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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文新军 通讯员唐勇 莫桥
林）记者从日前在资源县召开的全市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第二次例会暨脱
贫攻坚作风建设年推进会上获悉，今年 1 至 8
月，全市扶贫领域立案 939 件，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 606 人，其中处级领导干部 10 名、科
级干部 82 名，主动交代问题 196 人，追缴、
主动上交涉案金额 3700 .4 万元，全市专项治
理工作不断推向深入，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
坚强的纪律保障。

实行清单化管理，层层压紧夯实责任。市
委出台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细化党委（党
组）主体责任 5 项、部门监管责任 10 项、纪
委监督责任 20 项，逐一落实到 17 个县区和
42 个市直单位，涵盖 22 个扶贫职能部门，层
层划好“责任田”。市纪委制定贯彻中央纪委
副书记徐令义在广西调研督导时讲话精神整改
方案和内部责任分工方案等配套制度，明确领
导班子成员、 17 个部室责任清单。突出专班
专抓，组建专班力量，负责统筹推进专项治理
工作，将专项治理年度任务分解为 58 项，实
行“挂图作战”，按周推进。出台扶贫资金项
目监督管理办法和报备制度，督促各级各部门

对扶贫项目和资金分年度、分类别、分地区
梳理，建立数据库，实行清单化管理，全市
共报备项目 2349 个，资金 47 .22 亿元。

深入蹲点调研，强化督促指导。建立市
县两级纪委监委班子联系贫困乡村蹲点制
度，围绕问题发现少、线索处置能力弱等问
题，带案下访，深入群众开展调研督导。市
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吕洪安不
打招呼、不定路线，直插基层，深入龙胜各
族自治县的太平村、临桂区的仁义村、永福
县的丹江村等 8 个县区 12 个深度贫困村蹲
点调研，摸清底情、查摆和解决问题，督促
专项治理工作落到实处。全市共开展蹲点调
研 356 人次，覆盖乡镇 134 个、贫困村
184 个，走访贫困户 2155 户，发现并整改
问题 246 个。

坚持问题导向，深挖细查问题线索。推
行问题线索排查制度，畅通举报渠道，扩大
案件线索来源。全市共梳理 2016 年以来扶
贫领域信访举报案件 868 起，问题线索
288 条；开展大接访 112 次，接待群众
5529 人次，受理问题线索 281 条；明察暗
访 255 批次，发现问题 881 个；发出公开

信 8 万多封，向全市贫困户发放监督卡 120
多万份；设置举报箱 1600 多个，收集群众
信访举报 575 件。充分发挥联动协同制度
作用，督促扶贫领域各职能部门围绕扶贫资
金项目监管责任开展自查自纠，共核查项目
1919 个，涉及资金 22 .2 亿元，移交问题线
索 655 条。

加大执纪问责，保持高压惩治态势。坚
持用案件推动工作，精准发力，坚决查处贯
彻脱贫攻坚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到位、阳奉阴
违，扶贫项目资金管理使用中贪污挪用、截
留私分，优亲厚友、虚报冒领，以及以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对待扶贫工作等问题，持续
强化震慑作用。全市严肃查处扶贫领域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153 件，问责 354
人。紧盯“关键少数”，先后查处了 10 名
处级领导、 82 名科级干部虚报项目套取资
金、责任落实不力等一批有影响、强震慑案
件。紧盯重要岗位，加大对贫困县扶贫职能
部门领导、深度贫困乡镇领导班子、深度贫
困村“两委”干部的违纪问题查处力度，直
查直办了龙胜各族自治县卫计局原局长，兴
安县高尚镇原书记、镇长虚报套取扶贫工程

款等一批群众反映强烈、影响恶劣的案件
174 件。紧盯项目资金监管环节，重点针对
项目审批不严、资金监管不力等问题，查处
县直单位 256 人、基层站所 167 人。同
时，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专项治理有机
融合，严肃查处涉黑涉恶“保护伞”问题，
共排查线索 45 条，立案 5 件，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 4 人，移送司法机关 4 人。

深化警示教育，形成持续震慑。坚持通
报曝光制度，在清廉桂林网站开设曝光专
区，对典型案件实行“一月一通报”，对直
查直办案件第一时间通报曝光，全市共通报
曝光扶贫领域典型案件 127 期 318 起。组
织开展“十个一”警示教育活动，市纪委主
要领导对 320 名扶贫干部和 2000 余名贫困
村干部开展警示专题授课，组织党员干部
1037 批次 4 .45 万多人次到桂林廉政教育基
地接受警示教育。改进通报曝光方式，通过
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宣读、在村屯宣传栏里张
贴、在乡村喇叭中广播等形式，及时通报曝
光到村屯。建立回访督查制度，对乡镇和村
屯通报曝光情况进行回访督查 103 次。

在“专”上做文章 在“治”上下功夫

全市专项治理工作深入推进
今年 1 至 8 月，全市扶贫领域立案 939 件，606 人受党纪政务处分

本报讯（通讯员覃集华 陶炳程 记者文
新军）“我身为村里的领头雁，却曾利用职务
便利违规帮助家人及亲戚申请补助，这是一个
极大的错误，我很懊悔自己犯的错误，对纪委
的处分我诚恳接受，也感谢纪委及时帮助我纠
正错误，希望大家以我为戒……”

这是近日阳朔县纪委相关工作人员在杨堤
乡中南村党支部党员大会上，对该村党支部书

记秦某违反群众纪律的事件进行了通报，并
当众宣布处分决定后，秦某在作自我检讨。

随后，该村支部委员也集中对秦某的违
纪问题进行了成因分析，积极检讨主体责
任、监督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自身
实际，汲取教训，自觉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
风险能力，同时也表示，虽然村支书犯了错
误受到了处分，但只要他能改过自新努力工

作，党支部将继续支持他的工作，争取尽快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像这样在发案单位召开党员及干部大会
通报案情，当众宣布处分决定，受处罚人作
检讨发言，案发单位认真剖析案件发生原
因，对照案情查摆问题的做法，在阳朔县已
成为常态，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阳朔县纪委坚持把警示教育作为政治生

态的“净化器”，将案例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
以案“释”纪、“明”纪、“宣”纪，多层面、多节点及
时教育警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通
过将冷冰冰的处分决定变为警示教育的“活教
材”，使党员干部真正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引导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对身边的反面典型事例
引以为戒，防微杜渐，自觉增强勤政廉洁意识，
做遵纪守法、廉洁奉公的好榜样。

把“处分决定宣布会”变成“党纪党性教育会”

阳朔县：让冰冷的处分决定变为警示教育“活教材”

本报讯（通讯员赵理君）今年以来，七星区纪委监
委紧密结合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推进过程中的新形
势、新任务、新要求，做好“加减乘除”法，规范问题
线索管理，提升案件处置水平。截至目前，区纪委监委
共处置问题线索 113 件，初核 72 件，立案 68 件，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 44 人，处理 7 人。

建立台账做好“加法”。针对上级交办、信访举
报、巡察发现、审计发现、扶贫领域和涉黑涉恶等问题
线索，统一由案件监督管理室管理，并分类建立管理台
账，实行专人负责、集中管理、动态更新，逐件对线索
进行编号登记、定期汇总核对，做到“底数清、情况
明”，防止问题线索私存、流失，杜绝压案不查、以案
谋私等情况的出现。

跟踪督办做好“减法”。强化对本级和乡纪委、街
道纪工委、派驻纪检监察组案件的督查督办，案件监督
管理室定期同各承办部门沟通，密切跟踪线索办理进
度，全面了解线索办理情况，严格掌握办理时限，并对
即将超期的采取电话督办、现场督办等方式及时提醒。
对超期未结的问题线索和案件报主管和分管领导二次督
办。有效解决有件不查、压件不办、处置不及时等问
题，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截至目前，电
话督办 5 件，现场督办 2 件，二次督办 1 件。

科学研判做好“乘法”。由区纪委监委主要领导召
集班子成员和案件监督管理室、纪检监察室负责人，定
期召开问题线索分析会，对线索进行专题分析研判，集
中“会诊”，提出处置意见。同时，案件监督管理室要
主动与信访室、审理室等进行案件信息核对，及时、准
确、全面掌握有关案件办理结果、信访件了结审核会决
议事项等信息，进行案件数据动态更新。截至目前，召
开分析会 12 次，提出意见 30 个。

定期清零做好“除法”。开展问题线索“大起底、
大清理”，以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专项活
动为契机，对举报反映基层“蝇贪”，扶贫领域“蛀
虫”和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问题线索进行重点集
中清理处置。截至目前，共清理积压问题线索 10 条，
其中移交乡纪委、街道纪工委立案 3 件，并实现新增
问题线索动态处置清零。

七星区：

做好“加减乘除”法

强化问题线索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俸林嘉 文庭庭）“刘副镇长，今
天找你谈话，就是要把问题弄清楚、查明白。你现在处
于即将被提拔任用的关键节点，希望你用一名共产党员
的党性修养和一名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来正视问题，主
动说明，不要辜负组织对你的培养和信任！”

在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的劝导下，全州县某镇副镇
长刘某主动将涉嫌违纪的问题如实交代了出来。而这，
是一场县纪委监委专案组在廉政鉴定出具前的谈话。

为切实把好“廉洁”脉，防止干部“带病提拔与评
优”，县纪委监委主动排查问题线索，强化廉政审查程
序，围绕干部提拔任用、单位及个人评先评优、因公因
私出国（境）等廉政审查的事项，排除有“硬伤”的干
部、选出好干部。

县纪委监委采取归口管理、分级审核、统一回复的
方式，建立党风廉政审查机制，规范审查流程。各部门
单独审查，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明确责任，防止对干
部廉洁情况出现误判，确保廉政审查工作准确、规范。
对需要开展廉政审查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纪委办公室填
写意见表，及时组织信访室、党风政风监督室、纪检监
察室、案件监督管理室、审理室联审，由部门负责人对
审核情况实行签字把关，再由县纪委办公室给出综合意
见，报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签字统一回复。

对没有问题反映的，按程序给予回复意见；对于已
掌握信访举报情况的，县纪委监委通过函询要求问题、
线索具体的，成立专案组进行快查快办；对涉及被违法
立案以及党纪政务处分的，在提拔、评先表上明确写出
立案时间、核查情况、受处分时间、影响期等情况，向
申请查询单位以及个人提供真实、全面的廉政鉴定材
料。

“对拟提拔以及评优评先的干部，我们纪检监察机
关要查看他是否有被信访举报，是否涉嫌违纪违法被立
案调查审查，是否有因违纪违法处分且在影响期内，这
些都影响着干部的任用。为此，我们必须要严格把好这
个廉政关，让我们的干部‘健康’上岗。”全州县纪委
监委负责人说。

今年以来，全州县共开展廉政审查 791 人次，审
核党政干部因私因公出国（境） 9 人次，审核评优评
先单位 259 个次、个人 360 人次，晋升提拔 34 人次，
取消 19 人评先评优或晋升提拔资格。

全州：

严把廉政脉

让干部“健康”上岗

问题
序号

所在地
水源地
名称

问题具体情况 整治进展情况
是否完成

整治

1 桂林市
桂林市

东江水厂

一级水源保护区内存在交通
穿越问题，该桥未设置导流槽，应
急池等设施。

已完成交通警示牌和宣传牌的安装。正在编制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解放桥及虞山桥市政设施建设工程施工图，待下周出图后上
报市政府落实资金实施，按计划将在 11 月 20 日前完成整治工作。

否

2 桂林市
桂林市

东江水厂

一级水源保护区内存在一客运码
头，一级保护区东江水厂取水口
附近有人钓鱼、游泳、未设置警
示牌、围栏等。

按整治方案要求，桂林两江四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码头所
有相关设施进行了拆除，并于 8 月 25 日搬迁完毕。

是

桂林银监分局

金融许可证公告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川潭下

建设街小微支行等 3 家小微支行经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桂林监管分

局批准开业，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灵川潭下建设街小微支行

许可证号码：B1105S345030079

营业地址：桂林市灵川县潭下镇

建设街 58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联系电话： 07733850326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桂林

监管分局

桂林银监分局

金融许可证公告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川潭下

建设街小微支行等 3 家小微支行经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桂林监管分

局批准开业，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灵川大圩新民街小微支行

许可证号码：B1105S345030080

营业地址：桂林市灵川县大圩镇

开发区新民街 3 号（古镇庭苑旁）

邮政编码： 541001

联系电话： 07733850326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桂林

监管分局

桂林银监分局

金融许可证公告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川潭下

建设街小微支行等 3 家小微支行经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桂林监管分

局批准开业，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平乐二塘广源街小微支行

许可证号码：B1105S345030081

营业地址：平乐县二塘镇广源街

85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联系电话： 07733850326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桂林

监管分局

生态环境部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督查组于 2018 年 6 月 1 日督查时发现桂林市东江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存
在 2 个环境问题。督查组立刻“拉条挂账”，将发现问题交办桂林市人民政府，要求立即整治。现将交办问题的整治进展情情况公示如下：

生态环境部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督查组交办问题整治进展情况

桂林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公告

桂林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12 日

1 . 来信请寄：桂林市临桂区西
城中路 69 号 桂林市纪委信访室

邮编：541199
2 . 来访请到：桂林市临桂区西

城中路 69 号创业大厦东辅楼一楼
桂林市纪委监委群众来访接待室

3 . 电话举报：0773-12388
4 . 网上举报：桂林市纪委监委
举报网站网址：h t t 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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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司法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专题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学习会还邀请了市纪委驻政法委纪检组相关负责人为大家进行解读。

大家表示，要切实将学习的成效体现到抓各项工作落实上，时刻牢记并遵守《条
例》，做一个纪律面前的明白人、清醒人，把纪律真正当作碰不得的红线和带电
的高压线。

记者文新军 摄

市司法局专题学习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近段时间以来，兴安县纪检干部赴基层宣讲新修订的《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活动正如火如荼开展。县纪委将加强对各乡
镇、单位学习宣传、贯彻执行新《条例》的监督检查，对贯彻执行
不力的进行批评教育、督促整改，并严肃追责问责，不断推动新
《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通讯员唐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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