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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蓉城 共建共享

结语
“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权力运

行的制约和监督，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掷地有声，也为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明晰
了任务。

新的一年，成都市纪委监委将继续坚守
初心使命，坚决贯彻落实中央、中央纪委和省
委、省纪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切实履职尽责，用奋斗和实干去
开启新的伟大征程，推动新时代成都纪检监
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陈艾 程廷静 图片由市纪委监委提供

年度关键词
回眸2019年我市纪检监察工作（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
委四次全会上强调，坚持以正风肃
纪反腐凝聚党心军心民心，坚决惩
治腐败、纠治不正之风，坚决清除影
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消极因
素，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
各项制度，让人民始终成为中国共
产党执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发展的磅礴力量。过去这一年，在
省纪委和市委坚强领导下，成都市
纪委监委坚守初心使命，忠实履行
党章和宪法赋予职责，一体推进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全市纪检监
察工作取得新发展新成效。

加强政治建设，扛起监督首
责，创新制度机制，巩固发展反腐
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在上期内
容中，本报通过梳理4个年度关键
词，回顾了2019年我市纪检监察工
作中的几项重点工作。今天，继续
梳理4个年度关键词，敬请关注。

“政治”是巡察工作的主线。成都以“四
个意识”为政治标杆，以“六个围绕、一个加强”
为监督重点，聚焦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切实
发挥政治巡察的“显微镜”和“探照灯”作用。

2019 年 3 月 18 日，十三届成都市委第
四轮专项巡察启动，本轮巡察采取“短、平、
快”专项巡察工作模式，把成都天府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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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巡察组分类开展专项巡察。市委 7
个巡察组分片开展专项巡察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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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上下联
动开展巡察。组与组之间加强横向联动，形
成“一盘棋”格局。专项巡察聚焦各地各部
门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情
况，市四大班子主要领导现场办公会各项任
务要求落地落实等情况，共发现问题 203
个，提出巡察意见建议196条。

“做好此次巡察工作是市委第六巡察
组和市文广旅局党组的共同政治责任。巡
察组要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发挥政治‘显微
镜’和‘探照灯’作用，认真查找问题，推动
问题解决。市文广旅局党组和全体干部职
工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接受监督⋯⋯”
2019 年 11 月 29 日，市委第六巡察组巡察

市文广旅局党组工作动员会召开，标志着
十三届市委第六轮巡察已全部完成进驻。

2019 年 6 月以来，成都启动了十三届
市委第五轮、第六轮巡察，共安排 6 个巡察
组对 24 家市级部门（单位）党组（党委）进
行常规巡察，并组织对 12 家已巡察党组织
开展政治巡察“回头看”。此外，成都全面
加强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日常监
督，严格做好中央第四巡视组交办工作，快
查快办中央巡视转交办信访举报件 353
件，已办结 348 件，未办结的 5 件中，3 件已
立案、2 件配合省纪委监委正在核查。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现和推动解决
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2019
年 6 月 10 日，成都市村级党组织巡察全覆
盖现场推进会召开，会议对推进村级巡察提
出了要求。市县巡察是党的巡视工作重要
组成部分，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制度安排。为
进一步做深做实做细巡察监督向基层延伸，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基层见到实效，成都一
体推进村级党组织巡察全覆盖。2019 年 6
月，制发了《全市村级党组织巡察全覆盖的
指导意见》，统筹推进 22 个县（市、区）实现
一届任期内对所辖村（社区）党组织延伸巡
察全覆盖。去年，全市已巡察村级党组织
2863 个，占全覆盖比例 65.8%，共发现各类
问题4377个，移交问题线索735件，直接推
动解决群众身边问题859个。

关键词

巡察利剑

2019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在全党上下开展。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
在主题教育中开展专项整治的部署要求，成
都市纪委监委会同18个市级部门，既聚焦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又紧盯教育医疗、环
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民生领域存在的问
题，坚持开门搞整治，认真落实主体责任，上
下联动，协作配合，一体推进，着力解决群众
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用看得见的新变
化新成效回应群众的新期盼新期待。

2019 年 7 月，我市第一批 16 项补贴资
金共计 2 亿余元发放到 35 万余名相关受益
人的社保卡银行账户，意味着我市迈入了“一
卡通”时代。财政惠农资金实现统一渠道、统
一管理、直接发放，让“多卡”变“一卡”，从制
度上堵塞漏洞，共同织密监管网络，实现对项
目资金的全过程有效监督，从源头上有效遏
制了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为确保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取得实效，助
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市纪委监委聚焦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制定了《关于深化扶贫领域
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加大对农村
低保、危房改造、异地搬迁、“三资”管理等方面
存在问题的惩治力度，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43件47人。同时，巩固拓展惠民惠农
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问题治理成果，分
类分步探索“一卡通”，分批实现46类70项惠
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的统一发放。

“请把今天的猪肉来源调给我们看一
下，再出示一下相关证书。”2019年11月27
日，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来到成华小学
抽检当日食材来源。为深入开展漠视侵害群
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我市聚焦民政、环保、教
育等领域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组成
11个督导小组进行专题督导，并坚持把“当下
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常态长效治理“微腐
败”。2019年，全市共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
正之风和腐败问题1259件1586人，用行动切
实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们严
格按照中央纪委和省、市纪委的部署安排，大
力查办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强化
对联系地区和单位‘打伞’‘破网’工作的指
导。”市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刘刚表
示，目前，第三纪检监察室自办和督办的涉黑
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线索共计50余件，
绝大部分已经办结。

2019年，市纪委监委切实强化政治担当，
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坚决抓好中央扫黑除恶第
10督导组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落实“扫黑除恶
攻坚年”监督执纪问责各项任务，将“打伞”“破
网”作为主攻方向，协调公、检、法等政法单位
及市扫黑办，坚决查处涉黑涉恶腐败案件18
件19人，查处“保护伞”问题28件29人，追责
问责35件51人、3个党组织，扫黑除恶监督执
纪问责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我代表市纪委监委向社会各界对我市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给予的关心支
持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提出更
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2019年10月16日，
在市纪委监委机关举办的“我与纪委监委零
距离”系列活动之“走进市纪委监委”座谈会
现场，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王
川红向到场的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专
家学者、民营企业家、特约监察员、机关干
部、基层干部、媒体记者及群众等 70 余名代
表讲道。

“纪检监察工作是营造我们社会‘风清
气爽’环境非常重要的一道生态屏障。”

“在我们群众身边，接触最多的还是‘微
腐败’问题，纪委监委能否专门抽调人员或
是成立相关部门，专门查处这类腐败问题？”

⋯⋯
座谈会上，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纷纷发

言，畅谈自己眼中的纪检监察工作，提出对
纪检监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随后，代表们
还参观了市纪委监委机关办公区，观看了

“天府文脉 家风传颂”主题文化展，前往四
川省廉洁文化基地武侯祠博物馆体验“双
师”教学。

为 进 一 步 打 造 开 放 式 的 纪 委 监 委 ，
2019 年，成都市纪委监委机关带头深入多
个区（市）县，邀请教育、人社、卫健、民政、农
业农村等与民生联系最为紧密的职能部门
负责同志到场，举办阳光问廉“坝坝会”，主
动收集群众问题诉求和意见建议，解决群众
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

5月28日，阳光问廉“坝坝会”走进锦江
区；6 月 12 日，“坝坝会”又来到成华区；10

月 14 日，“坝坝会”都江堰专场举行⋯⋯每
一场坝坝会上，市纪委监委和市、县两级相
关职能部门与群众面对面，解读政策、释疑
答惑。每一条群众诉求反映被逐一记录，形
成台账，问题反馈给所涉及的相关部门，立
行立改，及时反馈。同时，纪检监察机关紧
扣监督促整改，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一年来，全市共分层分类分级
召开坝坝会3409场，共收集到教育医疗、生
态环保、“一卡通”补贴等与群众切身利益息
息相关的具体问题12860个，其中已现场解
答7849个，督促整改6089个。

与此同时，围绕市委“国际化营商环境
建设年”主题，市纪委监委还组织举办了“走
出去 说服务 谈保障”对话企业面对面座谈
会，邀请部分中央和省驻蓉企业、市属国有
企业、区属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代表，以及
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市监委特
约监察员，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财政局等
市级部门有关负责同志，集中开展座谈交
流，收集对纪检监察机关在保驾护航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方
面工作的意见建议，积极推动解决企业的急
难愁问题。

“把我们的工作主动向社会展示，这是
一种开放的姿态，也进一步提高了纪检监察
工作的透明度，加强了与群众之间的密切联
系。”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向社
会及群众展现开放式的纪检监察机关，让更
多的群众参与到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在正
风反腐路上和大家“心贴心”，着力推动解决
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不断地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我们紧密结合联系片区工作实际，瞄
准问题、精准发力，确保省纪委监委督察反
馈意见整改工作落实落地。”成都市纪委监
委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陈兵表示，要着力解
决联系片区纪检监察组离开问题线索就不
会办案、办案少的问题，进一步强化对市委
重大工程推进情况的日常监督。

2019年8月，省纪委监委系统内部督察
第一组对成都市纪委监委进行了督察。省
纪委监委督察意见反馈后，成都市纪委监委
紧抓制定方案、专题部署，举一反三、全面整
改，梳理总结、深化整改等关键环节落实督
察集中整改，扎实推进全市纪检监察系统作
风建设。市纪委监委组织部进一步落实“三
转”要求，建立分级报备制度，市、县两级纪

（工）委书记、纪检监察组组长进一步聚焦主
责主业，对分工情况实行分级定期报备。指
导各区（市）县纪委监委、市纪委监委派驻

（出）纪检监察机构及市属高校国企纪委统
一规范相关工作文书。市纪委监委案件审
理室高度重视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持续
加大工作力度，提升案件审理质效，精准运
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严肃处理违反政治
纪律类案件，强化政治画像。

去年，市纪委监委坚
持严管队伍，努力锻造政
治过硬、本领高强的纪检
监察铁军。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积极推动全市纪检监察
干部守初心、担使命，找
差距、抓落实，举办了“辉
煌七十年，奋斗新时代”
系列活动，以家国情怀激
励纪检监察干部爱党爱
国 、敬 业 奉 献 、担 当 作
为。同时，市纪委监委制
定《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干
部全员培训实施方案》，
坚持实施多元化培训，精

准施策开展专题培训，分层分类开展实战培
养，全市纪检监察干部依纪依法履职能力得
到不断提升。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带头讲
课，市本级累计举办培训 30 期、培训 2.1 万
余人次，并组织开展应知应会知识测试。此
外，还选派了 94 名干部到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省纪委监委跟班学习锻炼，组织县级纪
委监委 22 名干部到市纪委监委机关跟班轮
训。市纪委监委持续狠抓内部监督，深化区

（市）县纪委向市纪委常委会述职述责述廉，
并对 15 家单位和 25 个基层组织开展系统
内部督察，发现问题318个、重要问题线索9
件。坚持“刀刃向内”，严肃查处纪检监察干
部违纪违法案件19件22人。

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
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优势，推动监察机关依法
接受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2019
年9月10日，成都市监委召开首届特约监察
员聘请会议。大会上，第一届 35 名特约监
察员正式产生，聘期至 2023 年 3 月。市纪
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建立特约监察员制
度，是国家监委引入外部监督的重要顶层设
计，彰显了纪检监察机关严明纪律作风、主
动接受监督、自觉支持监督的鲜明态度。

成都市监委召开第一届特约监察员聘请会议后，全体特约
监察员参加业务培训

关键词

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关键词

打造开放式的纪委监委

“我与纪委监委零距离”系列活动之走进基层“坝坝会”走进彭州市九尺镇

﹃
我与纪委监委零距离

﹄
系列活动之

﹃
走进市纪委监委

﹄
座谈会

“我与纪委监委零距离”系列活动上，代表们参
观市纪委监委机关办公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