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释放了
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的鲜
明信号，着力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让广大干部从一些无谓的
事务中解脱出来，这是民心民意之所向，
是基层普遍心声，也是确保基层更好抓工
作落实的重要保障。但是减负并不意味
着减责任，减负的目的是激发全党特别是
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
地投入到干实事、求实效中去，激励广大
干部崇尚实干、担当作为，用作风建设的
新成效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
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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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0 日一早，龙泉驿区柏
合镇部分党员干部围坐在一起，
进行了一次特别的交流座谈，镇
党委书记陈兵与大家一起集中学
习《通知》。“中央要给我们‘减
负’，让大家很受振奋，我们一定
要学习领会好中央要求，真正做
到入脑入心。”陈兵这样说道。

“层层大幅度精简文件和会
议，确保发给县级以下的文件、召
开的会议减少 30%－50%；中央
印发的政策性文件原则上不超过
10 页，地方和部门也要按此从严
掌握；对县乡村和厂矿企业学校
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减少 50%以
上的目标要确保执行到位⋯⋯”

《通知》针对“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加强思想教育，着力解决党
性不纯、政绩观错位的问题；严格
控制层层发文、层层开会，着力解
决文山会海反弹回潮的问题；加
强计划管理和监督实施，着力解
决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
留痕的问题；完善问责制度和激
励关怀机制，着力解决干部不敢
担当作为的问题；加强组织领导，
为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
提供坚强保障”五个方面提出务
实举措，明确了一些“硬杠杠”。

针对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成都已在年初作出部署——
市纪委监委制发《关于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集中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工
作措施》，明确从今年1月起，利用
6 个月时间在全市各级公职人员
中，针对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中央和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部
署中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
差，以及缺乏责任担当、履职尽责
不到位，学风会风文风流于形式，
检查调研搞形式、过多过滥，联系
群众、服务群众消极应付等5个方
面 18 类重点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并提出15条具体措施。
集中整治工作启动后，市纪

委监委联合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推
出《监督“麻辣烫”》特别节目——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成都打
响“攻坚战”》，结合梳理的集中整
治重点问题，聚焦群众关注的痛
点难点焦点，公开曝光问题，强化
震慑警示。2 月 20 日，节目就曝
光了锦江区某医院违规收取健康
证办理费用，区卫计局在处理群
众投诉举报中存在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等问题。成都市纪委监委
针对被曝光的问题，迅速督促锦
江区进行深入调查核实，严肃查
处问责。

“对这次集中整治我们要认
识到位，要透过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的表象看到其中不讲政治的本
质表现。”市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
察室主任张林表示，该室对联系
的区（市）县和单位开展督导，重
点关注党委政府的安排是否部
署，纪委监委是否推动工作，工作
的措施是否具有针对性，工作重
点是否突出，查找的问题是否精
准，工作要求是否严格明确。该
室将专项整治和日常的监督检查
结合起来，通过建立问题线索移
送、查处结合的通报以及反馈机
制，强化纠正整改。

“我们在本次整治工作中具
体负责统筹组织和督促落实，具
体抓好追责问责、通报曝光、推动
整改等工作。”市纪委监委党风政
风监督室副主任陈洪表示，为深
入推动整治工作，在摸清找准本
地区本部门本领域本系统存在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并制定
有针对性、实效性整改措施的同
时，还要进一步严肃执纪问责，对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坚持快
查快处、严查严办，对问题突出的
地区和部门，坚决实施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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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视点

让基层减负落到实处
成都深入推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整治工作

党性不纯、政绩观错位，文山会海反弹回潮，督查
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一直以来，一些形式
主义问题在基层时有发生，这也成为了困扰广大基层
干部的“负担”。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工作意见，全面启动集中
整治工作。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形
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对解决
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作出进一步部署。

中央剑指形式主义问题，深入人心，广大基层干部
倍感温暖。在成都，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通知》
要求，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紧盯形式主义突出问题，
纠治作风痼疾，切实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让干部从一
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有更多时间精力履职担当、
干事创业。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减负，
成都有哪些具体实践？本期报道，将带您一起了解。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安排，近日，十三
届市委第四轮专项巡察正式启动，各巡察
组已陆续进驻被巡察地区和单位。本轮
巡察主要对我市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特别是贯彻落
实市四大班子主要领导现场办公会要求
部署情况进行监督，采取“短、平、快”的专
项巡察工作模式，按照“东进、南拓、西控、
北改、中优”的划分原则，将成都天府新
区、成都高新区和20个区（市）县及市发改
委等 12 个重点市级部门分为 7 个片区，由
市委安排7个巡察组分类开展工作。

据悉，本轮专项巡察时间为 1 个月左
右，各巡察组将采取直奔主题、直插一线
的方式，通过调研座谈、随机走访、明察暗
访等手段，对各地各部门在落实态度、执
行力度和工作效度等方面开展监督。同
时，成都天府新区、成都高新区和 20 个区

（市）县分别成立1—2个巡察组，由市委巡
察组统筹调配，采取“大组+小组”的方式，
上下联动开展巡察。组与组之间加强横
向联动，形成“一盘棋”格局。

我市为期 6 个月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集中整治工作已经进展过半，
为深入推进整治工作有力有效开展，
确保取得实效，近日，市纪委监委通
报了全市集中整治工作情况。

通报指出，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
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市委要求，通过“阳光问责问廉”坝
坝会、民情恳谈、实地走访、现场了解
等形式，广泛收集困扰基层工作的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找准根源，精
准施策。同时，坚持把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与推进中央和省委、市
委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结合，形成
工作合力，提升整治实效。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和整治工作推
进不力的单位和领导干部严肃追责问
责。截至目前，市和区（市）县两级共
发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229件，
已整改127件，查处56件90人，问责
23件39人1个党组织。

彭州市葛仙山镇八井村党总支
部书记杨仕福对村民诉求消极应付、

推诿扯皮，未经村议事会集体决策，
多次变更民生工程项目修建地址，在
组织实施民生工程项目过程中不正
确履行工作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新津县兴义
镇三合村 12 组组长许建军未按要求
对已关停的空置厂房进行认真巡查，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未发现新增的

“散乱污”企业，巡查流于形式，被给
予党内警告处分⋯⋯近期，我市部分
区（市）县陆续通报了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典型问题，通过公开曝光强化警
示震慑。

与此同时，市纪委监委通过在
“清廉蓉城”网站、微信等官方平台设
置了“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监督举报专区”，进一步畅通信访
举报渠道。“我们对受理的信访件进
行精细化研判，对涉及相关单位、党
员干部可能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及时排查分流办理。严格台账
管理制度，建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专门台账，详细记录信访要素及流转

去向等，加强协调联系，定期移送相
关信访举报问题线索。”市纪委监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

3 个多月的集中整治工作也让
我市基层干部感受到了变化。大邑
县王泗镇党委书记曾烈军连日来在
村里走访，就辖区内的林盘打造工
作和村民充分交流，及时掌握工作
进展，收集各方意见，同时也让大家
及时了解全镇工作开展情况。“全市
集中整治的开展，以及近日中央下
发的《通知》，将使我有更多的时间
走村串户，与群众交心谈心，收集他
们的意见建议。”曾烈军如是说道。
和曾烈军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都江
堰市永丰街道社会工作科科长雷国
田。“和群众交流有利于我改进工
作，同时，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也
让我更有成就感。”雷国田表示，自
己的主要职责是做好街道内的扶贫
工作，比起以前，现在有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走进贫困户，确保各项扶贫
政策切实起到成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
收看‘成都面对面·监督问责第
一线’⋯⋯”3 月 20 日，“成都面
对面·监督问责第一线”全媒体
直播活动崇州专场播出。活动
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
重大决策部署，以“知行合一强
作风、实干作为聚民心”为主题，
以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为重点，推动党员干部队伍作风
转变，促进群众关注关切的民生
事项落地见效。现场通过播放
短片曝光了崇州三个方面的问
题，当地职能部门负责人现场回
应，专家监督员当场质询⋯⋯

除充分运用媒体监督等方
式之外，我市各地还结合自身实
际，多措并举摸排收集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反映。

近日，大邑县纪委监委的工
作人员来到了王泗镇进行实地
走访，通过与基层干部直接沟通
交流，摸排收集困扰基层工作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
同时还对该镇今年以来的文件
通知数量和篇幅长短以及会议
开展情况进行查看，督促该镇

“文山会海”整治情况。据悉，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集中整治开展
以来，大邑县立足实际，强化集
中整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常
态化推行多渠道问题发现机制，
问民情、问作风，面对面收集党
员干部在服务群众、扶贫攻坚、
扫黑除恶等工作中发生的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反映。目
前，共收集各类问题反映120余
个，排查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等党员干部作风问题 14 个，问
责党员干部20人。“我们在抓好
整治工作落实的同时，要借鉴其

他地方好的经验做法，促进干部
担当作为，真正为基层为群众办
好事、办实事。”大邑县纪委副书
记、县监委副主任郑志林表示。

整治过程中，都江堰市则
侧重于运用信息化手段广泛收
集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和问题
反映。

2 月 20 日，都江堰市纪委
监委通过“廉洁都江堰”微信公
众号，向广大群众、基层党员和
干部职工发布调查问卷，问卷共
14 个问题，主要调查了解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在哪一层级问题
较为严重、哪类问题最为突出及
其典型表现、产生根源、治理措
施等，并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建
议，累计收集调查问卷 2650 余
份。目前，都江堰市纪委监委就
梳理的有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的四个方面突出问题，制定了针
对性措施推动解决落实。“通过
问卷梳理出了我们本地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的一些具体表
现，让我们开展整治工作有的放
矢。”都江堰市纪委常委、市监委
委员杨瀚表示，在具体落实上级
部署开展整治工作中，要及时清
理整改是否存在检查监督过多
过滥和滥用属地管理等情况，实
实在在为基层减负。

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集中整治以来，我市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责任担当、学
风会风文风、检查调研、联系群
众等方面，精准发现具有本地

“基因”特点的问题，其中履职尽
责不到位问题较为突出，并对发
现的问题及时要求相关单位进
行整改。

《通知》明确“硬杠杠”
成都深入推进集中整治

深入走访+运用信息化手段
摸排收集突出问题

市纪委监委发出通报
强化曝光畅通举报渠道

“大组+小组”上下联动开展巡察
十三届市委第四轮专项巡察启动

本报记者 陈艾 刘飞 程廷静 市纪委监委供图

▲成都市委巡察组现场走
访了解简阳市空港大道项目推
进情况

▶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巡
察组同步开展专项巡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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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直播活动崇州专场现场

大邑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向群众了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反映 都江堰市纪委监委通过微信后台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梳理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