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4日，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开展自创廉洁自律“一句
话承诺”活动，并通过发放《廉洁家风建设倡议书》，宣扬家庭廉政文化，构筑家庭
反腐倡廉防线。图为该中心干部职工在市廉政教育基地接受廉政教育。

通讯员 李爽 摄

5月30日，赤壁市纪委监委和该市妇联联合开展以“廉洁·你我同行”为主
题的家庭助廉活动，组织该市市直各单位党政“一把手”及家属140余人参加，
并通过“云上赤壁”App 进行全程直播，点击浏览量达到 18 万余人次。图为演
出现场。 通讯员 廖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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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规范“小微权力”运行

严惩群众身边“微腐败”
本报讯 通讯员阮娅慧报道：日前，笔者从通山县纪委

监委获悉，1-4月，该县通过办案协作区机制协同查办农村
案件20件，占全县立案案件总量的31.7%；受理农村信访
举报件35件，处理村干部27人，同比增长12.5%。

这是该县规范“小微权力”运行取得的成效。
为加强对村级微权力运行的监督，近年来，该县先后出

台《关于推进农村“小微权力”规范运行的意见（试行）》《通
山县村级权责清单30条》，着力构建村务工作决策、运行、
评估、修正良性循环的权力运行体系，以清单式、流程化的
形式明晰固定权力运行体系，让基层“小微权力”在制度笼
子和多重监督下规范运行。

同时，广泛收集村级“微腐败”问题线索，变被动接访为
主动接访，深挖细查群众身边腐败问题。

自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启动以来，我市
坚持立足全局谋划，聚焦主题，创新形式，以正反两面
典型为镜鉴，分层分类开展典型廉政教育，不断凝聚担
当作为合力，助推“清廉咸宁”建设。

领导垂范，形成头雁效应

一部话剧，拉开教育月大幕。5月5日上午，大型
原创话剧《王荷波》在市会议中心展演，市委书记丁小
强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
首要任务。

一批廉政教育基地，掀起宣教月热潮。5月13日
上午，市委书记丁小强，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等市
领导出席咸宁市廉政教育馆揭牌仪式，并带头接受廉
政教育,要求各地各单位多用身边案例教育身边人，把
廉政警示教育贯穿到全年监督执纪问责各项工作中。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00余家单位4000余名党员
干部走进廉政教育基地接受警示教育。

一次中心组专题学习，释放震慑感召。市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重
整行装 利剑反腐》《李红云的两面人生》的同时，组织

开展交流讨论。大家表示，要从典型案例中汲取深刻
教训，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
治责任。

全市各地各单位严格按照省纪委收看要求实现全
覆盖，逾6万名党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观看《重整行
装 利剑反腐》和市纪委监委拍摄的警示教育片《底
线》。

市县同步，形成联动效应

针对基层权力运行特点，坚持抓牢关键环节开展
精准化警示教育，不断提高警示教育的政治性、针对性
和有效性。

选取村（社区）干部涉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涉黑涉恶腐败、贪污截留、虚报套取、优亲厚友、损害群
众利益等方面问题的60个典型案例，编印《村（社区）
党组织书记违纪违法问题典型案例选编》，发放至全市
1060个村（社区）5199名“两委”干部学习。

针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公开通报6起典型案
例。

通城县以当地6名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为素
材，拍摄警示教育片《神圣的公权力》，当地近2万名党
员干部受警醒。嘉鱼县组织党员干部赴法院旁听职务
犯罪庭审，现场以案说法，以案示警。通山县组织党员
干部赴闯王文化园廉政教育馆接受警示教育，警示党

员干部时刻牢记“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整合资源，形成集约效应

市纪委监委结合深入推进党规党纪和监察法规宣
传教育“十进十建”活动，针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整
合市直各单位廉政教育资源，多层次、多元化开展精准
化教育。

对接市委组织部，组织141名新任县级干部开展
集体廉政谈话活动；

对接市委宣传部、团市委，组织开展“话说咸宁建
市20年”故事大赛和“新时代新青年新奋斗”演讲比
赛，全市纪检监察系统15个“纪检监察故事”脱颖而
出；

对接市委宣传部，结合“南鄂楷模”评选活动，开展
“寻找身边廉政典型”活动；

对接市妇联，以“树勤廉家风·创最美家庭”为主题
开展“家庭助廉”活动，116名新任县级干部家属参加
活动，涵养良好家风；

对接市委组织部，依托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开展支
部书记讲廉政党课活动；

对接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开展重点领域和关键岗
位廉政教育，将“讲堂”搬到监狱现场，接受警示教育；

……
一个“人人参与，个个知晓”的党风廉政建设宣教

月活动正在鄂南大地深入推进。

深入开展第二十个党风
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

聚焦主题正面宣传 分层分类警示教育

我市构建党风廉政建设大宣教格局
通讯员 咸纪宣

讲忠诚 知敬畏 守底线
——警示教育片《红与黑：李红云的两面人生》观后感

○ 胡春雷

从警示教育片《红与黑：李红云的
两面人生》中，我们知道，李红云在当时
是我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多年委任要
职，组织还送他学习深造，可以说对他
的培养和关怀力度是很大的。但李红
云不但没有用真抓实干的业绩去回报
党恩，反而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
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在党的十八大后
不收敛、不收手，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组
织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违反国家法律等等，简
直是触目惊心。这样一颗“政治明星”，
最终沦落为阶下囚，这部警示教育片给
了我很多的教育和警示，主要有三点：

要做到对党忠诚，言行一致。从李
红云案件看，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
是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做“两面人”，表

面上勤勤恳恳、一心为公、清正廉洁，私
底下却疯狂敛财、骄奢淫逸、贪污腐化，
是党员干部队伍里的“戏精”。俗话说

“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如果我们
的党员干部像李红云一样表里不一，将
会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破坏政
治生态，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谋发
展就会是一句空话。因此能否做到对
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是事关党的执
政基础和事业兴衰的大问题。我们广
大党员干部要把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决不允
许自行其是、阳奉阴违，决不允许有令
不行、有禁不止，要始终在政治立场、政
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组织部门要进一步
健全完善干部考察机制和办法，多渠
道、多层次、多方面深入了解干部，把

“两面人”辨别出来、清除出去。各级纪
检监察组织要对党员干部进行全方位
监督，把工作圈管理和社交圈管理衔接

起来，把八小时之内的管理和八小时之
外的管理贯通起来，加大执纪问责力
度，让“两面人”无处藏身，受到惩处。

要坚定理想信念，把好“总开关”。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经受住各
种风浪考验的“定海神针”。当今时代，
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社会全面开放，国
内国外各种思潮、各种观点甚至各种诱
惑很多，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我
们更要保持思想上的清醒，政治上行为
上才不会“跑偏”。片中李红云多次提
出自己反感政治理论学习，没有学习笔
记等，反映出李红云违纪违法、堕落腐
败的根源还是理想信念动摇滑坡，思想
上缺了钙、丢了魂。要深刻汲取李红云
案的教训，自觉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个
人加强自身建设的首要位置，通过不断
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切实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不
断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修养，把好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

从思想上筑牢防线。
要摒弃侥幸心理，守住底线。手莫

伸，伸手必被捉。从片中我们可以看
到，李红云为了掩盖其违纪违法行为，
用了很多种手段，但终究还是被省纪委
监委发现端倪，将他的腐败行为查了个
水落石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李红云
的教训告诫我们每一名同志，监督无处
不在，不是说违纪违法行为当时没被发
现就一定是“天衣无缝”，只要触犯了党
纪国法，就没有查不出的问题，也没有
查不了的人。无论何时都要紧绷纪律
这根弦，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做到慎
独、慎初、慎微、慎行，始终本着对党忠
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行使手中的权
力，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要守住心、
管住手，不能为一己私利铤而走险，只
要触犯党纪国法，不论手段多么高超、
不论高居何职，不论在职与否，终究会
受到党纪和法律的严惩。

（作者系中共嘉鱼县委书记）

“小何，我家有2000斤枇杷卖不出
去，能否帮帮我……”5月16日下午3点，
通山县纪委监察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
何文接到一来自广东惠州的电话。

打电话的人叫章勋腾，系通山县大
畈镇板桥村6组村民，2014年因家庭贫
困被列为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次年，
在政府教育扶贫政策的关怀下，其三个
孩子的上学难题不仅得到解决，还在各
级部门的帮扶下成功摘掉了贫困户的帽

子。随后，章勋腾带着妻子来到广东惠
州，靠经营水果摊维持家用。

2018年，章勋腾与何文形成结对帮
扶关系，不让章勋腾一家返贫成了何文
的重要工作之一。接电话的第二天，何
文便赶到章勋腾家，安慰其在家的母亲
吴义莲。同时，掏出1000元现金，购买了
166斤枇杷，暂时缓解了燃眉之急。

10箱枇杷并不能解决大问题。何文
一方面在微信朋友圈呼吁亲朋好友伸出

援助之手；另一方面，积极联系在武汉经
商的大学校友，让同学们帮忙联系水果
经销商。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学校友的联
系下，何文带着这10箱枇杷来到武汉，逐
一把枇杷送到4个水果电商老板手里，全
力当起了推销员。经过几番讨价还价，
一家叫“环球捕手”的电商平台觉得这枇
杷口感好，可以在线上推广。

得到承诺后，奔波一天的何文于5月

20日下午，带着该平台的采购员来到村
里，以每斤4元的价格，收购了章勋腾及
其2个哥哥家里种植的枇杷共516斤，并
当场结算，一次解决了章勋腾的枇杷销
售难题，受到村民群众的好评。

“我是共产党员，帮群众解决问题是
义不容辞的责任。”面对好评，何文说，眼
下虽然全县整体脱贫了，但脱贫不脱政
策、更不脱关怀与帮扶。下一步将继续
联系商家，等枇杷全部成熟后，把剩余的
枇杷全部销完。

5月26日，电商平台的采购员再次
来到章勋腾家，收购了剩余的965斤枇
杷。至此，何文帮贫困户解决枇杷滞销
的承诺得到全部兑现。

兑现承诺
○ 舒婷

纪检手记纪检手记

市纪委监委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

廉政谈话防控廉政风险
本报讯 通讯员王笃贵报道：5月27日，市纪委监委派

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对交警支队班子成员及内设机构负
责人进行集体廉政谈话。

谈话前，纪检监察组通报了2017年以来全市公安交警
发生的典型违法违纪案件，听取了支队负责人关于廉政风
险排查的情况汇报，并现场抽点了考试中心、车管所、二大
队等三个单位负责人的廉政风险自查情况。

交警支队是市公安局直属单位中人数最多、内设机构最
多、与社会面接触最多的单位之一。近年来，全市交警系统
发生的一些违纪违法案件，严重损害了咸宁交警队伍形象和
执法公信力，教训极其深刻。该纪检监察组要求，要凝聚力
量,压实责任；严管队伍,强化担当；规范执法,严明纪律。

咸安全面督导“查问题”

推动宣教活动落实落细
本报讯 通讯员毛本波报道：“你单位是否对‘宣教月’

活动进行安排部署？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是否安排
党章党规党纪和监察法专题学习？……”5月27日，咸安区
纪委监委督导组对区委组织部、区文化和旅游局等单位开
展宣教月活动情况进行督导。

为扎实推动第二十个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严防
“花架子”“走过场”等形式主义问题，自5月5日开始，该区
纪委监委就成立了2个督查组，对全区各乡镇办场、区直各
单位的宣教月活动情况进行督办指导。每到一处，除了采
取听取汇报、查阅资料、随机询问等方式，问实情、看成效，
还深入实地查看各地各单位在工作部署、氛围营造、学习教
育、阵地建设、活动推进等方面的情况，并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现场反馈，责令限期整改。

对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该区纪委监委要求各责任单
位严格按照《全区第二十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实
施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方案，切实把责任压实到
岗、把压力传导到人，确保宣教月各项活动扎实有序推进。

崇阳开展家庭助廉活动

清风常伴助推廉政齐家
本报讯 通讯员李玉娥报道：为了充分发挥家庭在党

风廉政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构筑起家庭反腐倡廉的牢固防
线，5月28日，崇阳县纪委监委、县妇联联合召开“清风常
伴·廉政齐家”家庭助廉活动动员大会，组织全县2019年2
月份以来新任科级干部配偶集体观看廉政专题警示教育
片《水滴石穿》。

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何志强要求，党员干部家属要
看好自家门，管好自家人，克服“与己无关”“与他无关”的
认识误区，自觉当好拒腐防变的宣传员、守门员和监督员。

“作为家庭助廉活动中的一员，我郑重宣誓……”会
后，参加活动的新任科级干部配偶集体参观了廉文化园，
并进行集体宣誓。

“家庭助廉活动从形式到内容都让人耳目一新。”县工
商业联合会主席陈红梅表示，作为家属，一定要在守好本
分的同时，当好家庭的“纪委书记”。

通城编印《典型案例》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本报讯 通讯员皮江星报道：日前，通城县纪委监委

编印2000余册《通城违纪违法问题典型案例选编》，分发到
全县各乡镇、县直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和各村（社区）党员
干部手中，给该县扎实开展第二十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
育月活动注入了新动能。

为进一步筑牢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思想防线，该县
纪委监委围绕用好用足身边典型案例深化警示教育的目
的，及时将2018年以来查处的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违纪违
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等案例，编印成册，为党员干部学纪明
法提供镜鉴，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吸取教训，知敬畏、存戒
惧、守底线，切实做到警钟长鸣，廉洁从政，达到用“身边
事”教育“身边人”的效果。

“用发生在身边的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党员干部，说服
力度强，震慑幅度大，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警示教育意
义。”该县北港镇纪委书记王依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