动专项巡察’ 为系统内各单位祛除病
灶、 刮骨疗毒提供了契机， 也为全系统深化改
革提供了恰逢其时的推动力。” 对此， 该市卫生
健康委党组书记、 主任周敏深有感触。

向看病难、 看病贵 “开刀”

“看病难、 看病贵”， 是巡察反馈时出现的
“高频词”。

为推动整改， 长沙市卫健委制定 《立行立
改破解“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工作方案》， 开展

“不合理检查、 不合理用药、 不合理治疗、 不合
理收费” 等“四个不合理” 问题专项整治。

截至今年上半年， 各市属医院较往年同期
相比， 直接减少就医费用3.3亿元， 群众看病负
担明显减轻。

就诊排长队， 患者诟病已久。 长沙市一医

院启用智慧管理系统， 实现市民挂号、 就诊、
检查、 交费、 取药全流程智能管理， 从根本上
改变患者来回奔波的问题。 这一做法， 很快在
全市公立医院推广开来。

在长沙县， 居民只要每人每年交8元钱， 就
可以享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高血压患者宋江
平说， 平时家庭医生对服务对象进行健康保健
和用药指导， 如果需要看病， 通过家庭医生转
诊预约上级专家， 挂号费全免， 大型检查优惠
15%， 也不用排队了。

目前 ， 长沙市 7家市直医院全面实现住
院 、 门诊病历电子化， 采集全市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 660余万份 、 电子病历 80余万份 ，
实现住院服务价格、 药品清单、 费用缴纳、
出院业务等一站式 、 自助式即时查询和结
算。

让 “潜规则” 变 “明规则”

过去， 卫生健康系统有个不成文的“潜
规则”： 医疗器械生产厂家向医院免费投放
医疗器械， 把成本折算进相对应的试剂、 耗
材中， 医院运营成本增加无疑要转嫁到患者
身上。

为有效根治这种现象， 长沙市卫健委出台
《长沙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低值医用耗材及检验
试剂阳光挂网采购监督管理相关规定》 《招投
标信息公示平台建设工作方案》， 把各个环节更
好地晒在阳光下。

如今， 这种“潜规则” 现象正在各公立医
院逐步得到规范。

长沙市卫健委党组还制定出台 《全市公
立医院党建工作重点任务》 ， 认真执行党委
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开展党建主题活动，
进一步增强公立医院党委领导力和凝聚力。
以党建促整改、 以党建带发展， 在全市卫生
健康系统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和发展氛
围。

今年6月21日至27日， 长沙市属6家公立医
院党委、 纪委集中换届。 长沙市委充分运用巡
察的精准“政治画像”， 把巡察成果作为卫生健
康系统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 真正做
到了干部人岗相适、 能上能下。

风气正、 人心齐。 以让群众更舒心、 更满
意为落脚点的系列改革， 如今正在长沙市卫生
健康系统深入推进。

群众看病负担明显减轻，“潜规则”变成“明规则”———

巡察“把脉问诊” 群众舒心满意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