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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以来，我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积极开展村“两委”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警示教育活动。图为定安县定城镇纪委
工作人员向平和村“两委”干部和部分村民发放该县扶贫领域违纪违法案件警示教育读本。 （定安县纪委监委供图）

抓关键少数 盯重要节点 促全员覆盖

海南持续拧紧警示教育“发条”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苏程栋

“我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和人民
的期望，因为自身的拒腐防变能力
不强、法律意识淡薄、廉洁自律意识
弱，如今受到法律严惩，追悔莫及。”
2月16日，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秀英区水务局原党组
书记、局长王某某涉嫌受贿案。

该案是秀英区监委成立后的
首例留置案。为了让更多党员
领导干部接受警示教育，从违纪
违法典型案件中吸取教训，秀英
区纪委监委组织全区各镇（街
道）、各机关主要负责人现场旁
听庭审全过程。

“这样的教育形式非常有针
对性，很有震慑力，昔日的领导
站在被告席上忏悔，对我们全局
党员干部来说是一次荡涤思想、
触及灵魂的精神洗礼。”秀英区
水务局相关人员说。

走出审判庭后，不少基层的
“一把手”边走边讨论。大家纷纷
表示，通过旁听庭审接受了一次非
常严肃的党性教育和法治教育，深
深感受到了职务犯罪引发的社会
危害。昔日体面的局长如今站上
被告席，印证了“莫伸手，伸手必被
捉”的铁律，教训十分深刻。作为
领导干部，要带头遵纪守法，筑牢
拒腐防变的底线。

“通过组织党员领导干部旁
听庭审，用身边案例做好警示教
育工作，让党员领导干部真正把
自己摆进去，从灵魂深处进行反

思，从日常行为中查找不足，以
案为鉴，以人为镜。”秀英区委
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
冯军说。

该案庭审结束后，秀英区委
召开了一场以查找不足、巩固深
化为目的的党风廉政警示教育
专题报告会，通过组织观看警示
教育片和结合身边案例专题授
课，让领导干部切身感受到职务
犯罪的危害，有效引导“关键少
数”正确认识当前全面从严治党
的形势、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据介绍，除现场聆听违纪违
法案件庭审外，秀英区纪委监委
注重拓宽警示教育渠道，多举措
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印发《问责
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打出
以专题授课、参观警示教育基
地、召开警示大会、观看警示片
等为主要内容的警示教育“组合
拳”；按照不同级别党员干部、
不同节点、不同场合等进行分
类，“因材施教”“因类警示”，精
准化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去年
以来，该区共组织 18 批次 3000
多人次旁听案件庭审、参加专题
讲座和警示教育大会。

冯军介绍，下一步，秀英区
纪委监委将继续扎实做好监督
执纪“后半篇文章”，多措并举
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教育引导党
员干部、公职人员知敬畏、存戒
惧、守底线，筑牢拒腐防变的思
想防线。

（本报海口3月6日讯）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易修呈

“这个就是咱村原来的村委
会主任，因为骗取惠农补贴，蹲了
大牢……”近日，在琼海市长坡镇
文子村文化广场图片巡回展现
场，刚从田里干完农活回来的村
民刘大爷指着一张照片感慨地
说。今年春节刚过，由琼海市纪
委监委组织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
警示教育图片巡回展活动走进该
市各机关单位和镇、村，将警示教
育延伸至基层。

“琼海市长坡镇文子村村委
会原主任骗取国家惠农补贴，受
到开除党籍处分，被判处有期徒
刑 3 年；琼海市会山镇规建所原
所长挪用危房改造补贴款，受到
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处分……”图
片巡回展以警示教育为主题，精
选近年来琼海市纪委监委查处的
发生在党员干部身边的 30 个违
纪违法典型案例作为展出内容，
起到了良好的警示教育作用。

图片巡回展生动的展板、鲜
活的案例，对典型问题的曝光，彰
显了琼海市纪检监察机关严惩群
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决
心和力度，释放了“越往后监督执
纪越严”的强烈信号。

此次图片巡回展除了公布一
批典型案例，还结合案例发布了
点评内容，从深层次对问题根源
进行剖析，并提出对策。以案为
鉴，通过工作人员现场解说和文
字图片资料的展示，一个个鲜活

的典型案例让参观者接受心灵的
洗礼。

“这些典型案例都发生在我
们身边，观展让我触动很大，替他
们惋惜的同时，也提醒自己要引
以为戒，任何时候都要做到清正
廉洁，违法违纪的事千万不能
沾。”潭门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
国熊说。

为了增强图片巡回展的感染
力和震慑力，琼海市纪委监委还
摄制了《“苍蝇”虽小危害巨大》
《欲 望 的 代 价》《河 砂 里 的“ 蛀
虫”》等 3部警示教育片在图片巡
回展现场循环播放。

据悉，这次图片巡回展自去
年12月 10日开展以来，先后走进
琼海 88 个市直机关单位和 13 个
镇（区）文化广场及部分村文化室
（文化广场），实现了对市、镇、村
三级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全覆
盖。截至今年 2 月 15 日，琼海共
有两万余名党员干部参观了图片
巡回展。

“不同于以往的‘请进来’式
的课堂形式，这一次图片巡回展
我们采取‘走出去’‘送上门’的办
展方式，将 警 示 教 育 向 基 层 一
线 延 伸 ，用 身 边 事 教 育 身 边
人 ，让 警 示 教 育 更 接 地 气 ，使
基层党员干部自觉从身边的反
面教材中吸取教训，不断增强
拒 腐 防 变 的 免 疫 力 。”琼 海 市
委 常 委 、市 纪 委 书 记 、市 监 委
主任徐建说。

（本报嘉积3月6日电）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吉书冠

“一个个发生在身边的案例触目惊心，
来这里参观让我深受教育，镇里公布这批
案例，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今年2月1日，
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警示教育室揭牌成
立并对外开放，在警示教育室看到警示案
例的昌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列
强感慨地说。

当天，昌化镇共120余名镇村干部参
加了揭牌仪式，并走进警示教育室接受警
示教育。这是昌江开展“体验式”教育的一
个缩影。

去年以来，昌江坚持把拓展警示教育阵
地作为重要抓手，以县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
地为中心，探索在各乡镇建设警示教育室，
在各村（社区）设立警示教育栏，打造“体验
式”教育模式，让警钟长鸣、“利剑”常悬。

在昌江县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以
“警钟长鸣，源头预防”为主题的展览，结合
“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理念，分设天公、地
道、水清、人和4个展区，集中展示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惩治和预防贪腐犯罪取得的
多方面成果。

让参观者自己“点菜”是该警示教育基地
在设计和建设上的一大亮点。为了让该基地
的警示教育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昌江县纪
委监委广泛征求干部群众对展陈形式、案例
类型、教育时长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按照这
份民意“菜谱”，推出警示教育内容。

在该警示教育基地的一个电子互动区，
设备采用现代投影技术在地板上投射出

“廉”“贪”二字。当人们从“廉”字上走过时，
地面上就会缓缓展开一幅荷花图，同时，室
内响起朗诵《爱莲说》的声音；而从“贪”字上
走过时，地面上就会迅速出现坠入深渊的场

景，最后在一片黑暗中浮现一个被铁链捆绑
的“囚”字……富有冲击力的画面让来此接
受教育的干部直观感受到了“廉”和“腐”两
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境遇。

在该警示教育基地展陈内容设置方面，
昌江县纪委监委分行业、分领域收集警示教
育案例，挖掘案前案后的故事，深刻剖析党
员干部被“围猎”的原因和蜕变过程。

该警示教育基地区分对象、分类施教，
举办各类专场教育活动，通过“以观促廉、以
案讲廉、以声述廉、以感思廉”等形式引导党
员干部完成深度参观。

去年5月22日，昌江县农业局在该警
示教育基地召开专题警示教育大会，结合该
局原局长李某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依托警示
教育基地的设施设备系统性地开展警示教
育。警示教育大会结束后，昌江农业系统
22名党员干部还在该警示教育基地的网络
视频报告厅观看了昌江县纪委监委根据典
型案例拍摄的警示教育片《心中有戒 方能
不被“围猎”》。

昌江县农业局干部梁海勇说：“过去，
一些领导干部因严重违纪违法受到处分，
我们对案件的详细情况了解得不多。这次
来到警示教育基地，看了很多典型案例，很
有感触。”

据统计，自去年2月12日开放以来，昌
江县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已接待115批
次共4293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参观学
习，广受好评。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警示教育
一刻也不能放松。”昌江县纪委监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今后昌江将围绕“体验式”、突出

“代入感”和“参与感”，继续丰富和完善警示
教育的方式方法，让警示教育入脑入心。

（本报石碌3月6日电）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詹君峰 李静

省纪委七届三次全会召开
后，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常委、县
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林琳办公
室的案头便多了一本书——《人
为镜 明得失》。“放在这里是想
提醒自己时常翻阅、以此为鉴，
履好职尽好责。”近日，他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

今年1月31日，省纪委七届
三次全会以警示教育片《伸手必
被捉之二》拉开序幕，包括现职省
领导、省纪委委员、省直单位副厅
级以上领导干部、各市县区四套
班子及纪委监委领导班子等
1100余名“关键少数”在1个主会
场、21个分会场接受警示教育。
与此同时，在主会场的与会人员
每人还收到了一本违纪违法案例
选编——《人为镜 明得失》。

这是省纪委监委开展警示教
育的举措之一。我省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抓关键少数、盯重要节点、
促全员覆盖，通过组织撰写案例
剖析、拍摄警示教育片、扩建完善
警示教育基地、旁听庭审和召开
警示教育大会等方式，充分发挥
案件审查调查的警示教育和震慑
作用，使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知
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把惩治腐
败的“治标”成果转化为预防教育
的“治本”成效。

“要督促发案地区和部门深
入剖析典型案件，查找问题症
结，堵塞漏洞，积极开展警示教
育，切实发挥案件治本功能，一
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
监委主任蓝佛安要求。

“我作为负责纪检工作的党组成
员，碍于他是领导，平时对他‘咬耳扯
袖’总是点到为止，如今反复读他的忏
悔书，我深刻反思自己……”

“作为党组成员、副台长，和曾高
文共事时间比较长，平时只注重业务
上的交流，对他思想上的蜕变认识不
足，对他的一些违反纪律的问题没有
及时发现和制止……”

去年8月，昌江广播电视台党组召
开了一场特殊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会上
宣读了该广播电视台原党组书记、台长
曾高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的处分决定。随后，在昌江纪委监委工

作人员的督导下，电视台党组班子成员
以曾高文案为反面典型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直面问题，“辣味”十足。

发案单位把专题民主生活会作为
案件处分的“续篇”，在我省已成常态。

去年初，省纪委七届二次全会提
出，实行“以第三、第四种形态查结处
理的案件，被审查人提交一份忏悔书，
发案单位召开一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和
警示教育大会，执纪审查部门提交一
份审查总结报告和一份案件剖析报
告，发案单位提交一份整改落实报告”
的“一书两会三报告”制度，持续深化
审查调查治本功能。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以此为重要抓手，结合地区、行业部
门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了大量行
之有效的警示教育工作。

“这既是广大党员干部接受教育
的过程，也是倒逼纪检监察干部在实
践中转变监督执纪理念的过程。”省纪
委监委第一监督检查室负责人认为。

据统计，去年以来，我省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坚持“查办一起案件、教育一
批干部、整改一类问题”，共督促发案
单位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
会）136场、警示教育大会163场，制
定整改措施587条，形成高质量案例
剖析报告79篇。

“随着各级监委的成立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的颁布实施，如何让警示教育
在原有的基础上范围更广、影响更大、效果
更突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省纪
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让警示教育跟上监
察全覆盖的新形势新要求，既要警示教育好
关键少数，也要把拒腐防变的警钟敲响在镇
村干部耳边。

说起去年7月 24日在海口市龙华区龙
桥镇玉荣村召开的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警
示教育大会，玉荣村村民谢德圣记忆犹新。
那是他作为村民代表受邀参加的第一场警
示教育大会。针对村干部因为乱作为致使
危房改造资金被重复领取的问题，不仅有
镇、村相关负责人宣读处分决定和讲解相关
政策法规，还有违纪干部的当场检讨。

“给村干部以警示震慑的同时，还给我
们宣传了党纪法规，邀请我们一起加入监督
队伍。”谢德圣表示，这种警示教育方式效果
很好。

去年以来，类似的警示教育大会，我省

各级纪委监委已组织召开了147场，参加的
村干部、群众超过1.4万人。

据介绍，在海口、澄迈、昌江、陵水、琼中
5个市县试点的基础上，去年6月，村“两委”
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警示教育正式在全省各
市县铺开，监督对象在哪儿，警示教育就跟
进到哪儿；群众最关心什么，就把什么作为
教育活动的重点。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纷纷“出招”，多
渠道、多角度将警示教育延伸至“最后一公
里”。

临高县纪委监委精选本地查办的 22
个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制
作展板，在各镇、农场巡回展出；海口市
美兰区纪委监委在近年来违纪违法案件
多发的大致坡镇昌福村村民广场打造廉
政文化长廊，安排干部用本地方言向参观
人员讲解；澄迈县纪委监委将村干部违纪
违法案件警示教育工作深化为公职人员
普纪普法暨警示教育会，实现 11 个镇全
覆盖……

连日来，定安县黄竹镇白塘驿站内大屏
幕上播放的一部微电影，引来当地干部和往
来村民驻足观看。这是该县纪委监委首次尝
试摄制警示教育题材微电影，这部微电影由
发生在当地的一起村干部集体违纪违法案件
改编而成。

“电影内容涉及扶贫领域违纪违法问题，
我们重点在各个镇、村（社区）进行放映，提高
教育的针对性。”定安县纪委常委王承宇说，当
地干部群众看后纷纷表示很受触动。

与往年将省纪委监委拍摄好的片子“领回
去”开展教育的模式不同，为了提高教育的针
对性、实效性，过去一年，在省纪委监委的统筹
安排下，我省各市县纪委监委充分运用本地区
查处的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制作
警示教育片共20部，撰写案例剖析79篇。

“量身定制”才能让警示教育真正发挥震

慑、警醒作用。
除了拍摄和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东方市

纪委监委以当地警示教育基地为载体，对该市
10个乡镇、102个市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其配
偶开展集中教育，并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
化，及时更新基地文字、图片、视频等，力争实
现对万名监察对象的警示教育全覆盖。用好
警示教育基地平台，编印忏悔录，协同东方市
人民法院开设法院庭审课堂……秉持“因地制
宜”“因材施教”的原则，打出警示教育“组合
拳”，让受教育的党员干部真正受到启发、加深
认识，是东方市开展警示教育最鲜明的特点。

“要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增强纪律规矩意
识，继续扎紧不能腐的制度笼子，筑牢不想腐
的思想堤坝，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
利。”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海口3月6日讯）

警钟长鸣“提神醒脑”制度化常态化

深抓实做 打通“神经末梢”实现全覆盖

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确保入脑入心

警示教育基地请干部群众“点菜”

打造“体验式”教育新模式
组织党员干部旁听“身边案”庭审

一堂直抵心灵的警示课
图片巡回展进镇入村

警示教育实现全覆盖

琼海 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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