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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主会场、117 个分会场、
8000 余名教职工……去年年底，
一场师德师风网络大讨论在海曙教
育系统展开。如何对待学生？如何
对待家长？如何抵制有偿家教？这
些“敏感”话题引发了教师们的激
烈讨论。

这是海曙区教育局筑牢师德师
风防线的其中一项举措。去年 7
月，上任不久的海曙区教育局党委
书记、局长朱子凡接到通知——“请
来纪委接受‘三交底’廉政谈话”。在

“三交底”过程中，区纪委主要负责
人列出了近年来涉及区教育局违纪
违法案件、信访举报问题，开诚布公
地同朱子凡一起分析区教育局存在
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点。

“具体的问题好整改，但若让清
风常拂，形成长效机制，师德师风建
设必须加强。”朱子凡说，随后，一系
列举措接踵而至，包括把清廉学校
建设列入校级领导班子考核及学校
发展性评价的指标、建立师德师风
负面清单等，不断健全师德养成教
育体系。一系列的整改组合拳后，海
曙区教育系统政治生态持续好转，
涌现出一批师德师风正面典型，涉
嫌有偿家教的投诉量显著减少。

让清风常拂，市交通局日前部
署开展了“对标自查、对标自净”
整改活动，不仅列出了之前市委巡
察组向本单位反馈的问题、“三交
底”中指出的问题，还将市委巡察
组向其他单位反馈的共性问题也进
行了列举，共梳理出九大方面 36
个具体问题，要求各单位党组织自
我对照、自我整改、自我净化，全

面加强交通系统党建，扎实推进清
廉交通建设。

让清风常拂，“主动要求‘吃
小灶’”成了“新常态”。“希望能
多来我们单位巡察、检查，既能帮
我们发现问题，也能借机进行再次
整改。一遍遍整改下来，政治生态
一定会越来越好。”江北区公共项
目建设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刘鸿雁
的一席话，说出了不少被“交底”
谈话“一把手”的心声。

各区县 （市） 纪检监察机关也
积极探索创新。如鄞州创新将“三
交底”相关问题纳入“两个责任”
云平台，在日常监督上着力，一旦
出现亮红灯情况，及时对“一把

手”进行再提醒；慈溪不断完善责
任清单、履责留痕、检查考核等工
作机制，紧盯“交底”问题清单，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经过一年运行，“三交底”成
效初显。对新任“一把手”而言，
既有效解决了“不知该做什么”的
困惑，在思想上行动上迅速与自身
岗位职责相匹配，还开出了“处
方”，明晰履行主体责任的方向和
重点，有效解决了“不知该怎么
做”的问题。实实在在的变化，无
论是“一把手”还是基层同志，抑
或是普通市民，都看在眼里、感受
在心里，切实推动了我市政治生态
持续向好。

促常态 政治生态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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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底’谈话后，你是
如何压实分管领导‘一岗双责’
责任的？廉政风险排摸、制度防
控做得如何？”

面对检查组的询问，江北区
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周朝辉心中底气十足。上任两年
多，局里的廉政风险得到有效防
控，政治生态不断净化。而这一
切，多亏了他刚上任时，区纪委
主要负责人对他的“三交底”廉
政谈话。

据悉，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
2018年 4月，市纪委监委出台《关
于对新任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
开展“三交底”廉政谈话的实施办
法》，在我市全面推行“三交底”廉
政谈话，就主体责任履责清单、所
在单位问题清单、重要廉政风险
清单，与新任党委（党组）主要负
责人面对面谈话交底。

当然，“三交底”不会一谈了
之，“交底”之后要怎么做，着力做
好“后半篇”文章，才是目的所在。
为此，我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积
极作为，加大监督检查，多措并举
促“三交底”见实效。据统计，截至
目前，全市已开展“三交底”廉政
谈话 298 人次，所在单位政治生
态持续向好，真正起到了警示警
醒、传导责任压力的效果。

“三交底”后该怎么办？
接了“单”就要实打实地去整

改！
这是“一把手”们的响亮回答

和实际行动。
“客管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在落实上级关于共享单车、公交候
车亭等问题的批示要求中，还存在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运管局
的主要问题是领导班子主体责任履
行的能力水平有待加强；港航局的
问题在于一线干部职工严格教育管
理的力度有待加大……”

今年1月11日，我市交通系统
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会上，市交通
局党组“第一责任人”徐强“不留
情面”地直指问题，让在座的下属
单位“一把手”不禁有点“红脸出
汗”。这是我市交通系统构建清廉
体系的一个缩影。

“‘三交底’谈话回来，我感
觉压力很大。交通系统人多、事
多、任务多、资金多、风险大，打
造清廉交通，更显得尤为重要。”徐
强说，市纪委书记对他“三交底”廉

政谈话，推心置腹讲情况，真心诚意
讲方法，温馨鼓励讲工作，这既是对
他的严格要求，也是对他的关心爱
护，充分体现了组织的用心良苦，
彰显了组织的严管厚爱。

绝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厚爱，
于是，在“交底”谈话当天下午的党组
会上，徐强就针对谈话中提及的问题
清单，逐条研究部署整改，并于第二
日在整个交通系统内发布问题清单，
要求各单位对照清单即知即改。

“三交底”至今，我市交通系
统共研究出台《推进清廉交通实施
意见》《外出公务、请休假、因私
出国 （境） 管理》 等 19 项制度，
进一步扎紧扎密制度笼子，促进标
本兼治。市交通局在民主评议机关
中排名前移 3位，人民群众对交通
系统的满意度逐步提升。

据悉，全市开展“三交底”廉
政谈话后，即知即改、查漏补缺，
成了常态之举。

医药代表找医务人员首先必须
到医院监察室登记备案，领取工作
证件后才能在规定时间和地点开展

业务活动……今年 1 月，余姚市人
民医院出台的一则防止医药代表

“公关”医务人员的规定在社会上引
起热议。新规出台的背后，同样也是
落实“三交底”廉政谈话的初衷。

“去年 5 月初，上任还不到两
周，余姚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就
约我开展了‘三交底’廉政谈话。
其中问题清单共罗列了 9个，字数
不多，却直击痛点。”该院主要负
责人陈锋说，谈话结束后，他“照
单全收”，立即与班子成员一起深
入调研，明确从医用耗材购销、医药
代表接待、监督体系构建和廉政警
示教育等四方面入手，进行细化落
实，对涉及的问题进行逐一整改。

在宁海，县民政局“一把手”针
对“重要廉政风险清单”中的低保错
保、漏保等问题，采取“市场运作、合
同管理、政府监管”的模式，对新增、
家庭情况有变化、群众有反映、数据
核对异常的低保户，委托第三方进
行核查，有效避免“关系保”“人情
保”“搭车保”等问题的发生，力促
低保救助工作阳光透明。

抓整改 问题导向查漏补缺

“此次检查发现，镇海区国资
管理中心 （原工贸资产管理服务
中心）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
严，存在下属企业违规列支福利
等违纪问题，廉政风险防控工作
流于形式……”

日前，镇海区纪委对区直属单
位“三交底”廉政谈话落实情况进
行监督抽查，既检查“一把手”
廉 政 谈 话 反 馈 意 见 是 否 落 实 到
位，又进一步查找问题线索。尤
其对机构改革中涉及的单位、部
门实行重点监督，明确要求离任
的要梳理好“旧账”，新任的要无
缝对接上任同志尚未完成的各项任
务部署。

据悉，为促进“三交底”见实
效，市纪委监委将“三交底”廉政
谈话落实情况作为年度党风廉政建
设检查考评重要依据，并于日前部

署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围绕谈话是否
落实到位展开监督检查，要求各检
查组带着“问题清单”，照单督
查、对账销号，详细了解各单位党
组织主要负责人主体责任落实情
况，“交底”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政治生态修复净化情况。

“党组议事规则已进一步规
范、下属单位管理已修订完善制度
并严格执行、因私出 （国） 境管理
目前尚未发现问题……”距离奉化
区妇联主席邬伦素被“三交底”
廉政谈话不到两个月，奉化区纪
委监委派驻第三纪检监察组便组
织人员到区妇联对谈话落实效果
进行阶段评估，通过清单对账的方
式查看主体责任是否压紧压实，问
题是否得到整改，风险是否得到有
效防控。

督促“三交底”见实效，江北

区纪委监委结合“三张清单”“量身
定制”检查方案。如针对中马街
道，工程项目拆分规避公开招投
标、食堂管理不规范是否得到整
改、街道自有房产 （国有资产） 出
租、有无建立完善管理制度等都是
检查的重点。

为防止责任主体“高挂免战
牌”，象山加强对“三交底”问题的
跟踪监督，在“三交底”后一年
内，由派驻纪检监察组对被谈话

“一把手”所在单位的政治生态、问
题整改等情况进行评估。

截至目前，此次检查情况整体
良好，但依旧发现少数单位党建基
础工作有待改进、单位内部管理亟
待规范等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及时下发监督提醒通知书，督促落
实整改，并将对此次发现问题整改
不力的严肃追责问责。

回头看 监督检查倒逼履职

身材娇小、扎根马尾，一
张娃娃脸，是俞赛。

思维敏捷、干练冷静，曾
获得多项荣誉，也是俞赛。

9 年 前 ， 她 踏 出 “ 象 牙
塔”的大门，先后通过公务员
考试、司法考试，被顺利分配
到了江北区检察院反贪局。在
那里的 7 年间，俞赛的审讯与
办案能力不输男子，得到了领
导与同事的一致认可。

2017年2月，江北区监察委成
立后，俞赛转隶到区监察委，随后
到纪检监察室工作，成了一名奔波
在办案一线的女纪检监察干部。

同事们都说，俞赛是一名
“女汉子”，面对任何问题线索
都能游刃有余。

2017年 12月，在一次工作
交流中，俞赛得知有企业存在
骗取国家相关经费的情况。职
业的敏感性告诉她，这其中可
能有涉及受贿、滥用职权等职
务犯罪问题，具有初核的价
值。于是，白天她外围调查取
证，晚上研判案情，抱着“如
果有问题就肯定会留下痕迹”
的想法，一心扑在这条线索
上。从 2017年年底一直到 2018
年 5 月，俞赛常常跑到相关业
务单位了解情况、调取资料，在
单位熬夜分析资料。慢慢地，俞
赛理清了思路，将银行流水账作
为突破口，终于发现此线索中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的事实。

定案移诉，那就必须做到
铁证如山。这是俞赛每天都在
思索的问题，也是她每天努力
工作的推动力。

“案件质量重于泰山，关键
还是要看证据。”当所有核查组
成员感到一筹莫展时，作为组
里的唯一女办案人员，她不仅
积极鼓励大家，给大家吃“定
心丸”，自己更是铆足了劲，认
真细致地分析筛查所搜集到的
各种材料，反复比对相关资
料，查阅类似案件材料，对问
题线索所涉及的证据材料一一
审核，针对不足之处再进行二
次补正，确保了案件证据链的
绝对完整、有效、合法。

正是这般察微析疑和不服
输的韧劲，使得问题线索终于
浮出水面，查清了案件事实、
夯实了证据链，并最终成功移
送审查起诉了一起职务犯罪大
案。该案件成了江北区监委成
立以来第二起留置案件，也是
涉案金额最大的案子。

在同事们眼里，这个始终把
事业放在第一位，在困难面前不
轻言放弃的女生，让人由衷敬佩。

“在处置问题线索时，俞赛
和其他男同志一样，全年将近
有一半时间在单位加班熬夜，
时常出差，从不因性别差异而
要求特殊待遇，体现了她对纪
检监察工作的热爱和执着。”
（董小芳 邵家艳 文/摄）

纪检战线上的“女汉子”

人物名片：俞赛，1987 年 4 月 10 日出生，
2010 年 10 月至 2016 年 4 月在江北区人民检察院
反贪污贿赂局；2016年 4月至 2017年 2月在江北
区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2017年2月至今在
江北区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曾荣获个人三
等功一次。

“想到自己职务已经到正处
级，而且人大主席这个岗位就
是暗退‘二线’，因此工作上只
求过得去，不越位、不越权就
成了我的工作标准。”检视过
去，海曙区高桥镇人大原主席
毛雪光深感自己产生“二线”
心态的同时，他的人生便开始
了加速下坠，完全失去了自我
把控的能力，直至受到党纪国
法的严惩。

毛雪光也曾经有过一段让
他感到颇为自豪的经历。“我是
一个农民的儿子，出生在山
区。从部队退伍后到政府工
作，从一个小乡的一般干部到
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从一
个大镇的武装部副部长到镇党
委委员、武装部部长、镇党委
副书记，回想自己走过的路
程，都是顺心的……”

2013 年，毛雪光从镇党委
副书记提任到镇人大主席，正式
走上了正处级领导岗位，这一年
他 51岁。虽然级别提高了，但是
在毛雪光看来，镇人大主席这个
岗位只能算是“二线”。

心态决定一切。“二线”思
想一旦入脑，满满的负能量不
但会把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消磨殆尽，也让毛雪光的
思想防线出现了更大的“溃
坝”。从此，毛雪光将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用在了打麻将赌博
上，并且乐此不疲。

“在工作八小时以外经常参
加赌博，赌输了才起了贪念，
这也是犯错的根源之一。”毛雪
光在忏悔书上如此写道。毛雪
光有时一个月要打七八次麻
将，每次输赢小的时候两三千
元，大的时候四五千元，在一些
酒店中经常能够看到毛雪光呼
朋引伴、搓麻打牌的身影。

除了在本市赌博，毛雪光
还将赌桌搬到了澳门。2013 年
国庆节期间，毛雪光受工程承
包商毛某某邀请赴港澳旅游，

在到达澳门的当天晚上，毛雪
光就带着毛某某给的 1 万港币
去了赌场。“后来赢了 3 万港
币，于是在第二天将 1 万港币
还给了毛某某，但之后两天把
赢来的也输光了。”此外，毛
雪光的这次澳门之行还遇到了
他的“麻将搭子”朱某某，并
很快输掉了朱某某送的 3 万港
币。

工作上当一天和尚撞一天
钟，不用操心劳神；赌桌上虽
然输多赢少，但有人提供赌资
可以过足赌瘾，毛雪光渐渐沉
迷于这种生活，并考虑如何让
儿子能过上比他更好更安乐的
生活。

2013年 11月，毛雪光以儿
子婚房需要装修为由，提出向
毛某某“借”50 万元。毛某某
随后为毛雪光支付装修费用2.4
万元，又将 5 万元现金送到毛
雪光的家中，其余的 42.6 万元
通过银行转账直接转到了毛雪
光妻子的账户上。

“这 50 万元至今未还，我
也没问，毛某某也没说……”
于是，两个人之间就形成了一
种“默契”。

经查实，在 2007年至 2018
年期间，毛雪光利用职务便
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41 笔，
金额共计人民币123.4万元、港
币 4 万元，其中有 31 笔发生在
他所谓的“暗退‘二线’”这
一时间点后。毛雪光则为毛某
某、朱某某等人在工程项目管
理、招投标监督、村务指导监
督等方面打招呼、尽心尽力协
调有关事项。

“二线心理”导致毛雪光
彻底丧失了底线，不仅被开
除 党 籍 和 公 职 ， 并 获 刑 五
年，最终只能身
陷囹圄、追悔莫
及。

（董小芳 马
小磊）

心里想着退“二线”
没想到竟跨越了底线

奉化区莼湖镇纪委深入基层对奉化区莼湖镇纪委深入基层对““三交底三交底””中所列问题清单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中所列问题清单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江北区纪委监委检查区经信局江北区纪委监委检查区经信局““三交底三交底””廉政谈话反馈问题整改落廉政谈话反馈问题整改落
实情况实情况。。

工作中的俞赛工作中的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