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法1
今年以来，开展宣讲活动
66场次，3662名党员干
部接受警示教育

利用警示教育报告会，结合警示教育片，现场介绍案件查办
过程，解读相关纪法规定，分析案件成因，阐明警示意义；

利用党支部“三会一课”，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近年来发
生在身边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例的剖析和忏悔录，帮助党员
干部澄清对德、纪、法、责的模糊认识；

向发案单位下发纪律检查或监察建议书，在以案促改单位
宣读处分决定，通报相关案情，同时进行宣讲，确保以案促改效
果落到实处；

以典型案例为反面教材，开展集体廉政谈话、重要节点警示
约谈、点对点提醒谈话，以案释德、以案释纪、以案释法。

浑南区深入开展警示教育推进“三不”机制

做法2

做法3

做法4

下发纪律监察建议书16份，
推动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制度
13项，整改问题46个

全区综合运用“四种形态”处
理371人次，其中，运用第一、
二种形态占比9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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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教育是执
纪审查的“后半篇文
章”。

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省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在严厉惩腐
的同时，高度重视开
展警示教育，发挥查
办案件的治本作用。

在沈阳市浑南
区，警示教育没有
停留在让党员干部
“一走一看”的活动
形式上，而是使其
成为督促党员自觉
拧紧思想“开关”的
有效抓手。区纪委
监委以案件查办为
突破口，做到一案
一震慑，一案一促
改，一案一促建，即
通过查处一起案
件，教育一批干部、
健全一套制度、解
决一类问题、净化
一方生态，从而推
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机制建立。

实践证明，只有
深刻把握不敢、不
能、不想的内在联
系，把惩治震慑、制
度约束、提高觉悟
结合起来，才能不
让警示教育流于形
式，把这项工作做实
做深做细做透，推动
正风肃纪反腐工作
取得标本兼治的积
极效果。

提要

制表 董昌秋

提要

案例是教科书，也是清醒剂。
“我想明白了，只有主动承认错

误，才能避免陷入更大深渊。”这是
刘某主动投案后和李亨说的话。

去年 5月，浑南区纪委监委对前
桑林子村村委会原主任付某某立案
调查，事后以付某某为反面教材在
全区开展系列警示教育，并深入前
桑林子村开门接访。

刘某如实供述了 2011 年与前桑
林子村原村委会主任付某某、沈阳
顺河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原工作人员
戴某贪污国家财产的犯罪事实。经
调查发现，三人通过虚构土地租赁
合同、地上物证明等材料的方式骗
取拆迁补偿款 188 万余元。主动投
案后，按规定，刘某将被从轻或减轻
处罚。

“主动投案是警示教育的最直
接效果。”浑南区纪委副书记、监委
副主任丁洪彪介绍，2019 年以来，浑

南区已有两人主动交代问题。
“配合纪委监委审查调查，也产

生了多米诺效应。”浑南区纪委原常
委、现任浑南区委巡察组组长何友
仁表示，今年以来，在查办的全部案
件中，主动配合纪委监委审查调查
的人数占总体查办案件人数的30%，
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

记者了解到，主动向纪委监委
说明情况或者在审查调查时主动配
合，不仅有助于让问题干部改过自
新，也为纪委监委查办案件节约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成本。

丁洪彪介绍，对主动交代本人违
纪违法行为的，配合调查如实说明本
人违纪违法事实的或主动上交、退赔
违法所得的党员干部，纪委监委将综
合考虑问题性质、严重程度、认错悔
错态度、退缴违纪所得等各方面因
素，依规依纪依法分类处置。

丁洪彪说，浑南区始终坚持做

到一案一总结，一案一震慑，一案一
教育，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
会效果有机统一。

去年以来，浑南区纪委监委重
点选择重大腐败案件、窝案串案和
行业性腐败案件，在案发单位、地
区、行业的党员干部中集中开展警
示教育，促使查办案件充分发挥治
本功能，成为党员干部敬畏纪律规
矩的“活教材”。

浑南区殡仪馆原经理王某某到
区纪委监委主动并如实交代了他在
任职期间利用职
务之便进行利益
输送的违纪事实，
并主动上交违纪
违 法 所 得 30 万
元。区纪委监委
依规依纪依法对
他作出开除党籍
处分。

惩处一个 震慑一片

“这两年，积极配合组织审查调查人数明显增多”

熔球、拉丝、织布，9月 4日，在凌
源经济技术开发区，辽宁炜盛新型复
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炜
盛”）各个车间正在紧张地生产。

“公司生产的玻璃球1500元/吨，
制成玻纤达到 5500 元/吨，制成玻璃
纤维布达到 9000 元/吨，从玻璃球到
玻纤再到玻璃纤维布，产品产值翻倍
增长，南京玻纤院的技术支持是辽宁
炜盛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公司部门负责人阎青介绍说。

辽宁炜盛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高
性能玻璃纤维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
业，南京玻纤院是国内玻纤产业发展
的权威专业院所。2018 年 7月，辽宁
炜盛与南京玻纤院签订项目合作协
议，南京玻纤院全程为辽宁炜盛提供
技术保障、产品研发等服务。两年

来，辽宁炜盛柔性引进南京玻纤院周
拥民教授等专家 6 名，依托南京玻纤
院科技成果，不断接长产业链条，企
业发展后劲十足。

不唯地域引进人才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人，而对作
为我省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朝阳而言，
人才短缺是不可回避的痛点。

多年来，朝阳产业结构单一且低
端，经济总量小，研发平台和高新技
术企业少。据介绍，2017 年以前，朝
阳市拥有省级以上研发平台87个、高
新技术企业 44 家，仅占全省的 1.7%，
科技创新能力极弱。

朝阳是省内唯一没有省属专科
以上高校的城市。据 2017 年人才普
查统计数据显示，朝阳市拥有各级
各 类 人 才 18.5 万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5.43%，比全省平均水平低了近 7 个
百分点；全市拥有副高级职称的专
业技术人才 20615 人，占人才总量的
11%，正高级职称 1054 人，占人才总
量的 0.6%，且大部分专家都集中在
教育、卫生、农业等行业，人才结构
不合理，人才总量匮乏，不足以支撑
振兴发展需要。

高校院所是汇聚创新资源的“源
头活水”。2018年是国家深化高校和
科研院所体制机制改革的关键一年，
也是《辽宁省人才服务全面振兴三年
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实施之
年。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和
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专家教授创新创
业、成果转化。朝阳市抓住这一机
遇，组织实施了“大学进园区进企业”
工程，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通过兼
职服务、候鸟式聘任、联合攻关、成果
转化等柔性方式引进高端科技人才，
实现“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

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
截至目前，朝阳全市共有 310 家

企业与清华大学、中科院、东北大学
等 100 所高校院所开展合作，合作项
目达 365 项，转化高校院所科技成果
318项，引进高层次专家3683人次。

开辟经济欠发达地区
实现振兴发展新路径

人才流动有“跟随效应”，往往是
引进一名关键人才，能够吸引一批与
之相关的人才跟随而来。

朝阳市矿产资源丰富，矿产资源
开发及精深加工领域急需人才支
撑。两年前，朝阳县民营企业天马
集团与东北大学合作，投资 1 亿元，
联合创建了朝阳东大矿冶研究院，
由东北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国栋、孙传尧领衔，吸引了科研开
发及技工队伍 106 人。其中，博士 17
名、硕士 53 名、教授及教授级高工 8
名，重点研究复杂难选铁矿石悬浮
磁化焙烧技术，着力解决企业发展
难题和行业“成长的烦恼”。

两年来，朝阳东大矿冶研究院
研发出铁矿悬浮磁化焙烧技术等 9
项技术成果，获得发明专利近百项，
获批国家重点研发项目 1 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项。今年
1 月，东大矿冶研究院被国家发展改
革委评为难采选铁矿资源高效开发
利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
中心”。

通 过 项 目 牵 引 ，吸 纳“ 高 端 智
力”，引进一批高水平专家和团队，

“大学进园区进企业”成为朝阳创新
发展的发动机。据统计，目前，朝阳

市省级及以上科技研发服务平台 79
个，其中，拥有国家级平台 14个，近 3
年新建省级以上研发服务平台数量
达到 2018 年以前所建平台数的总
和。企业在创新能力建设、成果转化
和专利获取等方面的意识不断增强，
投入力度不断加大。2019 年朝阳全
市科技研发投入申报值达 13.02 亿
元，申报数为2018年完成值2.18亿元
的6倍。

“‘大学进园区进企业’开辟了经
济欠发达地区实现振兴发展的新路
径，为朝阳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
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集聚发挥了
强有力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更为发展
动能转换、坚定发展信心增添了无限
的动力和希望。”朝阳市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朝阳市委组织部
部长老颜武说。

产业链、人才链、创新
链有机融合

聚焦产业方向、提升产业层次、优
化产业结构、扩大产业规模，这不仅需
要高端专业人才的行动引领，更需要更
多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来具体实施。

9 月 4 日，在凌源经济技术开发
区，辽宁航天凌河汽车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航天凌河汽车”）总装车间内，
刘文昌正在与工作人员探讨科研项目
对接问题。刘文昌是辽宁工业大学管
理学院原副院长，现为凌源市政府挂
职科技副市长。

2018年，凌源市大力发展汽车产
业，对科技、人才需求迫切。而辽宁
工业大学是我省汽车零部件产业校
企联盟牵头单位，与凌源市建立了全
面战略合作关系。在“大学进园区进
企业”工程中，朝阳每个县（市）区从
合作的高校院所选任1名挂职科技副
县（市）区长，专门负责“大学进园区
进企业”校企对接工作。

目前，在刘文昌的推动下，航天凌
河与辽宁工业大学开展产学研全方位
项目合作，其中包括建立省级博士后
创新基地、共建汽车研究院、共建大学
生实践培训基地，研究生培训基地，辽
宁工业大学为企业订单式培养技术人
才，为凌源汽车产业发展积聚力量。

“高等院校有科技优势、人才优
势，企业有良好的
产业基础，‘大学进
园区进企业’使产
业链、人才链、创新
链有机融合，实现
了产业、企业与高
校院所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刘文
昌说。

大学进园区进企业 补齐科技创新短板

看朝阳如何破解人才短缺之痛
本报记者 张 旭

查处一起案件 教育一批干部 健全一套制度

沈阳浑南区用足用好警示教育加快办案成果转化
本报记者 王 坤

产业的发展
离不开人才支撑，
作为我省经济欠
发达地区，朝阳曾

长期饱尝人才短缺之痛。为
补齐科技创新短板，2018
年，朝阳市组织实施了“大学
进园区进企业”工程，产业园
区及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合作，通过联合攻关、成
果转化等柔性方式引进高端
科技人才。截至目前，朝阳
共有 310家企业与 100所
高校院所开展合作，合作项
目达365项，转化大学院所
科技成果318项，柔性引进
高层次专家3683人次。

正风肃纪反腐，惩是手段，治是目的。
“主动投案和主动配合审查调查

的事例和数据，只是警示教育的显性
成效。”丁洪彪说，真正把更多党员干
部拦在了违纪之前、歧路之始，让党员
干部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党
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才是开展警示
教育的隐性之功、深意所在。

“周立民身为党员干部，纪法意识
淡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党的廉
洁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4 月 22
日，浑南区农业农村局召开廉政工作
会议，宣布区纪委监委对农业技术推
广与行政执法中心农村能源科原科长
周立民的处分决定。

宣布处分决定只是警示教育的开
始。之后，浑南区农业农村局召开专
题民主生活会、警示教育大会，开展自
查自纠、建章立制，并接受干部群众监
督，打出全面整改“组合拳”，让警示教
育效果实起来。

“腐败就在身边，倒下的人就在眼
前，这给我们彻底敲响警钟。”区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王炳信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过去参加警示教育活动，多半抱
着‘看戏’心态，把案例当成‘故事’讲，
当‘笑料’听，现在再不能把自己当成
旁观者、局外人，得真正做到思想上受
到警醒、行为上有改观。”

做实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不
敢腐”震慑是基础，浑南区不断创新警
示教育形式。今年，浑南区纪检干部
深入发生过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街
道、行业和部门及容易出现廉政风险
的重点部门开展宣讲，剖析案例，对纪
律条例“掰开皮儿说馅儿”，让党员干

部知敬畏、明纪律，截至目前，已开展
宣讲活动66场次，3662名党员干部接
受警示教育。

“不敢腐”震慑带来哪些变化？
据统计，2019年浑南区全年立案342

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79人，和2018年
同期相比分别上升28.6%、111.4%。

何友仁对此解释说，数量增长是
重拳反腐的结果，而这其中“存量明显
增加、增量显著减少”，说明违纪违法
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也就是“减存量、
遏增量”得到明显体现。

“不想腐”体现在机制建立上。通
过警示教育，浑南区纪委监委做实日
常监督，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落
实，促进“事要解决、人要处理、长效机
制要建立”，从而达到“不能腐”的治本
目标。今年以来下发纪律监察建议书
16份，推动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制度13
项，整改问题46个。

浑南区纪委监委晒出一份数据：“今
年以来，各职能部门主动查摆问题数量
增多，纪委监委监督发现问题数量减少，
群众满意度增加，信访量下降10%。”

“不想腐”是目标。纪委监委在监
督履职过程中，“四种形态”在浑南区
得到综合运用。今年上半年，全区综
合运用“四种形态”处理 371 人次，其
中，运用第一、二种形态占比94.88%。

“把违纪违法问题发现在早、处置
在小，层层抓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
任，警示教育效果越来越实；纪委监委
履行监督首要职责，以监督促完善发展
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丁洪彪说，做实

“后半篇”文章带来政治生态新气象，而
这一转变，干部群众看得着，感受得到。

一案一促改 一案一促建

“主动发现问题数量增多，信访投诉数量减少”

刘某坐不住了。2019 年 5 月的
某一天，他带着一张存有 49 万元的
银行卡，主动找到沈阳市浑南区纪
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李
亨，交代了自己在前桑林子村土地
征收中伪造合同并从中获利的违纪
事实。

刘某是沈阳市浑南区李相街道
前桑林子村党支部原书记。他之所

以能够主动投案，和反腐败高压态势
有关，更离不开浑南区持续深入的警
示教育。

警示教育是执纪审查的“后半篇
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在严厉惩腐的同时，充
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作用，通过查
处一起案件、教育一批干部、健全一
套制度、解决一类问题、净化一方生

态，从而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机制建立。

沈阳市浑南区以警示教育为抓
手，把以案促改工作提升为一把手工
程，通过案件查办，找差距、补短板，
整治行业作风，重塑政治生态。那
么，不断深入的警示教育是否发挥作
用，效果如何？记者走进浑南区深入
调查。

浑南区新任职区管领导干部接受廉政教育。 崔 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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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昌（中）在辽宁航天凌河汽车有限公司总装车间与工作人员交流。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