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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届桂林市委第十轮巡察全部进驻完毕
本报讯（通讯员蒙益凤 记者文新军）
记者从市委巡察办获悉，截至 3 月 31 日，
五届桂林市委第十轮巡察派出的 6 个巡察
组已全部完成进驻，随后将对市委办公室、
市人大机关、市政协机关及桂林银行等 13
个单位党组织开展为期 3 个月的常规巡
察，并延伸至所属企事业单位。
本轮巡察，各巡察组将全面贯彻巡视
工作方针，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深入贯彻“五个持续”和“三个聚焦”要
求，围绕被巡察单位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
制度建设，不断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
利和加强对中央、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意

见整改落实等方面进行全面政治体检。着
力发现党中央大政方针在基层贯彻落实不
到底的问题，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
题，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组织力欠缺等
突出问题，不断把巡察监督引向深入。
同时，根据被巡察党组织的政治责任和
职责使命，各有侧重地开展巡察。对扶贫开
发专责小组成员单位，还要重点检查落实行
业扶贫职责、行业扶贫政策、行业扶贫任
务、行业监管职责“四个落实”情况，看是
否做到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手抓、两手
硬”。对企业的巡察，还要重点关注坚持党
对国有企业的领导、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企业廉洁风险防范和领导人员廉洁从业
等“三类问题”。

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出席进驻动
员会时强调，被巡察单位党组织和党员领导
干部要站稳政治立场，查找政治偏差，端正
政治态度，在自觉接受监督的过程中，不断
加强和改进各方面工作。要主动学习巡视巡
察工作要求，实事求是反映问题，为巡察组
工作创造必要条件，同时对巡察干部作风和
纪律进行监督，共同完成好本轮巡察任务。
被巡察单位党组织负责人表示，将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认识巡察的重要意义，
全力支持配合巡察工作，
扎实抓好问题整改，
以整改实际成效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
据了解，本轮被巡察单位包括市委办公
室、市人大机关、市政协机关、市信访局、
市委老干部局、市委编办、市自然资源局

(市国土资源局、市园林局、市不动产登记
和房屋交易中心)、市审计局、市接待办、
高铁(桂林)广西园、桂林银行、市城投公
司、市文体集团等 13 个单位。五届桂林市
委第十轮巡察将在被巡察单位工作 3 个
月，每个巡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
政信箱。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等有关规定，市委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被巡
察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和下一级党
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及重要岗位领导干
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
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
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
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永福镇： “清廉乡村党旗红” 浩然正气满乡村
本报讯（记者文新军 通讯员庞雪云
崔志宏）
虚报冒领——
— 一些基层干部利用机
制漏洞，把惠农资金当成“唐僧肉”；
“雁过拔
毛”——
— 一些村干部想方设法从各种惠农资
金中
“拔毛”
，
以各种名义向群众收费……
农村基层小微权力点多面广，单纯依靠
上级纪检部门难以实现有效监管覆盖。为解
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永福县永福镇推行
“ 1+5 ”廉洁乡村行动。“ 1 ”即打造 1
个廉政文化建设试点村，创建“清廉乡村党
旗红”品牌；“ 5 ”即一条廉政长廊、一
座议事亭、一套村规民约、一个廉政小课
堂、树立一批“最美”典型，有效加强农村
党风廉政文化建设，将问题解决在源头。

试点创品牌： “清廉乡村党旗红”
“以前，曾村村是软弱涣散基层党组
织，面对群众反映的矛盾纠纷，一些村干部
认为是小问题，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永

福镇党委书记莫正云说，正是这种心态，削
弱了村“两委”班子的战斗力，导致一些党
员缺少对廉洁的敬畏，影响了村屯中心工
作，群众意见很大。
为此，该镇以曾村村为试点，结合乡村
治理，高标准建设廉情速递站，围绕“三个
提升”（提升基层党建质量、提升乡村风
貌、提升产业发展）精准发力，打造“清廉
乡村党旗红”廉洁乡村品牌。
“本村靠近永良旅游公路，未来乡村旅
游大有可为，要把廉洁乡村建设同乡村旅游
结合起来。”“我觉得不仅要重视硬件提
升，还要注重树立清廉之风，使之成为世代
相传的家风家训。”去年，在曾村村廉情速
递站周例会上，村“两委”干部为建设廉洁
乡村出谋划策。
据了解，建设廉情速递站，镇纪委干部
定期下沉召开周例会集聚众智是永福镇强化
廉洁乡村建设的举措之一。同时，该镇还实
施廉洁乡村建设“一体化”工程，改建村级

组织活动场所，高标准配备“六室一中
心”，充分整合公共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建
设戏台、球场、农家书屋，获得自治区“五
星级党组织”
称号；
实施子陂背屯党建示范工
程，新建银杏大道、古树广场、景观小广场等
基础设施；创建沙糖桔标准化管理示范园
320 亩，
全村柑桔种植面积 6000 亩。

“五个一” 机制创载体，促村风
民风向好向善
“以前对廉政文化不了解，觉得看不见
摸不到。现在廉政文化不仅进到我们村里，
还以这么新颖好看的形式表现出来，不管是
村里的资产资源出租情况，还是村里补助资
金对象和各类开支使用情况，在这里都公示
得一清二楚，真是不错！”在一条不足百米
的廊道上，曾村村民林国一边饶有兴致地介
绍廉政文化，一边高兴地对记者说。
据悉，曾村村廉政长廊由公示栏和实体

化的廉政文化展板组成，直观展示各种廉政
文化故事，并配备休闲木凳，方便群众学习
和休息。同时长廊还有介绍“党员管理有杆
秤”“党员干部包片联户制度”等栏目，推
动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运行。
此外，该镇还开展建设一座议事亭，协
助村“两委”制定议事流程、议事规则，并
推出议事顺口溜，提升议事效率；一套村规
民约，严刹奢侈浪费、大操大办之风，制定
完善村规民约，内容覆盖垃圾管理、子女教
育、产业发展等，并强化监督执行。目前，
该镇各村都制定了村规民约，成为大家共同
认可和遵守的行为规范，曾村村已连续 4 年
实现零非访。创建一堂廉政小课，组织“清廉
宣讲团”深入乡村开展宣讲，创新开设“指尖
上的廉政课堂”，将廉政教育学习覆盖全镇
75 个党支部；树立一批“最美”典型，大
力挖掘尊老爱幼、和睦邻里优秀传统文化，
持续举办邻里文化节，组织开展“最美”系
列评比活动，用身边事感染身边人。

兴安县：严督查明底数促整改 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通讯员蒋娟)近日，兴安县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督查专责小组会同县纪委监
委、县督效办、县扶贫办等单位成立 4 个
督查工作小组，对全县第一季度脱贫攻坚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专项督查。
督查前，县人大副主任、党组成员、县
脱贫攻坚指挥部副指挥长胡琳主持召开了督
查培训会，重申督查工作纪律，要求全体督
查人员要深入现场，全面掌握工作动态，认

真查找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对发现的问题
要及时反馈；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服
从安排，全力做好本次督查，确保督查结果
真实准确、客观公正。
督查组采取实地查看、入户核验、与贫
困户面对面交谈等方式，对各乡镇、帮扶单
位及帮扶联系人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进行
了督查，督查内容主要包括帮扶联系人入户
信息核查、“一户一册一卡”培训及填写、

产业扶贫政策宣传和实施、贫困户基本医疗
保险办理等情况。每督查一户，督查人员都
认真填写督查情况登记表，详细记录督查中
发现的问题。截至目前，共对 10 个乡镇 20
个行政村(其中贫困村 11 个)35 个自然村，
107 户贫困户(其中预脱贫户 21 户)进行了
入户核验。
“帮扶计划过于简单，未能体现具体帮
扶措施、收入金额及预计帮扶成效。”

“ 2019 年 10-12 月份收入、联系贫困生情
况存在漏填现象。”……督查结束后，督查
组对各乡镇第一季度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梳理、分析、汇总，并将督查情况在全
县进行通报。对督查发现的问题，要求相关
单位及责任人立行立改，有效整改。
督查过程中，督查组还注重收集贫困
户、村委干部等对当前扶贫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为下一步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提供参考。

“货郎书记” 陈欢欣
□本报记者文新军

通讯员王建成

文/摄

“过年回趟家，七岁的女儿领了两百块
钱红包，都要跳着拿给爸爸了，不和我这个
老妈亲咯。”驱车驶往扎马头屯“带货”的
路上，资源县车田苗族乡黄宝村“第一书
记”陈欢欣笑着说。她本想趁着过年这几天
好好粘着女儿，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强烈
的使命感让她在大年初五晚上便下定决心返
岗，哄女儿入睡，吻额头告别后，匆匆收拾
行李便火速赶回了黄宝村。
“女儿不亲，黄宝村的小孩子可和陈书
记亲得很！她驻村不久就走遍了黄宝村 18
个村民小组，苗话都难不住她。后来村里的
小孩看见她都会甜甜地叫她姑奶奶。”一旁
的黄宝村委主任王修和说道。
从疫情防控到春耕生产，陈欢欣一直奋
战在一线。为了减少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缓解村级产业的销售压力，在“守卡”结束
后，陈欢欣便奔波在了“带货”路上。
山路陡峭，蜿蜒如水蛇。“离合、换
挡、油门”，陈欢欣驾驶汽车在崇山峻岭中
来去自如。
“得手动挡的车子才能搞定这边的山
路。别看我这辆小汽车，装货可不少，一年
要帮我们的村民装 20 多万的货物出去
卖！”陈欢欣骄傲地说。
担任“第一书记”以来，陈欢欣大力推
行“消费扶贫”模式，探索“资源农特产品
进校园”活动，开通黄宝村与后盾单位广西
师范大学消费扶贫的消费“专列”，将黄宝
村的土鸡、食用菌、辣椒、西红柿等农特产
品与师大教职工的需求有效融合对接，线上
线下进行销售，极大助力了该村产业发展。
在担任“第一书记”的两年时间里，陈
欢欣的帕萨特在她的“物流通道”上跑了四
五万公里。仅在 2019 年里，她就通过自己
的“独家速运”将土味山货带回城里销售，
为村里增收 20 余万元。
“既然来到这个村，就要为这一方水土
留下点什么。发展产业就是第一要义，将来
我们走了，还有致富产业留在村里！”

▲陈欢欣正在走访贫困户 。
陈欢欣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市
场调研中，她发现五排地区的黑猪深受广东
市场青睐，如果能将其进行规模化科学养
殖，将会是村民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为此，陈欢欣苦研政策，勤跑项目。在
乡党委、政府的带领下，牢牢把握住粤桂扶
贫协作对口帮扶机遇， 2018 年争取 400 万
元资金，将黑猪养殖扶贫项目落户黄宝村。
经过一系列的筹备，黑猪养殖基地即将建设
完成。然而，突如其来的非洲猪瘟打乱了养
殖产业的发展步伐，陈欢欣及时“刹车”，
与各界人士积极探索勇寻出路。得益于车田
乡海拔高、温差大等独特地理条件，陈欢欣
看准了食用菌种植的大好前景，通过乡里支
持，黑猪养殖基地摇身一变成为了食用菌种
植加工基地。陈欢欣带领黄宝村 20 余户贫
困户在扎马头、
洞尾子片区种植大球盖菇 40

余亩，预计将为该村创收 20 余万元。陈欢欣
表示，
接下来她会根据市场
“踩油门”
，
多方联
系拓宽渠道，
通过试点引领，
示范进一步扩大
该村食用菌种植规模，发展农户只浇水便增
收的食用菌
“自动挡”
产业。
“小鸡炖蘑菇”是一道美味的家常菜。
菇有了，鸡怎么能少？在黄宝村土鸡养殖基
地，农户将背篓中刚采摘的油菜花撒在地
上，顷刻间鸡群争相啄食，欢聚在溪边疏林
和田间地头。该土鸡养殖基地就是陈欢欣打
下的另一片产业发展“根据地”，基地年养
殖土鸡 10000 羽。
因受疫情影响，存栏 3000 多羽土鸡的
销售成了一大难题。陈欢欣苦苦思索，借力
“三八”女神节推出土鸡菌子尝鲜套餐活
动。通过锲而不舍的线上推广，广西师范大
学教职工反应强烈，在学校扶贫微信群接力

购买，现场扫码支付，人员零接触，给久居
家中的教师们带来了“黄宝宅急送”。“货
郎书记”这一称号便由此而来。
产业发展是第一要义，扶贫扶志更是本
职。陈欢欣深知其中的意义。
黄宝村贫困户罗立满是三个孩子的父
亲，小小的个子用坚强的肩膀撑起大大一个
家，西红柿和辣椒种植便是家中收入的全部
来源。
然而资金用于发展生产尚未回笼，
小额
贷款却即将到期，
平日本就寡言少语的他，
此
时更是一言不发。
“欠钱不还会影响征信，会
影响到小孩的学业甚至一生。
”
看着贴满了一
堂屋的孩子的奖状，
罗立满心头一酸，
严冬中
躲在辣椒地里抽起了旱烟，
一坐便是一天，
心
中的希望随着吐出的烟雾消失殆尽。
偶然之际，罗立满的艰难传到了陈欢欣
的耳朵里，手头并不宽松的她连夜找到罗立
满，借他 3 万元以解燃眉之急。同时不断
鼓励他克服困难，用勤劳与智慧走上致富的
道路。
“欢欣”鼓舞，乌云散尽，心窗打开，光明
进来。再见已是腊月。一天，陈欢欣入户走访
回到村委已是天黑。准备开门时一个黑影站
了起来，
原来是罗立满。
由于陈欢欣进入山中
手机无信号，
一时半会联系不上，
他便蹲在村
委门前守到了天黑。看到罗立满用塑料袋提
着三万元现金，一向不让须眉的陈欢欣眼睛
早已湿润，
没想到他一直惦记着这个事。
“我们的群众非常的朴实！你为他们做
一丁点事，他们都会记在心里。”陈欢欣表
示，担任“第一书记”两年多来，虽然有时
觉得很苦很累，但看到贫困群众在自己的帮
助下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打心底里为他
们高兴，再苦再累也值得！

勤廉榜样

潘利珍

责任校对

邓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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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乐县：

暗访督查常态化
正风肃纪强作风
本报讯（通讯员陶贷玉 莫振芳）平乐县纪委监委持
续开展常态化督查，不断深化巩固作风建设成果。近期，
平乐县纪委监委与县委组织部对 10 个乡镇“三家班子”
成员值班驻勤情况、 31 个贫困村扶贫工作队员驻村情况
开展督查，并对各乡镇召开 2020 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大
会情况开展督查，以作风攻坚促进脱贫攻坚，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您好，我们是督查暗访组的工作人员，请问今天的
值班领导是谁?班子成员是否都在乡镇？”在各乡镇政
府，督查暗访组通过询问党政办值班人员，采取点名见
面、电话查证、查看请假手续等方式，督查各乡镇“三家
班子”成员是否正常值班驻勤，给“走读干部”戴上“紧
箍咒”。在各乡镇政府，督查暗访组都提醒班子成员严格
遵守纪律，按要求开展工作，去开会、跑部门、下村工作
的也要履行相关手续，统筹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和脱贫攻坚工作。
“我们是督查暗访组的人，你和工作队员都在村里
吗?今天开展了哪些工作？”督查暗访组采取不打招呼的
方式，直接深入村屯，对扶贫工作队员驻村情况开展专项
督查。在村委会，督查暗访组通过检查考勤记录、请假休
假手续、查阅台账资料、向村委干部现场了解等方式，了
解驻村扶贫干部纪律及工作情况。同时，要求工作队员切
实增强自我约束意识，加强廉政建设，明确当前脱贫攻坚
任务的紧迫性，严格遵守扶贫工作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
在工作中以“两不愁三保障”为主线，坚定不移地把驻村
扶贫工作做到实处。
“请问你们乡镇今天参会人员有多少？有没有请假
的？都到齐了吗？是否严格按照规定做好会场防控工
作？”县纪委监委派出 10 个督查组，对全县 10 个乡镇
召开 2020 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大会情况进行一对一督
查，严把会议纪律关、安全关。督查组详细查看各乡镇会
议人员签到、会场纪律及记录，检查是否存在迟到早退、
缺席和违反会议纪律等情况，并如实详细做好登记。督查
组提出，各乡镇纪委要在乡镇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坚守工
作岗位，积极主动履职，注意方式方法，以有力有效的监
督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2020 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
年，平乐县纪委监委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督查，督促各乡
镇、县直各单位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责任担当，认真按照县
委“三三”工作机制、2020 年脱贫攻坚工作“三十条”要求，
严肃工作纪律，
坚守岗位，
以铁的纪律倒逼干部作风不断转
变，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桂林建昌建设有限公司：

情系贫困村
结对帮扶助脱贫
本报讯（记者文新军 通讯员阳小斌）“你身体不
好干不了重活，那就利用自己的果园养鸡如何？我们免
费为你提供鸡苗，给你购买谷子、玉米等，你就负责饲
养，等到鸡出笼的时候我们以高于市场价给你回收。你
说行不行？”日前，桂林建昌建设有限公司负责人雷定
平在公司结对帮扶的贫困村——
— 平乐县二塘镇新华村走
访慰问贫困户时，与贫困户兰桂才商量脱贫致富对策。
今年 3 月 13 日，市政府召开部分重点企业结对帮扶
贫困村工作座谈会，号召全市广大企业结对帮扶全市 51
个计划 2020 年脱贫摘帽的贫困村，确保全市剩余贫困
村、贫困人口今年全部如期脱贫摘帽。市委、市政府发
出号召后，桂林建昌建设有限公司积极响应，迅速行
动。 3 月 18 日上午，公司负责人就与市政协、平乐县相
关负责人一同前往平乐二塘镇新华村考察，走访了解该
村相关情况，并正式确定结对帮扶工作。 3 月 20 日，公
司负责人再次来到新华村深入考察，详谈帮扶计划，并
向新华村委捐款 10 万元，用于该村基础设施和党群服务
中心建设。
据悉，平乐县二塘镇新华村是“十三五”贫困村，
全村主要种植柿子、沙田柚、桃、李等。全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 255 户 1004 人，在上级党委、政府及帮扶单位的
带领下，现已脱贫 242 户 963 人，还有 13 户 41 人未脱
贫。
在深入了解该村实际情况后，公司决定采取“输血
式”扶贫与“造血式”扶贫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激发
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在基础建设、产业发展、就业务
工、市场信息等方面给予力所能及的帮扶。公司董事长
雷定平表示，除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支持外，作
为一家建筑企业，公司将在就业方面进行扶持，对该村
大学生、专科生到公司就业给予优待，同时帮助部分困
难群众实现进城就业，重点培育成为建筑劳务人员和后
勤保障人员；在产业扶持方面，针对村民种植、养殖的
农副产品，公司将根据需要定向采购，并利用自身资源
帮助拓宽销售渠道，助力新华村实现 2020 年脱贫摘帽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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