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浦，这名村干部的违纪案例比较典型，你把它

写成一篇宣传稿件。 ” 这是我参加公务员遴选到市纪

委市监委宣传部工作后接到的第一项任务。

我写过各种各样的文字材料， 却没有留意过案例

剖析类的稿件，迟迟不能下笔，只好去向同事请教。

同事对我说：“这类案例剖析的稿件， 一定要找准

切入点，剖析发案原因，放大警示效果，为建章立制堵

塞漏洞、助威发力才行。 ”

听了同事的建议， 我认真查阅了宣传部电脑中

以往的宣传稿件， 又认真浏览了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 省纪委省监委网站上刊登的各类新闻， 渐渐明

白， 我撰写的这起案例表面上是村干部在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的岗位上不作为、乱作为，把这“最

后一公里” 变成了“最长一公里” ，但案件暴露出的

深层次问题， 是该村所在的乡镇基层党组织不重视

政治理论学习、 党纪党规意识涣散、 长期漠视群众

利益造成的。

在写另一个案例剖析材料的时候， 需要分析研判

当事人违纪前后的心理，通过区纪委区监委的同志协

助联系几次均无果后，我只能硬着头皮上，想起自己

也在基层干过，沟通上应该没问题。

“您好，我是市纪委市监委宣传部的，想向您了解

一些案件细节，用于我们宣传……” 我拨通了当事人

的电话。

“你们什么意思啊？ ‘整’ 完我还不算，还要揭我

的丑，我问你，同样的违纪为什么我比别人重。 ” 当事

人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让我瞬间语塞。

看着我不知所措， 一旁的同事连忙接过话筒说：

“你好，你的违纪事实客观存在，对纪委的处分决定不服

可以按照程序进行申诉， 行使你作为党员的基本权利，

但是，打电话之前我们查阅过你的检讨书，你很后悔给

国家造成损失，希望别的党员干部吸取教训、认真履职。

这就是我们写案例剖析的目的，震慑警醒和你同在一个

岗位上的基层干部，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杜绝类似案件

发生。 你是一名党员，也是基层领导干部，难道对组织作

出的深刻检讨也不能拿出来教育警醒其他党员干部吗

……”

最终，在同事的帮助下，我顺利完成了这篇稿件，

并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和他违纪的动机、损害后果等多

重因素，隐去了当事人的姓名职务。 稿件发布后，省、

市各类新闻媒体平台广泛转载。

回顾近两月的工作体验，我认识到要做好纪检监察

宣传工作，除了扎实的文字功底外，还要有较强的政治

敏锐性，所以，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学习、善于与人沟通、

稿件实事求是……这些要求都要贯穿日常工作的每一

个环节，体现在每一篇不起眼的小文章之中。

小文章带来的大启示

市纪委市监委宣传部 浦云香

报到第一天， 主任就告诉我，“纪检监

察信访举报工作在纪检监察机关与人民群

众之间搭起了‘连心桥’ ，接待来访群众时，

遇到群众态度不好，也必须要站在群众的角

度上多思考，多释法讲纪，让群众打消顾虑、

敞开心扉，把我们当‘家里人’ ……”

主任的话我记住了，但也生出了几分忐忑，

群众会把我当贴心人吗？ 他们会相信我吗？

“叮铃铃……” 来不及细想，办公桌上的

信访举报电话响了起来。

“您好， 这里是贵阳市纪委市监委信访

室，请问您……”

“我要举报！ ” 那头的声音带着愤怒，“我

向很多单位反映过，他们说不归他们管，我就

想问一下，归不归贵阳市纪委管？ ”

“您不要激动，请将具体情况告诉我，我正

在记录……” 我一边耐心地让举报人保持冷

静，一边从他愤怒的倾诉中，了解事情的原委。

原来， 这位举报人的亲戚是一位党员干

部，向他借了几万元钱一直拖欠不还，他曾向

一些单位反映过，但是答复均不满意，于是想

到了找市纪委帮他“追回” 这笔钱。

“您反映的这个问题不在纪检监察机

关受理范围，建议您向人民法院起诉……”

我刚解释完，电话那头的音调又高了许多，

“管不了？ 我看你们就是不想管，市纪委管

不了党员吗……？ ”

当事人所反映的问题属于民事借贷纠

纷，不属于纪检监察机关受理范围，当事人

应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 。

我的接访答复没有问题，正准备挂电话，突

然想起了主任的话。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重新平复好心情，再

次耐心地解释：“我知道您很焦急，但是纪检

监察机关的确无法受理您的举报， 鉴于您反

映的情况，您应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在诉讼

过程中， 出现任何枉法裁判、 徇私枉法等情

况，您可以向我们反映，纪检监察机关会在职

责范围内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如

果您需要， 我可以将您辖区法院的电话提供

给您，您可以咨询关于诉讼的问题。 ”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 我的心都快提

到嗓子眼了。 “小姑娘，对不起，刚才对你态

度不是太好，我相信你的话，其实之前去过的

一些单位接待我的同志也告诉我要去法院起

诉， 但我都不太相信……因为你是纪委的干

部，我听你的，马上去法院起诉。 ” 举报人终于

满意地挂掉了电话。

这次“接访” 让我深切感受到群众对

纪检监察机关的信任， 也为我今后的工作

指明了方向。开展接访工作时，在坚持依纪

依规依程序的同时， 遇到群众态度不好一

定要克制，耐心、细致地运用业务知识履行

好工作职责， 因为电话那头是信任我们的

人民群众， 而我们纪检监察人就是人民群

众的贴心人。

一次以心交心的接访

市纪委市监委信访室 李蔓

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是党

选人用人的一条重要原则。 今年

以来，市纪委市监委加大干部选配

力度，拓宽选人用人视野，从 200

名报名人员中遴选来自纪检监察

系统、 法检系统及基层各单位的

18名年轻干部充实到纪检监察队

伍。 初秋之际，历练之机，崭露头

角，部分遴选新进纪检监察干部在

各自岗位上认真履职，畅谈两个月

来对纪检监察工作的感受。

■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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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派驻纪检监察组工作后的一天，委机关发文

要求部分内设部门和派驻机构报送某项工作进展情

况，我看到通知后发现按照工作安排，我所在的派驻

纪检监察组并不需要报送工作情况，于是把这个通知

收了起来。

几天后的组务会上，大家说起了这件事，组长得

知我的处理方式后在会上指出了我的问题，“小周，虽

然文件并未要求我组报送情况，但是你是纪检监察组

大家庭的一员，你作为文件经办人，是否认真对照文

件内容及要求，结合本组联系监督单位的实际认真思

考过， 文件中提到的内容难道我们不该认真学习借

鉴、提前做好防范吗？ ”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面红耳赤，想到自己在乡镇

工作了 8 年，还在不同的岗位上锻炼过，但今天却自

以为是“做完了” ，而没有想到是不是“做好了” ，心

里顿时好惭愧。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参与了派驻纪检监察组的

日常监督工作， 逐渐对派驻纪检监察组和派出机

关、驻在单位的工作定位有了初步理解，感受到派

驻纪检监察工作在与联系监督单位“打交道” 时，

自身也是一面镜子，要时刻以严格的纪律要求和规

矩意识要求自己，久而久之，对派驻纪检监察工作

有了三个认识。

“知” 与“行” 。 以前在基层工作，“行 ” 大于

“知” ，工作做完很少花时间去总结，尤其在理论学习

方面常不注重提升。 现在在派驻纪检监察组，要对不

同的单位加强日常监督， 这不仅要求政治理论强，业

务知识精通， 在日常监督工作中更是要聚焦监督首

责，要“敢于监督，敢于亮剑” 。

“常” 与“长” 。 来到派驻纪检监察组工作后，

看到全组同志指导被监督单位加强内部管控，形成

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专项监督，长抓各项工作落

实，充分发挥“派” 的权威和“驻” 的优势有了新的

认知。

“质” 与“效” 。 就拿营商环境来说吧，以前在乡

镇从事基层服务工作时， 缺乏对优化营商环境质量

与提升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的深度认知。 到派驻

纪检监察组工作后， 参与到对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

和人员的查处工作中， 看到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和公

职人员在涉企管理服务方面，吃拿卡要、故意刁难等

突出问题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我才更加深刻地体会

到提升监督质效、护航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

要意义。

两个月来形成的“三个认识” 将引导我在新征途

新岗位上铭记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仰、对党忠诚，

做一名合格的纪检监察干部， 为全市落实高标准要

求、加快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

份绵薄之力。

来到派驻纪检监察组

工作后的三个认识

市纪委市监委派驻第三纪检监察组 周静

今年 6 月， 我通过遴选考试成为市纪委

市监委办公厅的一名“新兵” 。 一落座工作岗

位， 我的眼光就停留在了对面墙上的五段鲜

红大字“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高度

自觉的大局意识、坚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

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 坚持廉洁自律的

道德操守” 。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 5 月 8 日调研

时提出的“五个坚持” ，能通过层层选拔的我自

然知道，沾沾自喜之际忍不住自言自语，市纪委

市监委办公厅也要对自己要求这么高么？ 那今

后可够得忙了……

“小张你在说什么？ ” 糟了，秘书长不知道

什么时候来到了我身旁。 “我在思考这‘五个

坚持 ’ ” ，看着秘书长的眼神，我内心很紧张，

“你先在工作中仔细体会吧， 两个月后我们再

做交流。 ” 秘书长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拉开了我

在办公厅的工作序幕。

一天，市委常委会要专题听取调度纪检监

察专项工作，涉及到此项工作的业务处室撰写

了有关材料，秘书长专门安排我协助完善。 这

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 我自然是全力以赴，于

是和该室具体负责同志一起认真开展组稿工

作。 校文稿、核数据、找亮点、显成效，一直忙到

晚上九点多，满怀成就感，我将稿子交给了分

管领导。

“文稿中对各项工作背后的政治意义、政

治要求，阐述还需充实，但这几个提法的依据是

什么？”突如其来的发问，吓得我直冒冷汗，“这

个……是，原稿材料里就有的说法。 ”

“这一做法有成果印证吗？ 年初工作报

告是这样安排的吗？ 有无查阅年初工作报

告？ ” 后续的一连串发问把我彻底问懵了，

在基层一直从事文字工作的我这才反应过

来，只考虑了文章的框架结构，对文章的政

治站位、涉及的问题和数据都没有去仔细思

考推敲，底气不足，于是支支吾吾更加答不

上来。

“小张，作为一名政治机关办公室工作人

员，既要讲政治，又要顾大局，也要在事实和数

据上务必精准、真实，这样才能体现良好的文风

和作风。 ” 领导语重心长地说。

最终，材料在经过四次修改后上报，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从那以后，领导对我说的那一番话和当

时的场景， 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提

醒着自己， 要以更高的站位、 更高的标准、

更严的要求贯彻落实“五个坚持” 的精神内

涵。

办公厅作为机关的窗口部门， 工作作风

与成效直接关系着市纪委市监委机关的形

象， 关系到纪检监察机关在干部和群众心中

的形象。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以脚踏实地

的担当，提高服务质量，发挥办公厅的标杆、

窗口和示范作用， 助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

发展。

文风展忠诚 细节显操守

市纪委市监委办公厅 张霖炜

正式成为市纪委市监委案件审理室的一

名“新兵” 至今，转眼 2 个月已过去。

“不论你之前在哪个岗位，都要以归零心

态开始工作，要做到讲政治、守纪律、懂规矩

……” 报到第一天， 这一席话始终萦绕在耳

边、铭记在心中。

文件送阅无小事

“小苏，请将案件审理受理文书送分管副

书记阅处。 ” 室主任交给我一个任务。想着把文

件送到就算完成任务，却没想到，分管领导将文

书拿到手里， 仔细查阅后问到案子的被调查人

身份及相关情况，是否被采取留置措施、材料是

否齐全、手续是否完善……我半知半解，有的甚

至完全回答不上来。

“小苏，案件审理工作要在细节上常下功

夫，不能有丝毫大意，平时接触得最多的文书

和卷宗就是案件审理工作的关键环节， 一定

不能当甩手干部， 经手的工作必须要清晰明

了，不能有‘差不多’ 或一知半解的情况。 ” 分

管领导的一次提醒， 让我在案件审理工作中

抓实抓细日常工作， 无论是规范审理文书格

式， 还是完善文书审签和报批程序， 件件入

脑、次次上心。

写材料“站位” 要高

这一天，我刚完成一篇工作报告，信心满

满地交给了主任。

“小苏，报告我看了，审理业务工作写到

位了，但是在政治站位方面还不够。 ” 看着

我疑惑的眼神， 室主任继续语重心长地说

道，“案件审理工作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

将政治审理的要求贯穿审理工作始终。 在案

件审理工作中，既坚持政治审理，突出审理

工作的政治属性和政策要求，做到从政治上

观察、思考、分析、把握问题，又严格遵守证

据规则，注重用证据说话。 只有把这个重要

性认识到位了，政治站位提高了，审理工作

才能提质增效，才能更好地履职尽责。 ”

文稿起草过关后，我参与办结了 1 件涉及

违反政治纪律案件，看到了老同志案件审理既

严明，又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审理案件中的证据

运用，确保了事实清楚、认定精准到位。

该较真的要较真

中午，墙上的时钟已经指向了 1 点。 “争

论了半天， 都过饭点了， 能否在路上继续讨

论？ ”“不去， 这个案子没讨论清楚之前没心

情吃饭。 ”“但是我仍然建议对这个案件事实

做进一步的证据补充完善……” 这是案件审

理室讨论案情的常态。 此时早已饥肠辘辘的

我，却舍不得挪开脚步，不想错过良机，多学

到一些实践的“干货” 。

案件审理室要“较真” 。 因为案件审理部

门是严格把控案件质量的专责部门，严格贯穿

了审查调查室移送案件、 审理、 定性量纪、起

诉意见、回访等各个环节，案件审理工作代表

着全市各级纪委监委机关执纪执法工作的能

力和水平。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

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规” 的二十四字

基本要求以及和同事们讨论案情、 红脸出汗

的场景，时刻提醒着我，坚持实事求是，严格

审核把关， 确保经手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

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案件审理工作二三事

市纪委市监委案件审理室 苏彦

新进纪检监察干部积极参加知识竞赛。市纪委市监委举办知识竞赛， 检验新进纪检监察干部

对业务知识的掌握情况。

筑清风 / 图

充满朝气、干劲十足的市纪委市监委办公厅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