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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赤壁市纪委监委坚持围绕
赤壁发展大局，忠诚履职，有效发挥监督保障
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稳中求进，一体推进

“三不”机制建设，努力提升治理腐败效能，不
断提升纪检监察机关治理能力，纪检监察工作
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实”字为要，执纪从严彰显政治担当

严格落实“首个议题”制度。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逢会必学、
逢会首学，召开市纪委常委会29次、市纪委监
委中心组学习20次。

围绕“两个维护”开展监督。紧紧围绕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在赤壁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开展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线索清零行动，共清理问题
线索235条，问责处理105人。做好中央环保
督查“回头看”工作，对反馈问题全部整改到位。

在疫情防控中体现政治担当。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先后制定党员干部纪律作风

“十个严禁”，推行“六督联动”和“九问两单”工
作法，扎实有效开展疫情防控纪律作风督查检
查。疫情防控期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问责
党组织5个，党员干部240人，党纪政务处分

79人，印发通报32期。

“干”字为重，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协助市委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
印发《关于调整赤壁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赤壁市2020年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要点》，明确全市党风廉政建设
领导小组成员及工作重点。协助市委严把“选
人用人关”，加强对选人用人党风廉政情况的
全面审查，共受理并回复党员干部廉洁意见
2362人次。

围绕“六稳”“六保”开展执纪监督。紧紧
围绕“六稳”“六保”工作，落实省纪委监委服务
保障企业发展“新十条”措施，践行“一企一
策”，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民营企业在复工复
产中遇到的具体困难。

围绕部门职责开展执纪监督。以“全媒
体+问政”为载体，推动政府部门履职尽责。
深入开展人防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立案6
起。积极组织农村乱占耕地违规建房问题专
项检查，发现相关问题线索10条，排查农村乱
占耕地违规建房236处。

“严”字当头，着力打造良好政治生态

开展作风建设“大整顿”。以重大节日、

重点工作、重要活动为依托，深挖细查顶风违
纪、隐形变异问题，举办电视问政，曝光职能
部门监管缺位等问题。2020年以来，共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6个，处理31
人。开展作风大整顿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2020年行动，共查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24起，问责党组织1个，处理
51人。

开展问题线索“大清底”。印发《赤壁市运
用“扶贫和民生领域政策落实监察系统”开展
监督检查工作督查方案》，成立8个监督检查
组，开展扶贫和民生领域主体责任落实、问题
线索核查、整改处理情况等监督检查。

启动工作作风“大督查”。开展扶贫和民
生领域主体责任落实、问题线索核查、整改处
理情况等三项内容监督检查，截止目前，针对
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共给予党纪处分1人，组
织处理9人，立案审查14人。

“准”字为尺，继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

深化运用“四种形态”。坚持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综合考
虑事实证据、思想态度和量纪执法标准，把“四
种形态”的内在要求贯穿于监督检查、审查调
查、案件审理、追责问责全过程，准确妥善运
用。今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

纪“四种形态”处理 668 人次，同比增长
127.27%。

持续推进打伞破网。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以来，共处置涉黑涉恶腐败问题及“保护
伞”问题线索144件，立案查处81件，党纪政
务处分93人，组织处理10人，采取留置措施
13人，印发“三书一函”15份。

着力提高办案质效。2020年以来，赤壁
市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49件次，处
置问题线索691件。立案282件，同比增长
40.3%；党纪政务处分 269 人，同比增长
39.38%，采取“留置”措施7人，追缴违纪违法
资金642.96万元。

“廉”字为荣，突出特色强化主题宣传

抓主题宣传。紧跟各阶段重点热点焦点
工作，聚焦主题，强化舆论引导。今年以来，共
计在咸宁市级以上媒体发表宣传稿件141篇，
其中在中央级媒体发表20篇，省纪委网站发
表19篇。

抓专题宣传。主动对接各级主流媒体平
台，通过开设“十进十建”和“党风廉政建设
宣传教育月”专栏或专版，在广播电视台、电
台、网站开设《赤壁纪检》《廉政之声》等相关
栏目，对全市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监察法规
宣传教育“十进十建”活动和党风廉政建设

宣传教育月工作及反腐倡廉工作成效进行专
题报道。

抓点题宣传。持续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资
源，围绕“三国廉政文化”“金峰红色廉政文化”

“茶廉文化”三张廉政文化名片，在打造“三国
廉政文化教育基地”的基础上，继续规划打造
茶庵岭镇金紫山“红廉”教育基地和羊楼洞“茶
廉”文化教育基地。

“能”字为先，全面加强干部自身建设

加强两委内部监督。落实个人有关事项
报告制度，要求机关副科级以上干部全部如实
填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开展纪
委监委出入国（境）登记备案管理工作，实行全
员备案。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扎实开展民主生活
会，常态化组织党员下沉城乡社区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一线，组织全体党员到居住地小
区报到，践行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提高机关规范化水平。加强制度建
设，规范权力运行，出台《留置专区和谈话
场所管理监督工作规定》《关于加强审查调
查文书规范管理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 5
个，修订完善机关管理制度18项。创新派
出纪检监察组“集中办公+巡回派驻”工作
模式。

本报讯 通讯员张文、任玉香
报道：“好的家风是一艘航船，载着
家人抵达安全的彼岸。健康积极的
家风可以让人养成好习惯、好品质，
让我们受益终生……”

近日，在赤壁市中伙铺镇召开
的领导干部家属廉政座谈会上，该
镇罗县村支部委员魏红梅用一种
话家常的方式娓娓道出一个普通
家庭平凡而感人的奋斗故事，向在
场领导干部家属传递出积极、乐
观、向上的家风文化。镇全体党政
班子成员及其家属、村社区书记和
镇直单位负责人家属近40人接受

了一场深刻的廉洁家风教育。
这是中伙铺镇结合本地风土民

情，深挖基层好人物好故事，积极推
进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的一个缩影。

为了让廉政教育走深走实，今
年“宣教月”活动开展以来，该镇依
托本地优秀干部、榜样家庭、历史名
人，通过实地走访、询问村民、翻阅
地方志等方式，挖掘出了一批具有
本地“基因”的廉洁故事，并以全市
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系列活动
为契机，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宣传教
育，助推了廉政文化建设，促进了党
风政风不断好转。

在该市纪委监委举办的“赤壁
廉韵”廉政征文活动中，中伙铺镇
大力挖掘身边的廉洁故事，以该镇
两名村级监察信息员克己奉公、坚
持原则的真实经历为内容报送征
文，均荣获三等奖，在全镇引起了
崇廉尚廉的良好效应。全镇干部
通过观看影片、推送文章等方式学
习中伙铺镇烟墩村抗战英雄田际
钿的英勇故事，感悟先烈精神、共
忆峥嵘岁月、牢记初心使命、恪守
廉洁清风。

“肥沃的中伙热土养育着敦厚
淳朴的中伙人民，积极的中伙基层

干部也演绎着和谐向上的廉洁家
风。我们将继续把廉政教育与本地
文化资源相结合，走出一条让党员干
部和群众更喜闻乐见的‘接地气’的
宣教之路。”该镇纪委书记任树林说。

本报讯 通讯员罗雨轩报道：
“莲，因洁而尊；官，因廉而正。”“多植
荷花塘自清，勤反腐败政自明。”……
近日，乘坐9路公交车的乘客发现，9
路车变得和原来不一样了，一张张廉
政海报贴上挡板，一张张廉洁卡片插
入拉环，车载电视滚动播放廉政教育
片，吸引了乘客的目光。

为深入推进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宣
教月”活动，赤壁市公交集团充分利用
自身资源优势，创新开展“自选动作”，
以公交车为载体，精心策划推出“廉政
文化专线”，打造流动的廉政文化课堂。

据悉，该“廉政文化专线”选择9
路公交车作为主要宣传车辆，通过在
车厢内张贴廉洁标语、廉政漫画，在车
载电视上滚动播放廉政宣传片，发放
廉政宣传手册等方式，在车厢内营造
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让市民在乘车
过程中接受廉政文化春风化雨、润物

无声的熏陶，把“廉洁种子”播撒到城
市的各个角落。

该路线由大润发物流中心和中伙
铺镇双向发车，途径赤壁市政府、赤壁
市人民医院、行政服务中心、高新区等
站点，全程单边路线约长20公里，客
流量大、覆盖面广，切实增强了廉政文
化的影响力、辐射力和渗透力。

“一上车就感觉‘清风拂面’，一路
上还可以看看廉政小故事，既营造了廉
洁氛围，又缓解了我们乘车的枯燥，这
样的宣传生动有趣不刻板，大家都愿意
看。”家住中伙铺镇的乘客王先生说道。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进‘廉政
文化专线’系列配套设施建设，在城区
公交站台设置廉政广告宣传牌，张贴
廉政海报，把公交站打造成廉政文化
教育站点，将廉洁教育贯穿市民出行
全过程。”赤壁市公交集团纪检监察审
计部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 通讯员王丽报道：“廉是一
种心态，以宠辱不惊的淡定，伴随善终如
始的热忱。廉是一种气度，用非凡的勇
气和胆识，去守护心灵的净土……”走进
赤壁市城发集团各个建设工地、项目现
场，绿化围墙上一条条传递清风的警
语、一幅幅形象的廉政漫画让人眼前一
亮，清新浓郁的廉政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这面“廉政文化墙”，是该集团依
托现有资源，结合具体工作实际开展
廉政教育的成果之一。

今年以来，赤壁市城发集团紧扣
“强化清廉实干担当 聚力决胜全面
小康”这一主题，深入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廉政文化活动，努力营造出清正廉
洁的国企发展环境。举办党建知识和
反腐倡廉知识竞赛，充分调动集团内党
员干部接受纪律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自觉性；开展党风廉政演讲比赛，引

导集团干部结合自身行业领域党风廉
政建设和工作实际所思所感，讲述先进
人物的感人事迹，分享廉洁感悟。

此外，通过网上网下相结合的方
式，打造“网络+现实”的立体预警教育
模式。网上通过微信平台定期推送党
风廉政新动态，在节假日等重要节点进
行廉洁提醒，组织集体收看媒体网站展
播的《在路上》《王荷波》《铁血忠魂》等
文化作品；网下开展廉洁从业专题讲
座、参观教育基地、编印《廉洁过节提醒
卡》等，增强干部职工纪律规矩意识。

“加强纪律教育，国有企业不能例
外。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纪律教
育，筑牢廉洁从业思想防线，增强防腐
拒变的能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
的企业氛围，为赤壁市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大动力支持。”赤壁市城发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陈立新说。

本报讯 通讯员罗雨轩、朱康
莉报道：“为民理政树新风，立党倡
廉灭 虫”“功在勤政，威在律己”

“清正在德，廉洁在志”……在丹桂
飘香的秋日，伴随朗朗诗声，一场廉

政诗词、廉政书法交流会在赤壁市
车埠镇芙蓉村举行。该市文联诗词
楹联学会和老年书画学会的30名
会员围绕“廉洁”主题，现场创作
130余幅廉政文艺作品，赠送给镇
各党支部，将廉洁正能量传递到全
镇各个角落。

这是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
活动在车埠镇如火如荼推进的一个
场景。

9月以来，车埠镇把党风廉政建
设宣传教育月活动作为全面从严治
党的重要抓手，积极创新宣传方式，
拓展教育载体，通过一堂廉政党课、
一封廉政倡议书、一场廉政诗词书

法交流会、一个廉政文化长廊等“八
个一”活动，充分发挥廉政文化的熏
陶教育作用，引导党员干部群众学
廉思廉、践廉助廉，在全镇营造崇廉
尚洁、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该镇将党纪法规作为党员干部
群众的“必修课”，通过线上开展党
纪法规知识测试、线下组织专题廉
政党课、发放党风廉政建设应知应
会手册、打造廉政文化墙等方式，把
学纪学法、普纪普法做深做实。充
分发挥反面典型“活教材”作用，强
化警示教育，组织全镇党员干部集
中观看警示教育片《蜕变》，学习《农
村党员干部警示案例选编》，以身边

人和身边事警醒党员干部以案为
鉴，警钟长鸣；向全镇党员干部家属
发放“不忘初心、廉洁同行”家庭助
廉倡议书，倡导党员干部家属常吹
家庭“枕边风”，树牢廉洁齐家意
识。同时借助形式多样的廉政文化
活动，以文化人、以廉育人，让廉政
文化浸润人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借助村村
通广播、微信、短信平台、政务公开
栏等多种载体，延伸宣传触角，扩大
宣传半径，把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
育覆盖到每个党组织、每名党员，让
廉洁之声传遍千家万户。”该镇党委
书记孙克芳表示。

赤壁市车埠镇

宣教主打“八个一” 廉政文化浸润人心

正风肃纪不停步 砥砺奋进扬清风
——赤壁市纪检监察工作综述

通讯员 赤纪宣

赤壁市中伙铺镇

深挖本土故事 廉洁教育更“接地气”

赤壁市城发集团

让廉政文化“走”上墙

赤壁市公交集团

让廉政文化“乘”上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