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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文新军 通讯员唐谦子 唐媛媛）“组织
对我的处理不再像以往看到的那种冷冰冰的问责，注重事情
的前因后果，让我看到的是人性化的进步，让我感受到的是
组织对我以及对像我一样犯了错的干部的爱护。‘容错纠错
办法’的出台，对于众多和我一样的基层干部而言，既是鞭
策也是激励……”马岭镇原民政办主任秦某在领取免予政务
处分文件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是荔浦市为干部启动容错纠错机制的一个典型案例。
去年 9 月，荔浦市制定了《关于支持改革创新建立容

错纠错机制的实施办法（试行）》，对什么能容、什么不能
容划出了红线，从容错纠错的适用范围到政策界限，都有契
合实际情况的细致规定。针对本案例的特殊情形，荔浦市纪
委从保障干部权益，坚持宽严相济的角度出发，广泛听取意
见，充分调查核实。经过认真细致的核查，核查组综合各项
调查结果认为，秦某的问题更多由于基层与上级部门工作对
接沟通不及时所造成，从根本上不存在主观恶意以及谋取私
利情形。依据调查结果，最终认可秦某案符合容错条件，决
定给予其容错不予追究。

“我们不能让实干者流汗又流泪，要让他们有畏更有
为！”荔浦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彭友兴说，容错纠错
是制度也是理念，推动荔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就要在全
市进一步树立“为负责者负责、为担当者担当”的鲜明导
向，让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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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错纠错办法”

让荔浦市干部

有畏更有为

本报讯（记者文新军 通讯员赵理君）
“今天的约谈主要是敲敲警钟，防患于未
然。同时促进干部担当担责，快马加鞭推进
项目建设，确保项目建设廉洁高效、优质安
全。”

3 月 22 日，七星区委副书记肖育明，
七星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周毅松
来到和平万达旅游城项目指挥部，以座谈的
形式开展廉政警示教育，集中约谈项目指挥
部领导干部。

和平万达旅游城项目是桂林市重中之重
项目。项目总投资约 170 亿元，占地 2291
亩，涉及和平、樟木、光辉 3 个村委 12 个
自然村，约 2500 户 7000 多人，为桂林市
涉及拆迁范围最大、需安置人口最多的城中
村改造项目。项目自 2016 年 4 月成立指挥
部开展工作至今，完成项目全部 2291 亩征
地工作，拆迁工作顺利推进，拆除各类建筑
面积 45 万余平方米，完成迁坟 4750 余
座，按项目建设实际工作进度提供了净地。

约谈会上，约谈组听取了项目建设推进
情况介绍，充分肯定了项目建设取得的成
效，同时指出了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要求项目指挥部要主动关

口前移，紧盯项目建设、征地拆迁、人事管
理等容易发生违纪问题的重点岗位和关键环
节，加强项目监管，履行好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要认真查找工程项目上的廉政风险
点，根据各岗位职责、工作流程等建立廉政
风险防控制度，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

处。要坚持纪严于法，有效运用“四种形
态”，及时“咬耳扯袖”“红脸出汗”，筑
牢崇廉拒腐的思想防线，防止“形态”升级
恶化。同时，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强化
责任担当，抓紧时间、倒排工期，以奋发有
为、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全力以赴确保项目

建设按时按质完成。
“这次约谈是一剂‘预防针’，让我

清醒地认识到廉洁自律才是人生的安全
带。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将‘廉洁’二
字铭记于心，认真履职，遵纪守法，守住
底线，把万达项目建成廉洁工程。”和平
万达旅游城项目指挥部负责人表态说。谈
起这次约谈的目的，约谈组表示，通过开
展一线约谈警示教育，抓早抓小，进一步
提高项目一线党员干部不碰“红线”的主
动意识和行动自觉，助推项目建设廉洁高
效运行，防止出现“工程建起来干部倒下
去”的情况发生。

据悉，七星区纪委监委不定期加强对
重大项目建设的监督，通过一线约谈助推
重大项目廉洁高效推进。在重大项目开工
建设前、传统节假日来临前等重要时间节
点，加强对重大项目负责人约谈，提醒其
与相关方保持适当距离，提醒其要严守纪
律，不收受钱物。在党员干部出现苗头性
问题时必谈，提醒其防微杜渐、改正错
误。同时，抓住易于滋生腐败的重点环节
和重点部位，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进行监
督，确保项目廉洁高效顺利推进。

警钟常敲防风险 强化责任促担当

七星区：一线约谈助推重大项目廉洁高效推进

本报讯（记者文新军 通讯员俸林嘉）
近日，我市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干部队
伍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

》、《关于建立容错纠错和澄清保护机制
的实施办法》等 5 个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
当新作为的文件通知，以有力度、有温度的
制度措施充分调动和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旗帜鲜明地为担当
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

近年来，市纪委监委不断加强干部队伍

建设，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
的正向激励体系，让敢想、敢做、敢当成为
主旋律，促进铁肩膀、硬骨头、重作为的干
部不断涌现。

加强舆论引导，树立榜样标杆。大力选
树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先进典型，在全社
会营造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浓厚氛围。在
全市开展勤廉榜样选树宣传活动，举办“廉
政宣传月”、“勤廉榜样”先进事迹主题情
景报告会，大力褒扬有担当、有作为的优秀

党员干部。其中，恭城瑶族自治县门等村党
支部书记苏开德、灌阳县植物保护站原站长
罗标被评选为自治区勤廉榜样。

坚持公道正派，推进干部队伍建设。突出
实干导向，大力选拔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
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建设忠诚干净担当
的高素质干部队伍。2018 年至今，从桂林国
际旅游胜地建设重大项目一线、新型城镇化
示范乡镇（书记工程）建设一线、脱贫攻坚
一线中提拔了一批政治强、敢担当、善作

为、作风优的优秀领导干部。
为担当者担当，还清白者清白。在挺

纪在前、严格监督管理，惩处违纪者、问
责不为者的同时，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
来”要求，注重保护和支持遵规守纪、担
当履职的党员干部。据统计， 2018 年以
来，市纪委监委对一批党员干部进行容错
纠错，及时为 142 名受到错告、诬告的
党员干部澄清问题，实现了纪法约束有硬
度、批评教育有力度、组织关怀有温度。

本报讯（通讯员梁立园）近日，市委办公室召开全体干
部职工大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
述，进一步强化牵头负责的中央第二巡视组脱贫攻坚专项巡
视反馈意见整改责任，压实今年帮扶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特
别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对脱贫攻坚提出的新要求，对抓
好中央第二巡视组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和做
好今年的帮扶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
述，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为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

会议要求，市委办公室作为党委的中枢机构，要坚持知
行合一，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把贯彻落实中
办《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精神与
落实中央第二巡视组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任务、
抓好今年入村帮扶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从严要求，深入
扶贫一线把脉问诊，把帮扶工作做实，提高扶贫质量，确保
按时按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为担当者担当 为负责者负责 为干事者撑腰

我市建立正向激励体系推进干部队伍建设

坚持从严要求 促进真抓实干

市委办公室专题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工作重要论述

▲图为约谈现场。

本报讯（通讯员文庭庭）全州县纪委监委坚持与时俱
进，充分认识新兴媒体作用，在媒体融合环境下，做到传统
媒体与新媒体并重，特别注重运用融媒体，以廉政文化为抓
手，打造党风廉政宣传新阵地，提升纪检监委宣传教育工作
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我们要充分运用新媒体做好廉政教育，挖掘教育资
源，提升教育效果，引导党员领导干部由‘不能腐’、‘不
敢腐’向‘不想腐’、‘不愿腐’转变，形成全州县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全州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张楷
在相关会议上多次提出要求。

融媒体时代来临，为新时代纪检监察宣传思想工作带来
巨大机遇，全州县纪委监委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守正创
新，砥砺前行，成为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正风肃纪的守
望者，进而创建新时代纪检监察廉政宣传新阵地。

近两年来，在市纪委监委的领导下，全州县纪委监委推出
全新改版的“廉洁桂林·高洁全州”网站。为配合网站的运行，结
合当下手机使用情况，推出“广西全州纪检监察网”微信公众号
和“随手拍”二维码扫码举报平台。在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第一
时间发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最新动态。其中本级网
站更新 700余篇,市级媒体上稿 258篇,在自治区级媒体上稿
21篇;在本级网站“曝光台”曝光通报扶贫领域典型案例 9期
41人，通过微信公众号更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信息
200 余条，通过扫码举报平台查处案件 15 件，运用智慧纪委
平台（小鱼互联）为全县 285 个村（居）委开展视频廉政教育 5
次，实现运用融媒体广泛传递廉洁自律正能量。

全州县：借“融媒体”

创建廉政宣传新阵地

本报讯（记者李杰斌）扶贫资金怎样才
能保证全都用在贫困群众身上？桂林已持续
4 年聚焦扶贫领域治贪，查案量保持“高位
运行”。 2018 年，全市查处的干部中有将
近一半是栽在扶贫领域，平均每个月有 86
人受处分，受处分人数居广西各市首位。这
在桂林干部群众中引起震动。

市纪委监委通报，去年全市纪检监察机
关共立案 2725 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2497 人，其中仅扶贫领域立案就达 1132
件， 1033 人受处分， 565 人因扶贫项目审
批不严、资金监管不力被处理，通报曝光典
型案件 194 期 475 起。

在曝光案件中，有套取私分茅草树皮房

改造资金的村干部，有侵吞民政补助款的乡
干部等基层“蝇贪”，存在贪污挪用、虚报
冒领、优亲厚友等不同问题。还查出龙胜各
族自治县卫计局原局长在扶贫项目中索贿、
灌阳县扶贫办 23 名工作人员利用惠民项目
牟利等有影响的案件 162 件。

“绝不放过在群众‘救命钱’上动心
眼、下黑手的贪官污吏……”市委书记赵乐
秦多次在大会上和不打招呼下乡巡察时强
调，要扎实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

扶贫监管的薄弱环节在乡镇。桂林构建
了“全方位、全覆盖、多层次、常态化”的
立体监督体系，并特别下功夫打通作为监督

微循环的“最后一公里”，在广西首创建立
监督执纪协作区的工作模式以增强基层的监
管力量，首创村“两委”亲属报备制度防止
村干部优亲厚友。同时，创新建立“两报备
一监督”制度，扶贫项目在事前事后均要向
县纪委报备，得到了纪委和项目方的双重全
程监督。

基层群众的监督力量也发动起来了。桂
林广设信访举报平台，进村入户开展拉网式
大排查、大接访。去年共梳理排查 2016 年
以来信访举报案件 868 起，发现问题线索
288 条；开展上百次大接访，受理问题线索
281 个。

为了让巡察真正发挥出利剑作用，桂林

持续开展多轮次、滚动式的蹲点调研和交
叉巡察、机动式巡察，实现了对全市 4
个深度贫困乡镇、 50 个深度贫困村的巡
察全覆盖。资源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刘晴
说：“县里所有的扶贫项目都要排查，每
个贫困村都要走访。”

减贫是中国持续推进的伟大实践。据
悉，广西 2015 年就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群
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查处并直指
扶贫领域监督执纪工作，桂林的一些经验
做法在全区获得推广。

经初步认定， 2018 年,桂林 2 个贫
困县摘帽、 6 .48 万贫困人口脱贫。

本报讯（通讯员路清）“今天你得了多少分？”随着“学习强
国”掀起的学习热潮，这句话时下已成为很多机关干部的问候语。

为让“学习强国”的学习不变形、不走样，灵川县纪委监委在推
广“学习强国”的过程中，摒弃简单粗暴的学习方式，采取积极有
效、形式多样的学习形式，激发党员干部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强化学
习效果，把“刷分”必选课变为“涨知识”的选修课。

以上率下，引领风尚。“我们要建设学习型机关，要充分利用好
各种学习平台，比如‘学习强国’。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的学习，特
别是以得分为目的的学习，是最要不得的。”这是灵川县委常委、县
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罗颖在全县乡镇纪委书记、派驻纪检组组长工
作座谈会上提出的要求。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县纪委监委班子
成员和各科室负责人、各派驻纪检组组长以及县委巡察组组长纷纷带
头认真学习，把学习“学习强国”内容作为改进干部作风的重要契
机，以良好的学习风尚带动干部作风的转变。

搭建平台，学而不止。县纪委监委党支部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学
习活动，通过以室、组为单位，由县纪委各派驻纪检组组长、县委巡
察组组长或者室主任牵头，每天开展小组学习讨论，不定期开展跨部
门的学习分享交流会，让学习成为部门间工作交流与促进的有效手
段。县纪委监委机关工会利用三八妇女节开展“强体能、长本领”活
动，将“学习强国”内容融入活动中，开展趣味抢答，丰富了学习的
多样性和趣味性，进一步增强了机关党员干部学习的自觉性。

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灵川县纪委监委党员干部把学习作为一种
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把“学习强国”作为口袋书，让它成为工
作和生活的“好帮手”。各部门把与本部门相关的知识内容收集整理
并分享交流，坚持把学习的过程转化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过程，
转化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转化为转变作风、真抓实干的过
程，让学习成风化俗，成为推动工作的“加速器”，为全县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保驾护航。

灵川县：走出“形式主义”

让学习流行起来

▲ 3 月 20 至 21 日，自治区监委委员蒋才忠（右三）到龙胜各族自治县开
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蹲点调研。蹲点调研期间，先后深入平
等镇平等村和庖田村走访贫困户和村民，详细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子女教育、
健康状况及干部工作作风、扶贫项目实施与资金使用等情况。要求纪检监察机关
坚决纠正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中央专项巡视反馈意见
整改落实到位。加强对扶贫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督查检查，查处有影响力的案
件，推动专项治理工作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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