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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纪检监察干部明确提出

“四个不准”的纪律要求，深入开
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中央巡
视组实行“三个不固定”，公开通
报 4 起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案
件⋯⋯2013 年，纪检监察机关加
强自身建设的举措与实践备受社
会关注。

打铁还需自身硬，信任不能
代替监督。要用铁的纪律打造人
民满意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一
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
彻党中央的新部署新要求，坚持

“严”字当头，把严格要求、严格教
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贯穿于干
部队伍建设全过程，着力打造过
硬队伍。

提 前 立 规、划 定 红
线，纪律“紧箍”越套越紧

加强纪检监察机关队伍建
设，事关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
责，事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事关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十八
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召开以来，
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更高的标
准、更严的纪律要求自己，中央要
求全党做到的首先做到，中央明
令禁止的坚决不做。

——严明纪律“红线”。中央
纪委监察部对纪检监察干部明确
提出“四个不准”的纪律要求，即
不准发表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决定相违背的言论，不准越权批
办、催办或干预有关单位的案件
处理等事项，不准以案谋私、办人
情案，不准跑风漏气、泄漏工作中
的秘密。“四个不准”划设了纪检
监察干部执纪用权的基本规则，
为严厉整饬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提供了有力依据。

——严明作风“高压线”。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联系实际制定贯彻执行八项规定精神、改进工作作风的具
体落实措施，特别强调纪检监察干部要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
从具体事项做起，认真执行各项规定，自觉接受监督，发挥表率作
用。

——严明制度“雷线”。中央纪委监察部先后制定中央纪委常
委会工作规则、中央纪委办公会议规则和监察部工作规则，建立不
驻会常委向中央纪委常委会报告工作制度。陕西、辽宁、广东、湖
北等省区市纪委制定实施有关强化队伍监管、加强纪律约束的制
度规定，进一步严明各项纪律。

越套越紧的纪律“紧箍”，是要求，也是责任。广大纪检监察干
部深切感受到党中央建设过硬队伍的坚决态度，增强了带头改进
作风、严格自律的紧迫感，普遍表示要做到坚守纪律“红线”不打折
扣、不做变通，维护好纪检监察干部形象。

创新手段、加大力度，监督机制更加完善

作为党的纪律执行实施的监督者，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
部更要接受监督。一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加强监督履职的同
时，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强化内部监督，勇于接受社会监督。

2013年，中央纪委集中清理反映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并严格
进行分类处置和集中管理，确保每一件线索得到有效管控，从源头上
强化对办案人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与监督。同时，严格办案程序和
时限要求，规范办案措施使用，督促办案人员依纪依法安全办案，较
好实现了办案人员监管与办案工作运行的有效衔接。

2013 年 8 月，中央纪委对浙江、江西、山东等 8 省区依纪依法
安全办案情况进行集中检查。各省区市纪委普遍开展办案安全情
况监督检查，对于发现的问题进行督促纠正。河南、浙江等省纪委
对违反办案纪律的干部坚决进行查处，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内部监督要从每一个细节抓起。2013 年 5 月，中央纪委监察
部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了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中央纪委常
委带头递交零持有报告书，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领导班子成员和全
国 81 万名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职工全部在规定时间内递交零持
有报告书。不少地区和部门还建立专项台账，对零持有报告登记
造册，以便今后追溯和倒查。

为进一步强化内部监督工作，中央纪委调整相关工作职能，充
实干部监督工作相关职责；广东、湖北等省纪委增设干部监督工作
专门机构；河北、浙江等省纪委设立内部监督委员会，整合机关内
部干部管理、案件监督、机关纪委等部门的监督资源。四川等地探
索开展作风巡察制度，加强对下级纪检监察机关监督管理，推动建
立内部监督长效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提出改进和加强巡视工作。为使巡视
工作发挥好发现问题、形成震慑的作用，巡视组实行“三个不固
定”，即巡视组长不固定、巡视对象不固定、巡视者与被巡视者之间
的关系不固定，巡视组长不是“铁帽子”，一事一授权，并严格实行
巡视干部回避制度；强化巡视组责任意识，有重大问题发现不了就
是失职、发现了没有如实报告就是渎职。

有效探索、建章立制，制度笼子逐步扎紧

加强监督，打造过硬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必须改革旧的体制机
制，加强体制机制创新，编织起更加强有力的制度笼子。

一年来，廉政风险内控机制日益完善。中央纪委机关结合健
全岗位目标责任制，在梳理业务工作流程的基础上实施岗位廉政
风险防控，有效规范了机关干部的履职行为。各地纪检监察机关
以风险防控为抓手，梳理各个岗位业务流程，查找风险点，制定防
控措施。

一年来，各地纪检监察机关探索实行了一批管用有效的监管
机制。比如，建立纪检监察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要求对纪检监
察系统干部队伍出现的重大问题或突发事件及时报告，保证上级
纪检监察机关掌握情况、妥善应对；建立了解下级纪委领导班子民
主生活会情况制度，明确上级纪委有计划派员参加下级纪委领导
班子民主生活会，进行指导、加强监督。

一年来，从严教育形式和载体持续创新，锤炼了干部队伍纪律
作风。中央纪委精选全国纪检监察系统近年来发生的违纪违法典
型案例向社会进行通报，以案释纪、以案施教，督促各级纪检监察
干部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实行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定期接谈接访
制度和机关干部分期分批到信访部门挂职锻炼、参与接访制度，面
对面倾听群众呼声，使机关干部在直接联系群众中接受教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也对
建设过硬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作出新部署。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正着
力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干部队伍自身建设，为履行执纪监督职责、
建设廉洁政治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新华社北京 1月 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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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
以来，中央组织部改进干部考核评价工
作，开通“12380”短信举报平台，着力
加强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进一步
改进干部学风、机关作风，整改落实成
效初显。

不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
领导干部政绩

2013 年 12 月初，中组部印发《关
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从制度层面纠
正了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
偏向，引导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

《通知》一方面给坚持科学发展的
干部“松绑鼓劲”，另一方面，也严格约
束那些醉心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的干部。从此，将不会再有干部拍脑袋
决策、拍胸脯蛮干、拍屁股走人的现象。

同时，中组部总结近年来干部人事
制度改革经验，修订《干部任用条例》，
着力改进完善民主推荐、干部考察、公
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破格提拔等工作。
此外，中组部针对竞争性选拔中出现的
唯票唯分等问题，研究出台有关指导意

见进行规范。
针对近年来不时引起舆论关注的

少数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
题，中组部在 10 月底印发文件，开展清
理检查，堵严“口子”，筑牢从严管理干
部的制度“防火墙”。

对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
说不

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
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不仅是干部群
众反映强烈，深恶痛绝的问题，更严重
影响党的事业发展。

2013 年 12 月 初 ，中 组 部 开 通
“12380”短信举报平台，形成信件、电
话、网络、短信“四位一体”的综合举报
受理平台。2013 年下半年，中组部结
合巡视工作派出 18 个检查组，先后对
11个省（区、市）和 9个中央单位的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进行专项检查，还延伸抽
查了市、县等 120 个单位。检查以发现
问题为主，从用人导向、标准、程序、纪
律、风气等方面，指出存在的问题 102
个，并要求限期整改。

此外，中组部 2013 年底印发《关于
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
项工作的通知》，开展领导干部个人有
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工作。专家认为，
进行个人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将进一步
发挥威慑力，使其真正发挥出在反腐倡

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改进工作方式和机关作风

2013 年 3 月，中央组织部印发《关
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
管理的规定》，要求严格干部学风管理，
纠正干部学风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中组部和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
级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
话精神研讨班上，大家认真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自觉遵守研讨班的纪律，
住在只有一张床、一个书柜、两张书桌
的宿舍，吃饭在食堂，不互相宴请。白
天听课、晚上自学，学习氛围浓厚。中
央党校校园内发生的变化，正是领导干
部学风转变的一个缩影。

在抓干部学风的同时，中组部还严
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改进
机关作风。

——统筹制定重要会议计划，压缩
数量、控制规模、节约开支，2013 年举
办 重 要 会 议 活 动 38 次 ，同 比 下 降
45.7%。统筹安排部机关出差和调研
活动，加强批次统筹和地点分布统筹，
精简、调整出差计划 54批次。

——严格控制发文数量，2013 年
制发主要文件 143 件，同比减少 34%。
对简报刊物进行集中清理，部机关简报
减少 41%。部内文件资料和简报刊物
的印刷数量大幅下降，用纸量比上年同

期减少近 1/3。
——严格机关事务管理。严格执

行经费预算和开支审批制度，进一步
加强会议费管理，会期不超过半天、
人数不超过 300 人的会议安排在部机
关召开。

加强基层组织和党员队
伍建设

中组部指导各地开展基层服务型
党组织创建活动，目前已有 12 个省份
制定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
意见。

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中组部尊
重基层首创精神，以基层经验推动基层
工作。有的工作采取“下抓一级”，直接
到市一级召开推进会。在非公企业党
建专项督查工作中，由部、局领导带队，
对山西、江苏、四川等 8 省进行实地督
查，抽查了 19 个市（州）、39 个县（市、
区）、43 家企业，座谈和个别访谈 800
余人，发放调查问卷 1 万余份。利用

“12371”手机信息系统向乡镇党委书
记和村党组织书记发送有关工作调查
短信，收到回复短信 18.6 万条，直接从
基层获取第一手信息。2013 年以来，
还开展了党费工作专项检查。组织对
2010 年以来下拨的中管党费使用情况
进行全面自查，选取 6 个省份进行重点
抽查。

树立用人导向 加强干部监督 改进学风作风
——中央组织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初显成效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树立用人导向 加强干部监督 改进学风作风
——中央组织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初显成效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据新华社贵阳 1 月 12 日电 （黄

勇 闵任之） 1 月 12 日，经最后一个
螺栓的对位锁定，位于贵州境内的沪
昆铁路客运专线北盘江特大桥钢筋主
体结构顺利合龙。据施工方与业主单
位介绍，北盘江特大桥为上承式劲性
骨架钢筋混凝土拱桥，以一跨形式跨
北盘江而过。大桥全长 721.25 米，其
中主桥 445 米的跨度，在目前世界同

类型铁路拱桥中跨度最大。
大桥承建方中国中铁港航局集团

有限公司北盘江特大桥项目部指挥长
田伟介绍，北盘江特大桥的钢筋主体
结构总重量 4600 多吨，由 40 个钢筋
骨架节段拼接而成，桥拱顶部距离江
面约 300 米，其主桥 445 米的跨度，在
目前同类型铁路拱桥中世界第一。

据了解，沪昆铁路客运专线北盘

江特大桥是沪昆客专控制性工程之
一，大桥在北盘江上横跨贵州省关岭
与晴隆两县，预算投资 4.5 亿元，2010
年 10 月开工建设，建设工期 52 个月，
预计 2015年 2月建成。

图为 1 月 12 日，沪昆高铁北盘江

特大桥主体合龙。

新华社记者 刘 续摄

沪昆高铁北盘江特大桥主体合龙
为世界最大跨度铁路混凝土拱桥

北疆风雪稠。地处我国西北边陲、
阿尔泰山南麓的新疆哈巴河县加依勒
玛乡西玛依沙斛村，一年风沙不断，冬
雪频袭。

虽然自然条件恶劣，这里却并不落
后：村舍井然，树木成行，柏油路干净平
坦，不时有摩托车驶过。深冬时节，记
者来到西玛依沙斛村，随机采访的几名
村民，必提及他们的带头人——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阿巴合·再努拉。

阿 巴 合·再 努 拉 生 于 1957 年 。
1978 年的秋天，阿巴合·再努拉在劳动
时，右侧上肢卷入脱谷机，永远失去了
右臂。那时，“差点连活下去的勇气都
没有了”。望着空荡荡的袖管，绝望的
他一连几天只喝了几碗奶茶。

茶尽，泪垂，人心碎。在人生的低

谷，“就连原本香甜的奶茶，感觉都是苦
的。”后来民政部门送他去上海安装了
假肢。“即使只有一只胳膊也要拼搏。”
慢慢地他又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穿衣、吃饭、写字、干活，阿巴合·再
努拉逐渐适应了只有一只手的日子，不
仅生活能够自理，而且过得有滋有味。
他寻找机会参加各类培训班，如饥似渴
地学习农业技术，使自己一家成为全村
最富裕的家庭之一。

村民们遇到难事，就去请教他，他
总能给出好点子。随着阿巴合·再努拉
在村里的威望越来越高，他后来被推选
为西玛依沙斛村的带头人。

上世纪 90 年代初，西玛依沙斛村
不仅在加依勒玛乡，在全县也是出了名
的落后村。“全村人均收入不到 200元，

村集体没有一分钱。”阿巴合·再努拉告
诉记者，“更要命的是，村子紧邻风沙
区，南风一刮就昏天黑地，沙子常压倒
庄稼。一些村民实在过不下去，搬离家
乡投靠亲戚去了。”

“既然信任我，我就得想法带领大
家拔掉穷根。”倔强的阿巴合·再努拉心
里憋着一股劲。

治穷先治沙，治沙要种树。他决定
带领大家建设防风林。然而，沙窝子里
种树谈何容易，“当时没几个人相信种
树能活。”

“咱们党员先干起来！”在阿巴合·
再努拉的提议下，村班子成员和村里的
党员集资买来 5000 多棵树苗。他左
手持铁锹，用下巴和肩膀顶住锹把，一
锹挖下去，下巴和肩膀火辣辣地疼。从

早干到晚，肩膀起了泡，下巴掉了皮，第
二天伤口没好又接着干。

看到阿巴合·再努拉这样拼命，大
家打心里佩服，种树的人越来越多。3
年后，风沙明显减少了，作物产量提高
了，全村百姓开始走上富裕路。如今，
已有 10万棵树呵护着西玛依沙斛村。

在此基础上，阿巴合·再努拉又带
领大家挖渠、修桥、引水，种植打瓜、油
葵、高产玉米，还引进优质牲畜品种。
村民人均纯收入连年增长，去年达到
8350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握着阿巴合·再努拉布满老茧的左
手，记者分明感到一种力量。“只要大家
信任我，我就会继续努力干。”他目光坚
定，信心满怀。此时，天色向晚，盏盏路
灯亮起，光明洒向远方。

治 沙 致 富 带 头 人
——记“独臂支书”阿巴合·再努拉

本报记者 乔文汇

本报北京 1 月 12 日讯 记者齐

慧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截至 2014
年 1 月 11 日 24 时，累计发售火车票
14858 万张，日均发售车票 743 万张，
同比增加 125万张，增长 20.3%。

其中，通过 12306 网站日均发售
359 万张，同比增加 130 万张，增长
57%；1 月 9 日网售 501 万张，远远超
过去年 364 万张的网络售票最高纪
录，网络购票已成为旅客首选方式。

铁路日均售票 743 万张铁路日均售票 743 万张

本报兰州 1 月 12 日电 记者李

琛奇报道：1 月 12 日 0 时 50 分，编组
18 辆、全列 25G 型支援上海铁路局的
00914 次援外临客从兰州车站缓缓驶
出，拉开了兰州铁路局 2014 年援外临
客出发的序幕。

为支援全国春运，中国铁路总公
司下达了兰州铁路局支援北京、上海、
武汉铁路局的援外任务。据了解，兰
铁局支援外局春运的 15列临客将于 1
月 16日前陆续进发目的地。

兰州铁路局援外临客南下

本报讯 记者孙潜彤、通讯员呼

兴宝报道：沈阳铁路局管内的大专院
校有 100 多万学生将集中于 1 月中下
旬回家。为方便学生购票，沈阳站开
设了 3 个学生售票专口。同时，在 7
所 211 工程高校的校区内安装 14 台
自动取票机，实现学生不出校园、自助
取票。

沈阳铁路局方便学生购票沈阳铁路局方便学生购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