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中秋、国庆临近，为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防“四风”问题反弹回潮，
近日，成都市纪委印发通知，明确纪律要求，确
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

通知要求，要强化宣传教育，严明纪律规
定。各地各部门要通过节前打招呼、发送廉洁
过节短信等多种形式，教育提醒广大党员干部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实施细则和有关
纪律规定要求，持续强化纪律规矩意识。同时，
各地各部门要督促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党组
织，采取有效方式，组织各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
中央纪委和省纪委、市纪委近期公开曝光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对照相关
要求进行自查和监督检查。

通知要求，要注重精准监督，从严查处问
责。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机构）要进一步履
行监督职责，对违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
私用等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通过随机抽查、
专项检查、媒体暗访以及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
筛查研判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督检查。

在监督执纪问责工作中，既要保持纠治“四风”
高压态势，又要实事求是，严格依规依纪依法，
精准把握政策界限，精准处置违规违纪问题，防
止工作方式方法欠妥、层层加码和处理问题简
单化、搞“一刀切”等问题，防止工作跑偏跑调。
要加强对下级工作的指导推动，及时掌握情况、
发现问题，了解舆情、导正纠偏。

通知强调，要畅通举报渠道，紧盯突出问
题。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机构）要通过报
纸、电视、网络、公益广告等多种载体和形式，
广泛公布举报电话、举报网址，开设举报专区，
应用新媒体举报平台，强化社会和群众监督。
坚持节假日值班制度，对群众反映的、舆论媒
体关注的、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发生在节日期间
的“四风”问题线索、重要舆情，要优先处置、快
查快办。同时，持续通报曝光，强化警示震慑，
筛选“四风”问题典型案例进行通报曝光，并进
行逐一点评，深入剖析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
督促党员干部以案为鉴，举一反三，不断强化
警示震慑。

前有阖家赏月夜，后有中华盛世节，
家国同庆勿忘廉。中秋、国庆佳节将至，
请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实施细
则和有关纪律规定要求，不用公款吃喝、
旅游，不用公款送月饼等节礼，不得违规
收送名贵特产等礼品、礼金、购物卡，不
赌博敛财，不乱发钱物，不公车私用。力
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祝双节快乐，身
体健康，阖家幸福！

【中共成都市纪委成都市监委】

链接

这条短信
你收到了吗？

新津县采取查阅票据、实地走访等方式，对各单位开
展监督，重点查看有无公款吃喝、公款购买节礼、违规发
放津补贴等情况

金堂县对旅行社发票开具和旅游合同签订情况进行
检查，严查各种巧立名目、披上“隐形衣”的公款旅游违规
问题

节日前夕，龙泉驿区对各单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情况进行抽查，重点检查是否借过节之机违规使用三
公经费，滥发钱物等情况

温江区利用公车监控系统对全区 78 辆公车进行全天
候监控，合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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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暗访呈现问题，
部门单位现场回应，专家
监督员当场质询⋯⋯9 月
11 日，《成都面对面·监督
问责第一线》全媒体现场
直 播 活 动 聚 焦 郫 都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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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国庆临近 市纪委发出通知

紧盯“四风”问题 确保风清气正

近日，成都市纪委通报 5 起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1.武侯区原机关事务管理局副调研员姚绍
奎违规公款国内旅游问题。

2015年6月15日，武侯区原机关事务管理
局安排姚绍奎带队，一行 6 人赴宁波市考察学
习，6 月 17 日至 6 月 19 日，经姚绍奎同意，考察
组在考察结束后前往普陀山景区等地游玩。姚
绍奎等人返回成都后将游玩期间产生的交通
费、门票费、伙食费予以报销。2019 年 5 月，姚
绍奎同志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公款旅游相关费
用已全部退赔。

【武侯区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点评】
姚绍奎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本应带头遵守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但心存侥幸，借外出考察之
机公款旅游，从中可以看出在正风反腐高压态
势之下，仍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对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在思想深处和骨子里没有真正形
成自觉。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我们必须保持
韧劲恒心，持续查纠“四风”，对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持
续保持高压态势，严防“四风”问题反弹回潮。

2.成都新开元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党委
委员、副总经理竹伟违规使用公务车辆问题。

2018 年底，新开元公司按照青白江区政府
部署，完成公务用车改革。该公司公务用车管
理规定明确公司副职不专门配备公务用车，所
需用车由公司行政办统一管理、统一调配。竹
伟在公车改革后，长期占用公务用车由自己支
配使用。2019 年 6 月，竹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

【青白江区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点评】
此案反映出个别党员干部自觉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意识不强，相关单位对党员
干部教育监管不到位。纪检监察机关（机构）要
紧盯“四风”新动向、新表现，强化监督检查，精
准执纪问责，加大通报曝光力度，持续警示震
慑，不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3.邛崃市教育局计财科科长王开全违规使
用公务加油卡给私家车加油问题。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3 月，王开全多次
使用单位公务加油卡为自家私家车加油，油费
共计 5217.83 元。2019 年 6 月，王开全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已全部退缴。

【邛崃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点评】
王开全身为党员干部，缺少应有的法纪意

识，打上了公务油卡的“歪主意”。该问题暴露
出个别单位存在公车管理制度不健全，机制不
完善的问题，以及个别干部纪律规矩意识不强，
仍心存侥幸、顶风违纪。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四
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对违纪问题抓早抓
小、露头就打、严肃处理，以“零容忍”的态度坚
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

4.蒲江县鹤山街道铁溪村村委会主任韩波
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问题。

2014 年 8 月，时任蒲江县鹤山街道铁溪村
村会计韩波，在鹤山街道一农家乐为女儿操办
升学宴 30 余桌，收受本村村民小组长 9 人礼金
1800 元；2017 年 5 月，时任铁溪村村委会主任
韩波，在鹤山街道一农家乐操办乔迁宴 30 余
桌，收受本村部分村干部及村民小组长 13 人礼
金 3800元，两次共计 5600元，在社会上造成不
良影响。2019年7月，韩波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违规收受的礼金全部退还。

【蒲江县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点评】
韩波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违规收受管理对象

礼金，违反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这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基层党员干部不收敛、不收手的典型
案例，反映出当前个别党员干部在正风肃纪高
压态势下，仍然心存侥幸、不知敬畏。作风建设
永远在路上，我们要时刻紧盯“四风”问题，进一
步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强化监督执纪
问责，持续推动优良党风带社风民风。

5.成都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处第一管理所
工作人员屈显波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好处费
问题。

2019 年 3 月 4 日，屈显波在对占道挖掘许
可证颁发后进行管理中发现，某蛋糕店装修占
道施工打围围挡广告设置不规范，在与商家沟
通整改的过程中，收取商家“好处费”600 元。
2019年4月，屈显波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
得已退还商家。

【成都市纪委监委驻市城管委纪检监察组
点评】

该案反映出在全面从严治党、正风肃纪高
压态势下，仍然有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宗旨意识
淡薄，缺乏纪律和规矩意识，将手中权力当作
谋取私利的工具，违规用权、以权谋私。曲显
波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置党纪条规于不
顾，收受“好处费”，对违规问题“开绿灯”，违反
工作原则，损害党员干部形象，受到严肃查处，
既是咎由自取，也令人深思。各级党组织必须
切实树立严管就是厚爱的理念，既要充分信任
基层党员干部，又要坚持挺纪在前，抓早抓小，
让基层党员干部不断强化宗旨意识、规矩意
识，秉公用权、认真履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
断向基层延伸。

彭州市通过在超市进行走访，对是否存在党员干部及
公职人员违规购买节礼等情况进行检查

主动接受监督
自觉支持监督

成都市监委聘请第一届特约监察员

“今天，我在这里成为市监委首届特约监察员，这
既是一份荣誉，又是一份重托，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使
命。”

“作为特约监察员，要切实发挥各自专业优势，结
合来自各条战线、立足基层的特点，通过不断学习法
律法规，丰富实践历练，切实提升履职能力。”

⋯⋯
9 月 10 日，成都市监委召开第一届特约监察员聘

请会议，35名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受聘成为特约监察
员。会议现场，部分特约监察员作为代表进行发言，
大家表示将认真履行监督首要责任，并发挥好参谋咨
询、桥梁纽带和舆论引导作用。

建立特约监察员制度，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规范和正确行使国家监察权”重要指示精神的
具体举措，是依靠群众开展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路径，对于推动新时代纪检
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特约监察员对监察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监察权强化监督约束，监督的
是纪检监察机关的公权力。”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同时，特约监察员作为人民群众监督的一部分，
是对党内监督的重要补充，有助于推动党内监督与群
众监督、舆论监督等有效贯通，进一步完善监督全覆
盖格局。

据悉，特约监察员主要职责包括四个方面——履
行监督首要责任，重点对纪检监察机关是否严格遵守
宪法、监察法等法律法规，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
用权、为民用权等情况开展监督；发挥参谋咨询作用，
针对反腐败政策法规制定积极建言献策，加强对反腐
败重大理论、政策、实践等问题的学习研究，助力纪检
监察机关提升工作水平；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围绕纪
检监察机关工作开展深入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以
及创新经验总结；发挥好舆论引导作用，大力宣传全
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以及取得的成效，进一步增强
广大人民群众对纪检监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更好地
调动广大群众支持和参与纪检监察工作的积极性。

特约监察员受市监委委托开展监督工作，必须做
到自身过硬，要带头遵守党和国家的各项规章制度，
坚决守住原则和底线，争做遵纪守法的表率。同时，
时刻保持清正廉洁之心，提高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的
能力，严格依规用权、遵章办事；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
有关工作制度，不能擅自向他人透露与工作相关的保
密内容，真正做到打铁必须自身硬。

成都市纪委通报5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节点”就是“考点”。2019 年中秋、国庆假期将
至，为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驰而不息纠
治“四风”，我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机构）紧盯节点，
深挖细查享乐奢靡问题隐形变异的种种表现，严防享
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反弹回潮，不断净化节日风气，着
力推动化风成俗。

驰而不息纠治“四风”
不断净化节日风气

在节日来临之际，锦江区在辖区内大型商场对是否存在公款购买月饼、礼品问题进行监督检查，严防“四风”问题反弹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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