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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纪委十三届三次全会今日召开，新一年成都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蓝图即将绘就。迎着新时代的清
风，回望砥砺奋进的2017，每一个关键词都是对忠诚履职的诠释，每一个坚实的脚印都是勇担使命的见证——

过去这一年，在省纪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旗帜鲜明讲政治、认真把握新规律、积极探索新
举措，聚焦监督执纪问责，扎实推进“七大工程”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成效。全市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
在2016年下降8.8%的基础上再下降12.8%；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指数达到86.83，比2016年上升1.41，再创新高。

这一年，全市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风清气正、崇廉尚实、干事创业、遵纪守法的良好政治生态
得到进一步深化发展。

一起盘点2017年我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关键词。

本期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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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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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强化政治担当
围绕中心任务积极履职

紧扣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战略部署，保持坚强政
治定力，以更坚定的态度、更有力的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严查快办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对抗组
织审查等问题 49 件 51 人。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和换届提名人选的
政治关、廉洁关、形象关，市纪委出具党风廉政意见1297人次、对有
关人选“放下”5人。

加大对中央和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专项监督检
查力度，紧盯不作为慢作为问题，问责525件736人。

加强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严肃查处环保问题
案件，问责 302 人。建立健全纪委（纪检组）定期向同级党政领导
班子成员通报职责范围内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制度，推动领导干部
履职到位。

2017 年，我市坚持从实际需要出发，从具体问题入手，层层压
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创新方式方法紧盯“关键少数”，直
面问题严肃追责问责，在全市范围自上而下多层次、全覆盖开展述
责述廉，对主体责任检查考核、全省社会评价指数排名靠后的 4 个
区（市）县和 10 个市级部门的党政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对履行管
党治党责任不力的276名党员干部、78个党组织实施问责。

关键词：强力正风肃纪
持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华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
现值得警惕》一文作出重要指示，向全党发出了驰而不息纠正

“四风”、改进作风的行动号令。
为深入贯彻进一步纠正“四风”、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

神，不断深化拓展作风建设成果，我市积极建立健全正风肃纪联席
会议制度、联动协作机制，监督检查工作机制、工作情况报送机制，
不定期召开正风肃纪工作联席会议，形成正风肃纪工作合力。协助

市委制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密
切联系群众的实施细则》，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针对元旦、春节等
重要时间节点，提前印发通知，实行廉政提醒。针对突出问题，采取
日常检查与节点检查相结合、突击暗访与随机回访相结合的方式，
及时发现、大力整治。立案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218
个、处分285人。

深化“9+2+X”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组织开展“回头看”，督促
问题整改到位。积极构建监督网络，拓宽群众举报渠道，挖掘不
易发现的、隐形变异“四风”问题。创新打造“成都面对面·监督
问 责 第 一 线 ”全 媒 体 直 播 节 目 ，着 力 深 化“ 阳 光 问 责 问 廉 ”。
2017 年，节目已走进都江堰市、双流区，聚焦“民生民利”找准问
题。两期直播节目共曝光问题 24 个，收集外场热线及网络问题
共 70 余个。

“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
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为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2017 年 5 月起，成都紧盯矛盾突出、
问题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行业和领域，重拳出击专项治理“微腐
败”，推动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地落细落实，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我市通过印发《开展专项治理“微腐败”工作实施方案》和各阶段

工作安排，推动全市面上工作有序有力开展。同时印发《成都市治理
“微腐败”工作办法（试行）》，建立健全“严肃查处、通报曝光、反思剖
析、回访督改、反馈促建”等制度机制，促进治理“微腐败”常态长效。

积极发动群众监督、高频率开展随机走访和重点走访，坚持深
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收集民情民意，采取召开坝坝会等方式，零距
离、面对面倾听群众意见。召开新闻通气会，举办“纪委开放日”，在
成都电视台《今晚800》栏目推出特别节目《亮剑“微腐败”成都在行
动》28 期、曝光“微腐败”典型问题 24 件，在“清廉蓉城”融媒体平台
先后发布23期“每周时评”，向社会宣传治理做法成效，有效传递压
力，大力营造治理氛围。

对“微腐败”问题线索“清仓起底”2385 件，立案“微腐败”问题
1892 件 2068 人，查处 1611 件 1739 人，追责问责 336 件 416 人，公
开曝光578件689人。

关键词：治理“微腐败”
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我市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
决减少腐败存量，重点遏制腐败增量。全市共处置问题线索 7835
件，同比增长 0.82%，立案 3816 件、处分 3994 人，同比分别增长
17.63%、23.12%，其中立案审查厅局级干部 8 人、县处级干部 177
人。同时，进一步加强反腐败协调，加大追逃追赃力度，追回“红通”
人员1名，我市涉及的两名“红通”人员已全部追回。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相关部署要求，市纪委于 2017
年 7 月组织召开全市实践运用“四种形态”工作座谈会，对加强纪

律审查工作特别是深化“四种形态”实践运用进行了工作部署。
立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充分运用第一种形态，加强对党员干部
的提醒教育，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推动各级党组织走
到前台，真正担当主责。

我市把第一种形态作为日常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市委、市政
府领导班子成员对 32 名市管干部进行谈话提醒，全市纪检监察机
关谈话函询4860件次，同比增长17.53%。

通过建立在职市管干部廉政档案，严格执行反映市管干部问题
线索直接了结、了结反馈制度；坚持严管厚爱，创新制发《关于建立
容错纠错机制进一步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的实施办法（试行）》

《关于加强对受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同志和人员教育管理和关心关
爱的工作办法（试行）》。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
关运用“四种形态”，处理 8910 人次，各形态占比分别为 54.98%、
33.31%、6.16%、5.55%。

关键词：坚决惩贪治腐
巩固反腐败压倒性态势

2017 年以来，我市紧扣《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和省委
《关于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的意见》对巡视巡察工作提出的新
要求，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加强政治巡察的新部署，扎实
推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先后印发了《成都市党委巡察工作实
施办法（试行）》《市委巡察工作议事决策规则（试行）》《市委巡察
工作指南》等系列实用性规范化工作规程，确保巡察工作按图施

工、规范推进。
市委启动对 11 户市属国企和 5 所市属高校的第一轮巡察，发

现问题 967 个，报送重要问题线索 99 件。对市交委、市农委、简阳
市开展扶贫领域专项巡察，发现问题 77 个，报送重要问题线索 15
件；针对“熟人社会”羁绊，在青白江区和新都区探索开展交叉巡察
试点，积极探索破解人情社会的有效举措。同时，持续推进区（市）
县党委巡察，全市 22 个区（市）县均成立了巡察工作机构，共巡察
221家单位，发现问题5959个。

用好巡察成果，着眼推进标本兼治，认真做好对共性和倾向性
问题的归纳提炼，并从深化改革、健全制度、加强监管等层面提出高
质量、高水平的报告、对策、建议，为市委加强顶层设计、作出决策部
署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

关键词：强化巡察监督
进一步凸显利剑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
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
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治标须治本，铁腕执纪的同时还深入推进惩防体系建设。我市
将 2017 年确定为党风廉政建设制度执行年，市纪委多轮次开展专
项调研督导，推动制度执行到位。同时，认真落实市委部署要求，针

对国企、国土、建设、教育等系统“靠山吃山”问题易发多发的情况，
牵头开展专题调研，形成《加强市属国有资产监管健全风险防控机
制的若干规定》等系列制度规范。

为深化廉政风险防控，全市共立项实施 81 个市级专项防控项
目，抽查审计一级廉政风险岗位 283 个。制发预防腐败建议书
1322份。全面推行廉情专报制度，制发1262期4913份。

认真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把握宣传导向，全面
升级“7+N”融媒体宣传平台，推出各类专题、专栏50个。扎实开展
警示教育专题活动，制作警示教育片 8 部，在党校创新开设警示教
育互动课。大力弘扬廉洁文化，建立经典家训家规、优秀家风家训
故事数据库，推出“清廉蓉城·共建共享”系列公益广告 12 部、廉洁
动漫宣传片3部，打造廉洁地铁站台3个、廉洁公交专线11条。

关键词：深化标本兼治
全面提升清廉蓉城品牌

2017 年 11 月 21 日，成都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专题审议通过
《成都市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11 月 23 日，四川省试点工作小组审批通过成都市实施方
案，成立由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平任组长的成都市深化监察
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王川红任工作小
组办公室主任。

2018 年 1 月 17 日，成都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
议选举产生成都市首任监察委员会主任，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王川红当选。

1月23日，成都市召开市监察委员会成立大会，市监委正式挂
牌成立，标志着成都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正式开启新的工作阶段。

为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的决策部署，我市把改革试点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市委负总
责，纪委负专责，各成员单位通力协作，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
力。坚持全市“一盘棋”，科学制定改革工作方案，深入细致做好思
想政治工作，顺利完成人员转隶和市、县两级监察委员会组建，共
转隶 342 人，监督对象增加 40.87 万人，实现对 57.79 万名行使公
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关键词：扎实推进改革
不断提升治理能力

关键词：严格自身建设
铸造纪检监察铁军

从“打铁还需自身硬”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十九大报告对加
强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纪律的监督者、执行者、捍卫
者，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持续深化自身
建设，着力打造一支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铁军。

为深化派驻机构改革，我市制定出台《关于加强市纪委派驻机
构建设的实施意见》，采取单独派驻和综合派驻相结合方式，将派
驻机构由75个减少到35个，更好发挥“探头”作用。

在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不断强化纪检监察干部“四个意识”。

为进一步提升干部能力素质，市纪委制定完善纪检监察干部
5 年培训规划，分层分类开展培训，培训干部 3100 余人（次），有效
提升全市纪检监察干部的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市纪委始终坚持
把纪检监察系统内部巡察作为日常监督的重要手段，2017 年，市
纪委分两批对 8 个区（市）县纪委开展系统巡察，发现问题 154个，
从严查处纪检监察干部违纪问题26件26人。

接下来，市纪委将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和省、市党
代会精神，继续保持奋斗姿态，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以政治建
设为统领，不断拓展作风建设成果，旗帜鲜明惩治腐败，持续深化
标本兼治，奋力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本报记者 刘飞 程廷静 陈艾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