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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蓉城共建共享

青羊区纪委监委聚焦市委、区
委重大决策部署要求，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发挥纪检监察机关职能，实
施“清风护航行动”，积极营造“纪企
联动、清风相伴、共谋发展”的良好
氛围，助力营商环境建设。

为缩短纪企距离，深入一线听取
企业和群众意见建议，青羊区纪委监
委变被动为主动，开展“纪企零距离”
大走访活动，与企业当面交流沟通，
发放《廉政监督卡》1000余份，收集
问题及意见建议30余个，协调相关
职能部门解决问题12个。推出“政
风行风热线—局长在线”营商环境建

设主题年活动，产业或窗口部门“一
把手”在线回答企业和群众提问，今
年推出8期，现场解答群众电话提问
100余条，回复网络提问11条。召
开“阳光问责问廉”坝坝会、“纪企面
对面座谈会”15场，与辖区企业恳
谈，收集意见建议263个，现场解答
问题119个，整改企业反映问题141
个。创新开展营商环境第三方机构
社会评价，随机访谈个体工商户237
家、法人企业189家，收集问题23
个，形成《关于对青羊区营商环境社
会评价的分析报告》。

针对企业“痛点”“阻点”“难点”，

该区纪委监委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多
措并举督促全区各职能部门认真履职
尽责，共同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各项工
作“全面提速”。企业设立登记时间由
3个工作日压减为0.5个工作日，工程
建设项目全流程时间压至90个工作
日，实现企业100%办件“仅跑一次”，
675项行政审批事项实现“一窗受
理”。坚持从严从快查处破坏营商环
境、损害企业权益以及政商交往中的
违纪违法问题。今年以来，共立案查
处各类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损害营商
环境案件14件15人，党纪政务处分9
人，收缴违纪款40.7万元。

为贯彻落实“党组织建到哪里，
巡视巡察就跟进到哪里”的相关部署
要求，今年以来，新都区试点开展村
（社区）党组织全覆盖巡察试点任务，
形成了“一体两翼三联推动”的新都
模式。

以“一体”为架构，突出一体推
进，坚持巡镇带村、镇村联动，巡察动
员会开到村社一级，巡察组进驻村社
一线，实施镇村巡察同步动员、同步
表态、同步进驻、同步反馈；推行“村
对照整改、镇统筹整改、部门提级整
改”的整改模式，分级分类压实镇党
委、村党组织整改责任，实现镇村同
步建账、联动对账、一体销账。

以“两翼”为驱动，助力巡察提质

增效。一方面，与高校联合开展村级
巡察课题研究，优化巡察方式，凝聚
多方智慧，梳理“7+X”巡察清单，提
升巡察针对性。另一方面，研发巡察
信息管理系统，开发巡审联动大数据
模块，多渠道收集镇街、财政、民政等
关联数据，确保巡得准、巡得实。

以“三联”为路径，强化人员联
动，抽调业务骨干组建村级巡察人
才库和专家库；强化方式联动，结合
被巡村（社区）实际，充分发挥常规、
专项、交叉巡察等优势，统合联动；
强化部门联动，与区纪委监委建立
协作配合机制，与区委组织部联合
建立干部评价体系，与区委政法委、
区委宣传部建立专项协作机制，推

进巡察监督与其他监督的贯通融
合，增强监督实效。

一年来，该区村级巡察工作有力
有序推进，对217个村（社区）和347
名党组织负责人“精准画像”，发现并
推动解决“班子不团结、组织生活制
度不落实”等问题356个，移交问题
线索65条，共立案查处24件26人，
给予诫勉谈话9人、提醒谈话2人、批
评教育2人；发现并推动解决村（社
区）财务管理混乱、民主决策不规范
等问题85个，村级党组织引领发展
不力、创业劲头不足等问题43个；紧
盯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发现并严
肃查处村干部虚报冒领、优亲厚友等
问题18件18人。

为全力构建风清气正良好政治
生态，大力推进县域政治生态建设，
新津县制定出台《关于建立政治生态
评价体系的意见（试行）》，从政治生
活规范度、党内监督严实度、选人用
人公信度、党员干部勤廉度、人民群
众满意度5个维度设立16个一级指
标、50个二级指标全面“体检”政治
生态，着力探索可评价、可建设、有场
景的县域政治生态建设路径。

2019年，新津县积极运用评价
指标，通过“一书一表一报告”（预警
通知书、评价情况反馈表、政治生态
评价报告）等制度，对呈现下行趋势
的不良指标精准干预，净化修复政治
生态。今年第一季度，该县网络理政
方面群众满意率同比下降6.25%，通
过及时采取生态预警、季度评价、电
视问政等正向干预措施后，第二季度

群众满意率上升了3.5个百分点。
每个评价指标都映射相应的政

治生态建设场景，新津县通过民生诉
求会办中心，实现线上线下“一个平
台”集中办理群众诉求，形成快捷高效
的服务场景；通过开展典型案例“一案
一整改”，做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规
范一方，构建震慑常在的教育场景；通
过开展“三报到”活动，督促党员干部
下基层、听民声、解难题，深化实心干
事的勤政场景；通过开设“五河回澜”
栏目，建立政治生态问题“发点球”的
督促整改机制，打造靶向治理的修复
场景；通过开展政治生态“大家谈”“大
家建”活动，调动社会各阶层参与热
情，营造共建共享的建设场景。新津
县通过现实场景建设，助力对应评价
指标向上向好，以政治生态局部建设
带动政治生态整体提升。

创新监督举措
推动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晒做法、比亮点，近日，成都市纪委监委召开2019年区（市）县纪检监察特色亮点工作评审会。各区（市）县纪委
监委充分展示自身工作举措和成效，聚焦全面落实监督责任，相互交流特色做法和实践经验。

“希望通过互学互促、共同提高，进一步推动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以更加务实的工作举措，切实解决
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成都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何针对政府投资建设工程项
目开展精准监督？成都高新区纪
工委监察工委聚焦主要廉政风险
点存在的工程报建审批、项目招投
标和项目建设推进等三大环节，探
索搭建政府投资建设工程项目全
流程、闭环式精准监督链条，努力
实现精准监督、高质量监督。

BIM+（建筑信息模型）工程项
目监督平台，是高新区探索搭建的工
程项目监督新模式。该平台通过建
立报建基础审查数据库和三级管控
制度，实现24小时在线“自助报规报
建”，有效排除人为干扰，压缩寻租空
间；建立廉政数据库，让审批过程“可
留痕”“可追溯”，防止审批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系统自动准确预警审
批时间超期、要件缺失等不合规情
形，纪检监察机关根据预警情况及时
监督执纪，对审批过程中临期、超期、
触发风险点等情况主动统计分析廉
情。

同时，推行廉政合同制度，实施
精准预防，解决招投标环节监督难
题。指导国有企业加强监督，同步纠
正16次目标偏差，防止5次工期延
误，规范近亿元工程款使用。先后督
促工程建设单位清理监控隐蔽验收
等12个主要环节漏洞，防范结算审
查等26个节点风险，完善“工程管理
办法”等10余项制度。督促区属国
有企业和80个承建单位将廉政合同

条款纳入管理制度，规范工程招标、
管理采购等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截
至目前，政府投资重大工程项目签订
廉政合同600余份。

为解决建设管理环节监督难题，
高新区纪工委监察工委发挥与审计
局合署办公优势，突出审计监督“尖
兵”专长，对高新东区28个政府投资
建设工程项目创新开展全过程审计
监督，研究制定《高新区全过程跟踪
审计业务指导手册》，指导和规范审
计监督工作。截至目前，审计监督发
现的531个问题已整改510个。针
对共性问题向建设单位、主管部门发
出审计建议书12份，提出审计建议
50余条。

实现政府投资建设工程高质量监督

为贯彻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要求，双流区纪委监委积极探索，
结合本地实际，制发《加强村（社区）
纪检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和具体
的《指导意见》，构建组织架构、职能
职责、教育培训和工作运行等“四项
体系”，着力解决基层纪检组织力量
不足、职责不清、能力不强、运行不
畅等问题，夯实打牢村（社区）纪检
组织履职基础。

双流区在设立党委的村（社区）
成立纪委，在设党总支（党支部）的
设纪检委员，每个村（居）民小组设

廉情监督员、每个村（社区）设监察
工作信息员。融合监督力量，对设
纪检委员的成立纪检小组，推行“村
（社区）纪委书记或纪检委员兼任监
委会主任”，实现纪检监督、监察监
督与自治监督有机统一。规范纪检
组织办公场所、工作网络和工作机
制。明确组织协调、监督检查、信访
处置、宣传教育四类 19项职责任
务。不断完善教育培训体系，通过
开展“说说你的烦恼”“看看你的本
事”“晒晒你的收获”活动，提升村
（社区）纪检干部履职能力。建立集

体决策、工作例会、定期报告、工作
纪实、信息收集等制度，不断完善管
理制度体系。

经过实践，该区村（社区）纪检
组织机构设置健全，并认真履行职
能，取得良好效果。全区基层干部
规矩意识明显提升，今年“两委”干
部被立案查处 35 人，同比下降
53.3%；基层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
信访举报同比下降42.7%，；基层纪
检监察工作成效明显提升，常态开
展监督检查，报送问题线索36件，
查实立案1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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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区对教育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调研，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校舍安全

双流区开展村社区纪检组织现场会交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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