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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党代会 荆楚新跨越

全面从严治党保持高压态势
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立案审查厅局级干部 274人
本报讯

（记者 蒋太旭）昨日，省委宣传部召
开“喜迎党代会 荆楚新跨越”系列新闻发布会
第四场“湖北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举措和成
效”。 长江日报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省第十次
党代会以来， 我省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全
省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厅局级干部 274 人、
县处级干部 2923 人。 省纪委严肃查处了鲁志
宏、夏先禄、华应生、王宏强、吴勇、吴元欣、曾
德权、白章龙等一批严重违纪案件。
据介绍，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省加大
执纪审查力度，重点审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

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
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 全省纪检监
察机关共受理信访举报 424253 件 （次）， 立案
66667 件， 结案 63066 件，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62740 人，立案审查厅局级干部 274 人、县处级
干部 2923 人。
扎实开展反腐败追逃追赃“天网行动”，成
功追回 4 名“百名红通”人员，追回其他外逃人
员 40 人。
坚持抓早抓小、动辄则咎，最大限度教育
挽救干部。 2015 年以来，全省纪检机关谈话函

询 12794 件（次），给予党纪政纪轻处分 35347
人，组织处理 6913 人。 为 8826 名干部澄清是
非，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
省委和省纪委在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上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全省查处落实主
体责任不力问题 1314 个，处理 1495 人，给予
党纪政纪处分 1120 人， 实施经济责任问责
3232 人。 对省地税局、洪山区等党组织和纪检
机构原主要负责人严肃问责，给予党纪处分和
组织处理，在全省产生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紧盯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我省部署开

展了领导干部“带彩娱乐”问题、财务票据突出
问题等 28 项专项治理， 全省共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8503 个， 处理 24084 人，
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3610 人。
针对基层违反群众纪律突出问题、 农村
“三资” 监管突出问题和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
益 问题等开展 6 项 专 项 治 理 ， 共 查 处 问 题
62801 个，处理 6853 人。 严厉查处贪污侵占、虚
报冒领、优亲厚友、截留挪用等问题，共取消违
规享受惠民政策资格 26 万人， 追缴退交违规
资金 1.22 亿元，追责问责 21989 人。

·第 18 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

“反面教材”警醒党员干部守规矩
记者黄征 通讯员段晨晨 周传燕 陈驰 周胜 温艳

旁听庭审触动心灵
“我很后悔，对不起组织和家人”
“我很后悔，对不起组织和家人。 ”12 日上
午，汉阳区人民法院二号法庭座无虚席，刑事
审判庭的法官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一
起职务犯罪案件。 该区纪委、财政局、房管局、
教育局、城管委、卫计委、地税等单位 30 余人
旁听了庭审，零距离接受廉政警示教育。
庭审中，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某身为
国有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伙
同他人以骗取手段共同贪污国家拆迁补偿款，
数额特别巨大；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
取利益，数额巨大，应当以贪污罪、受贿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经过一小时多的举证、质证、法庭辩论，被
告人董某某最后陈述表示认罪，对自己的罪行

表示深深忏悔，表示对不起组织和家人，并提
交自白书。
据了解， 旁听者当中有不少相关单位关
键岗位的党员干部， 他们表示以这种方式接
受廉政警示教育，“身临其境，触动心灵，终生
难忘”。

服刑人员现身说法
不起眼的“微腐败”演变成“巨腐败”
日前， 洪山区关山街组织中层以上干部、
社区书记、纪检干部近 100 人到洪山监狱接受
廉政警示教育。 现场，一名因受贿罪而锒铛入
狱的服刑人员现身说法，身着囚服讲述自己如
何在金钱利益面前突破底线，最后走上犯罪道
路。 这名服刑人员发自内心的忏悔，让现场所
有党员干部感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
关山街纪工委书记梁桂芳说，这次参观给
人最大的触动是，有些领导干部就像这名服刑
人员一样，起初还能秉公办事，后来受利益驱
动，从不起眼的“微腐败”慢慢变成“巨腐败”，
“社区干部都是‘微权力’的执行者，稍不注意，
也可能滑向腐败。 我们要经常提醒教育，必须
防微杜渐”。

参观警示教育基地
人生几笔账必须算清楚
“我和同事们到湖北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
基地参观，没想到在展板上的‘反面典型’当中
看到 3 个熟悉的面孔， 他们是我过去的同学、
同事、领导。 ”昨日，市纪委派驻市发改委纪检
组副组长对长江日报记者说。
前不久，该纪检组组织市发改委机关各处
室、委属各单位 130 余名副处级以上党员干部
到该基地参观，刚走进警示教育展示厅，这名
副组长就在一块展板上看到一张似曾相识的
面孔，“照片比较模糊，但我还是一眼认出这是
过去的同事， 他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捞取私
利，最后因受贿被判刑 15 年，如今已经在监狱
里关了好几年”。
令人深思的是，这些“反面典型”都经历了
一段共同的心路历程： 别人送钱送物开始不敢
接，一旦突破底线就再也收不住脚。
“让我最受触动的还是过去的同事”，这名
副组长说，“他曾经是非常优秀的干部，跟那些
大老板打交道后产生了攀比心理，心理失衡后
最终误入歧途。 但他没有算清楚人生几笔账，

成为中共中央机关
旧址纪念馆志愿者
本报讯

（记者 欧 阳 春 艳）昨日，我市公共文化
设施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首批示范单位授牌在中
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举行。 省中共党史学会副
会长方城教授受聘成为该馆志愿者， 并为观众们
现场进行了题为 《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开辟与湖
北》的演讲。
今年 3 月，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聘
请了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 15 名本科生成为
该纪念馆的首批志愿者， 邀请他们参与纪念馆的
内部管理、展览讲解等工作。 昨日，省委党校教授
张秋实、海军工程大学人文社科系副主任龙心刚、
湖北省收藏家协会文献专委会肖琴学、 原武汉市
文化局副局长龚泽生等四位党史文献及文博管理
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受聘成为该馆志愿者。 该馆
负责人说：“大学生志愿者在我们纪念馆服务两个
月来，受到了观众的较高评价；此次我们又聘请 5
位专家学者成为志愿者， 他们将不定期到馆内提
供志愿服务与指导， 将大大提高我们的志愿服务
水平。 ”

“校友资智回汉聚■”恳谈会今日举行

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警示教育活动
到法庭旁听庭审、到监狱听服刑人员讲述
心路历程、参观警示教育基地、观看警示教育
片……在第 18 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
中，我市组织开展了多种警示教育活动，用身
边事警醒身边人，在近距离的活动中筑牢廉洁
防线。

5位专家学者

违法犯罪后，政治前途没有了，事业断送了，家
庭也破裂了，快退休的人本来可能享受天伦之
乐，却连自由都失去了。 ”

看警示教育片
“看到他们的腐败蜕变，心灵被强烈震撼”
昨日上午，市民防办机关的 38 名党员干部
集中观看《淬炼》《不可触碰的纪律红线》两部警
示教育片，片中既有违法违纪案情剖析，又有违
法违纪人员深刻反省，通过以案说纪、以案说法
的形式，警示党员干部应严以修身、严以用权、
严以律己，时刻守住党纪国法的红线和底线。
党员徐锋说，片中个别领导干部无视党纪
国法，看到他们的腐败蜕变过程，心灵被强烈
震撼，“一名党员干部要时刻记住，千万不能忽
视‘小毛病’，千万不能沉迷于‘小爱好’，千万
不能有‘第一次’”。
昨日，东西湖区的武汉临空港食药产业建
设管理办也组织全体党员共 22 人集中观看这
两部警示教育片。 党员罗传忠说：“看完教育片
感受最深的是，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党员干部
只有在全面监督中，才能使自己始终沿着正确
的方向前进。 ”

同济医学院
知名校友为■口支招
本报讯

（记者 郭 海 清）市委市政府实施“百万
校友资智回汉工程”以来，校友招商已成为招商
引资的新突破口和生力军。 值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 110 周年院庆之际， 硚口区政府联合同济
医学院今日在汉口华美达天禄酒店举办“校友资
智回汉聚硚” 恳谈会，50 多位同济医学院海内外
知名校友齐聚一堂，从医疗、资本、产业等多个维
度，为建设武汉、建设硚口支招，并带来一批行业
领先的尖端项目。
今年 4 月初，硚口区政府与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就“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校友资智回
汉”项目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确定了设立 500 万
元“硚口创新奖学金”、500 万元“医药科研成果转
化奖”、提供落户居留和住房保障支持、合作实施
“校友资智回汉工程”等十大具体措施。 为推动有
关合作事项尽快落地落实，吸引海内外校友到硚
口创新创业、投资发展，硚口区以同济医学院 110
周年院庆活动为契机，携手同济医学院举办“校
友资智回汉聚硚”恳谈会，推进招才引智，促进创
新驱动，加快硚口医疗健康产业发展。
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胡丙长、同济医学院海外
校友总会主席向惠云、武汉同济现代医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亦武等一批海内外知名校友与
会。 恳谈会上还将展示
“
环同济健康城”产业空间及
更新改造规划的最新进展，海内外校友就高水平建
“
环同济健康城”等方面建言献策。 长江日报将通
设
过今日头条现场同步直播恳谈会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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