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两个维护”根植于心、付诸于行

“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组织要聚焦‘两个维护’这一党的最高政
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一以贯之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一以贯之督促党员干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以贯之
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方针。”在县纪委十三届四次全会上，市政协副
主席、大竹县委书记何洪波掷地有声。

县纪委监委准确把握政治机关属性定位，坚守初心使命、担当政
治责任、忠诚履职尽责。在杨通乡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大竹县委常委、
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彭汉带领机关纪检监察干部面对党旗庄严宣
誓：“坚决当好党的‘钢铁卫士’、党纪国法的‘捍卫者’和政治生态的

‘护林员’。”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全县各级

纪检监察组织围绕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监督，始终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持把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执行中央、省、市、
县决策部署、打好“三大攻坚战”、做好“六稳”工作等情况作为日常监
督、专项监督重要内容。发现问题236个，下发督办函34件、函询约谈
62件，查处违反政治纪律问题7人。

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
“两个责任”贯通协同、形成合力

善谋者行远，实干者乃成。大竹县委深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县委主要负责人既“挂帅”又“出征”，当好管党治党“第一责任
人”和“施工队长”。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5次、县委中心组集体学习会
3次、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会议2次，专题研究部署、协调解决相关
工作，对省委巡视、省市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反馈意见和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亲自过问、严格把关。出台《关于推进2019年全面从
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将年度工作任务细化分
解为6类41项，逐项落实县级责任领导、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明确具
体措施和完成时限，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开展4轮常规巡
察，收集问题线索57件，党纪政务处分13人、组织处理13人。

县纪委监委聚焦监督基本职责、第一职责，积极探索构建纪律监督、
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察监督“四个全覆盖”体系的思路举措，创新实施
网格式日常监督、联动式精准监督、点位式解剖监督、倒查式问效监督的

“四式层级”监督机制，发现问题203个，发出纪律检查建议书（监察建议
书）12件，运用第一、二种形态处理119人。针对腐败问题多发易发的行
业领域，向县级分管领导发送《提醒函》22份，督促其正确履行主体责任
和“一岗双责”。

坚持面向群众、执纪为民。始终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
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反腐倡廉工作的第一标准，聚焦群众的痛点难点
焦点问题强化日常监督、专项监督、精准监督，统筹推进中央、省、市、
县四个层面的专项整治。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9件13人，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9件16人，涉黑涉恶腐败等“三类问题”3件15
人，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54件101人。全域推进“整治群众最不满
意的10件事”活动，收集问题诉求12万余条、意见建议5900余条，办
结率97.4%，满意度100%，被《人民日报》等媒体实地采访报道。

保持高压 惩贪治腐
“两把尺子”协调衔接、精准有度

始终保持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升级完善纪检监察系
统检举举报平台，切实规范信访举报和线索处置，严格执行《监督执纪工
作规则》《监督执法工作规定》，确保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审查调查。处置
问题线索410件，立案审查调查198件253人；党纪处分166人、政务处
分20人、党纪政务双处分8人；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精准把握执纪
执法“两把尺子”，实践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分别占比 55.8%、
36.1%、7%、1.1%。

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贯方针，从现场宣布、处分决定执行、
警示教育、回访教育等方面着手，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维护党
纪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组织开展对受处分人
员的回访教育225人次，工作经验在《中国纪检监察报》等媒体刊载。

回首来时路，凯歌回旋荡漾；展望新征程，斗士意气风发。2020
年，全县上下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始终在中央、省委、市委、县委的坚强领导下，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众志成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确保与全市全省全国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朱可 文/图

高位推进
把政治规矩“立起来”

强化政治统领，坚决维护党中
央权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中央、省委、市委及上级纪委
相关会议精神，不断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修订完善五年巡
察工作规划，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
中央、省、市、县巡视巡察反馈意见
整改落实工作的意见》，明确责任、
细化任务。严把任用受奖廉洁关，
为8067名党员干部作出廉政鉴定，
其中否决73人。

落实“两个责任”，融会贯通形
成合力。县委高位谋划，精心部署，
召开专题研究会议17次。压紧压实
工作责任，县委书记践行“四个亲
自”，带头履职尽责，作出批示37次；
县纪委细化落实监督责任内容和措
施，运用函告提醒督促县领导及各级
各部门“一把手”落实“两个责任”。坚
持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7名党组

（党委）书记和26名纪检监察组织负
责人口头述责述廉，并现场接受质询。

聚焦职责
确保常态监督“不打烊”

坚守政治巡察职能定位，统筹
运用常规巡察、专项巡察、延伸巡
察，完成 5 轮对 48 个乡镇和部门单
位的集中巡察，累计发现问题1600
个，提出巡察建议116条，督促整改
问题 793 个，新建和修订完善制度
53 条，移交问题线索 55 件，党纪政
务处分16人、组织处理20人。其中
延伸巡察工作方法，得到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新华社、四川省委巡视
办、达州市纪委监委等的推介肯定。

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构建“四个监督”协调衔接机
制，优选聘请9名特约监察员，聚焦
重大决策部署、重要时间节点、关键
岗位人员，做细做实日常监督。巩
固拓展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
果，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8人。纵深
推进“院坝纪检行”，做深做实“三
务”公开，主动接受群众“三问”质
询，切实规范基层用权。

始终保持惩腐治贪高压态势，
充分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作用，健
全完善问题线索通报移送协作机
制，完善“五位一体”数字化监督举
报平台，受理信访举报356件。整合
基层纪检监察力量，建立片区协作

办案机制，紧盯重大工程、重点领
域、关键岗位，依纪依法严厉查处违
纪违法行为，全年立案审查调查259
件，党纪政务处分252人，采取留置
措施3人，移送审查起诉4人。

坚持以案促改，做好监督执纪
“后半篇”文章，发出纪检监察建议
书 37 份，督促整改问题 44 个，达到
查处一案、挽救一批、警醒一片的效
果。

紧盯重点
正风肃纪没有“静默期”

作风正则民意顺，民心齐则民
力聚。持续深化“廉洁大教育、作风
大整顿”，扎实开展“整治群众最不
满意的10件事”活动，统筹推进医疗
卫生、基础设施、交通秩序等141类
问题治理，解决群众诉求 7.1 万余
件。强力整治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赌
博敛财问题，党纪政务处分17人，组
织处理17人。聚焦“脱贫攻坚纪律
作风保障年”活动，全面清理扶贫工
程项目，追回财政资金 20.77 万元。
大力开展“漠视侵害群众利益”专项
整治，深入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破除潜规则、根治中梗阻”，发现
问题506个。

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拧紧
纪律发条。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三级联
动党风廉政建设成果巡展、党规党
纪知识竞赛，举办“家风家园家国
情”主题演讲比赛，打造廉政文化走
廊，开展廉政节目进院坝，为26名受
到不实举报党员干部澄清正名。厚

植崇廉尚洁土壤，全面实施“廉洁细
胞”工程，培植6类廉洁基因。坚持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编印《警示
录》，组织重要岗位重点人员旁听职
务犯罪庭审，多种形式通报曝光典
型案例11批次51件，筑牢拒腐防变
思想防线。

锻造能力
纪检铁军与时偕行“不掉队”

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
律己。深入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
革，全要素使用 12 项监察调查措
施，严格执行有关事项报告、回避、
保密制度和工作程序，坚持依纪依
法安全文明办案，实现审查调查“零
事故”。丰富党内政治生活，推行

“每周一学”制度，落实“全员培训”
计划，修订完善内控机制，常态化教
育管理纪检监察干部；鲜明“三重三
让”选人用人导向，优化纪检监察队
伍配置，推进挂派学习和内部轮岗，
上派干部 20 人，提拔交流 32 人，轮
岗锻炼36人。全覆盖开展纪检监察
系统内部督察，坚决防止“灯下黑”，
查纠问题 112 个，立案查处 2 人，组
织处理11人。

行动激扬责任，担当诠释忠
诚。渠县正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的坚韧和执着，高举激浊扬清的行
动旗帜，牢记使命、奋力作为，毫不
动摇把“严”和“实”的主基调贯穿到
管党治党全过程,为实现“三个定位”
建设“六个之城”，为达州“创副”提
供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保障。

□纪德果 文/图

大气方有为
竹正清风来

——大竹县2019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综述

激浊扬清看宕渠
——渠县2019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综述

三山两槽育正气，竹乡
大地拂清风。回眸2019年，
大竹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精彩纷呈、硕果累
累……

成功承办第四届中国
基层廉政研究论坛，并以分
论坛形式首创了基层干部
与理论专家零距离对话、科
研成果与实践经验零距离
交流的生动局面；“清廉大
竹”建设经验在第十二届中
国廉政研究论坛上交流，并
入选论坛成果集；探索实施

“四式层级”监督机制工作
经验，写入第九部《中国反
腐倡廉蓝皮书》；大竹县委
巡察工作经验在全省巡视
巡察工作会上交流，扫黑除
恶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经验
在全市推进会上交流；党风
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综合指
数连续多年稳步提升，全县
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
政治生态总体形成。

这一年，大竹县委坚定
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
任，强力正风肃纪、重拳惩
治腐败、深化标本兼治、狠
抓队伍建设，积极构建政治
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
的生动局面，持续巩固风清
气正、干事创业、崇廉拒腐
的政治生态。

这一年，全县各级党
组织坚持从严管党、从严
治吏，全面推进党的政治
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
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凝
神聚力、心无旁骛推动县
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追
赶跨越发展。

这一年，全县各级纪检
监察组织忠诚履行党章、宪
法赋予的职责，始终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聚焦监督执纪
问责、监督调查处置主责主
业，为奋力谱写繁荣时尚美
丽和谐大竹建设新篇章提
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

风扬帆奋者先，宕渠大
地展新颜。

在繁荣时尚美丽和谐
的宕渠大地上，渠县各级党
组织崇廉尚实、勤政为民，
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清
正廉洁，百万宕渠人民遵纪
守法、奋发向上，共同绘制
了一幅风清气正的炫彩画
卷。在全省党风廉政建设
社会评价中，渠县连续四年
居达州市第一。

第四届中国基层廉政研究论坛在大竹县举行

渠县纪委监委召开不实信访举报澄清正名会

渠县纪委监委干部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渠县纪委监委安排督查组节前检查“四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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