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建·党廉

本报讯 党组织建到哪里，监督就跟进
到哪里。根据市纪委监委工作要求，近日，
在前期监督工作的基础上，市纪委监委派
驻九组持续发力，先后前往新挂牌成立的
市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生态
环境局三个单位，传达学习十九届中纪委
三次全会和十二届省纪委四次全会精神。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目标的关键之年。同时，我市机构
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市纪委监委
派驻九组要求各单位结合自身实际主动
作为：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
当。各单位党组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四个意
识 ”，坚 定“ 四 个 自 信 ”，践 行“ 两 个 维
护”。二是营造干事氛围，积极投身改
革。各单位党组要切实履行机构改革期
间思想政治工作主体责任，教育引导党
员干部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机

构编制纪律、干部人事纪律、财经纪律、保
密纪律等各项纪律规定，营造良好改革氛
围、保持干部职工队伍稳定，确保各单位
在机构改革期间思想不乱、队伍不散、工
作不断、干劲不减。三是坚持底线思维，
增强忧患意识。各单位党组要当好“头
雁”，发挥好“头雁效应”，带头做政治上的
明白人、带头发展健康的党内关系、带头
执行民主集中制、带头反对特权思想和特
权现象，在新机构展现新气象、创造新业
绩。四是紧盯节日节点，持续释放信号。
重申节日期间纪律规定，各单位党组要持
续纠正“四风”问题，严肃整治领导干部利
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引
导党员干部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防范

“四风”问题隐形变异、反弹重演，推动作
风建设向纵深发展。

右图为市纪委监委派驻九组人员开

年抓学习，练就“两个维护”过硬本领。

周永雄 廖凯军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节后上班之初，乐昌市纪委
监委组织全体干部分批次到挂扶的梅花
镇开展扶贫入户走访活动，与贫困户亲
切交谈、嘘寒问暖，并送上新春佳节的问
候与祝福，同时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情

况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仔细询问他们
2019 年的种养打算、务工意愿、培训需
求，倾听他们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如下

图），鼓励他们坚定信心，积极面对，争取
早日脱贫。 吴莉彬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日前，曲江区组织该区书画
家到区人民公园开展“写廉政春联，送清
风祝福”活动。

活动现场，书画家和和志愿者们挥
毫泼墨，一幅幅“廉”味十足春联跃然纸
上。“风清气正千般好 天朗景明万象
新”“大地回春正气长存 黄牛出世清
廉为民”“政廉民和新风尚 官清人正国
富强”“辞旧岁反腐倡廉弘正气，迎新春
激浊扬清树新风”……前来领取春联的
居民个个热情高涨，对春联作品赞不绝
口，“廉政”春联很快被“一扫而空”。

此次活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廉
政文化相互融合，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浓
浓的文化气氛中接受廉政教育，营造“尊
廉”“崇廉”“倡廉”的良好节日氛围，让廉
政成为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

右图为书画家和工作人员展示廉政

春联。 王星盛 摄影报道

本报讯 去年以来，武江区纪委监委
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作为全面
从严治党重要抓手，坚持靶向治理，加强
综合施策，取得一定成效。

去年年初，武江区即召开全区“转作
风、抓落实”干部大会，明确以“作风建设

查摆整改”为主题，以党员领导干部为重
点，开展作风提改专项行动，查摆在文风、
会风、学风，以及担当力、执行力、服务力
等方面存在问题。该区还出台《武江区作
风提改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制
定《武江区作风提改行动（2018-2020 年）

工作任务清单》，细化工作任务，明确工作
目标和责任单位，有针对性地加强规范化
制度建设，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

武江区纪委监委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综合运用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
巡察监督等手段，紧盯“庸、懒、散、慢”等

作风顽疾以及在工作中空喊口号、表态
多、行动少、落实差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深入开展“四风”问题专项治理，加
强明察暗访和监督检查，广泛收集问题线
索，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2018年来，
共发出通报 4期，通报单位 9个，通报批评
并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8 人。瞄准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四个方面 12类问题，精准发
力，“靶向治疗”，共查处主体责任落实不
力、乱决策、失察失职、工作流于形式、走
过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9 起，处
理 14人。 武纪宣

武江区坚持靶向治理综合施策

从实从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写廉政春联
送清风祝福

乐昌市纪委监委干部节后下基层

入户走访忙扶贫
本报讯 为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热

情，大力营造鼓励改革创新、支持担当作
为、宽容工作失误氛围。新春伊始，乳源
瑶族自治县纪委监委对近年来受到党纪
政务处分的部分在职干部展开了“暖心”
回访，让受处分干部在特殊的节日里感
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此次共回访12名在职副科级干部和科
员，年龄均在50岁以下，都是近年来受到党
纪政务轻处分的。回访主要通过与回访对
象本人及所在单位领导和工作联系紧密的
党员干部进行个别面谈、民主测评以及单
位提供书面评价等方式开展，深入细致了
解回访对象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改错纠错
情况，以及受处分后的思想、工作、生活等
各方面表现和存在的困难。对认错态度
好、积极改正错误、群众反映较好、工作能
力较强、表现优秀的受处分干部，及时给予肯
定和鼓励。对个别思想尚未转化的受处分干
部，进一步加强教育引导，帮助其改错纠错。

“这次回访，让我深深地感受到组织
的温暖和关爱。自从受处分以来，我清
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组织在我犯
错误的时候及时地拉了我一把，我深深

地体会到处分是组织对我的保护。”一位
受处分干部在接受回访时感慨地说道。

回访工作结束后，工作人员在回访登
记表中如实登记回访对象的思想动态、
工作表现和认错态度以及存在的主要问
题，连同回访评价表、民意测评表，实行

“一人三表”进行装订归档。同时，将回
访情况向回访对象所在单位反馈，并报
告县委。在督促所在单位加强党员干部
日常教育管理的同时，为县委选人用人
提供客观公正的意见建议。

据悉，近年来，乳源县纪委监委十分
重视做好纪律处分的“后半篇文章”，认真
贯彻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两个尊重”，最
大限度地消除受处分干部思想顾虑，鼓励
受处分干部担当作为。此次回访工作，该
县纪委监委专门成立回访工作领导小组，
并于春节前制订了回访工作方案，确定了
回访目的、对象、方式、时间、内容、工作人
员和具体实施方法、步骤。同时，组织回
访工作人员提前熟悉回访对象的违纪案
情和与案情相关的政策法规，精心制定
回访谈话提纲，有针对性地开展访谈活
动，力求达到回访效果的最大化。许双和

浈江区严把领导干部廉政审核关

向组织提供真实全面鉴定意见
本报讯 为做好领导干部廉政审核监

督工作，浈江区纪委监委与区组织人社等
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对拟提拔干部、评先
评优的个人及集体、干部录用等，要求必
须进行廉政审核。

该区领导干部廉政审核意见关分别

由区纪委党风政风室、信访室、案件管理
室、案件审理室负责把关。党风政风室负
责审核党风廉政建设一票否决事项，严格
审核对象是否违反“四风”等问题；信访室
负责通过查阅群众来信来访记录档案、作
风监督举报平台等，严格审核对象是否被

群众投诉举报或正在接受信访初查，是否
通过信访初查存在违法违纪问题；案件管
理室负责严格审核对象是否正在接受纪
律审查，是否受到处分，是否与其他正在
审查的案件有牵连；案件审理室通过查阅
案件卷宗，严格审核对象是否被纪检监察

机关立案查处或者是否被立案查处过尚
在党政纪处分期间内。

该区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
则，在回复意见上，做到不回避、敢碰硬，
向组织提供真实、全面的廉政鉴定意见，
充分发挥好党风廉政意见回复的作用。
据统计，2018年，该区纪委回复拟提拔干
部廉政审查意见 22 人次，回复评先评优
的个人和集体 841 人次，审核副科级以
上领导干部申报办理婚嫁宴请和出国
（境）事宜 76人次。

曾炳祥 刘玉梅

本报讯 自 2018 年监察体制改革以
来，南雄市纪委监委不断强化督办职能，
形成立体化全方位的信访件查办督办工
作机制，促进信访举报件快查快结，为监
督执纪问责提供有效服务。

覆盖督办。该市纪委监委结合工作
实际专门设立了扶贫领域、扫黑除恶及巡
视移交信访件督办台账，并由专人负责每
10天向承办单位了解办理情况和进度直
至办结，实现督办工作全程留痕。据统
计，该市当年移交委机关职能室办理的信
访件有 51 件，转送派驻纪检监察组及镇
（街）纪（工）委查办的信访件255 件，全部
列入督办范围，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信访督办全覆盖工作机制。

通报督办。该市纪委监委不定期召开
通报会，对信访件办理情况予以通报，对未
按期办结的单位直接点名进行专项督办。
并督促相关承办部门或人员查找原因，落
实整改措施，最大限度杜绝和避免因查办
不及时导致初信初访发展成重复信访。

分片督办。该市纪委监委将全市 18
个镇（街）分成五个办案协助区，各区由
一名常委（委员）挂点联系，负责对各片
区内镇（街）纪（工）委信访件查办进行日
常督办，并负责协调解决基层纪委在信
访件查办过程中遇到的困扰和难题，促
进信访件快结。

会审督办。为确保信访件查办质
量，该市纪委监委明确要求所有列入初
核的信访件，在初查完成后，一律需经由
审核后如符合结案要求的，再提交常委
会议通过是否予以结案。对不符合结案
要求的一律退回原承办人补充完善，必
要时以发函方式进行督办。通过审核督
办，有效防止查办不彻底、不严谨情况的
发生。 南雄纪宣

本报讯 为促进全县各级领导干部
职工及早收心，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
工作，始兴县纪委监委扎实开展节后收
心提醒工作。

加强思想教育。该县纪委监委多次
到各单位组织座谈会，教育引导干部切
实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筑牢
拒腐防变的心理防线，加强党的纪律教
育建设，号召干部职工迅速调整好心态，
切实有效地将思想从节日的氛围中收拢
回来，全力投入工作当中；加强作风建
设。该县纪委监委进一步强调工作纪律
和作风建设，重申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
求，坚决杜绝作风建设流于形式，严肃查
处上班迟到早退，未经批准擅自脱岗、外
出，无视请销假制度等问题，营造良好的
工作氛围；加强纪律监督，为确保春节后
干部收心上班，专心干事，该县纪委监委
采取明察暗访等方式，对各单位各部门
到岗到位工作纪律等情况进行督查，严
肃工作纪律。

李晓兰

本报讯 去年，翁源县纪检监察机关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基层正风反腐三年行
动方案，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人和事，紧
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发力，精准
出击，严惩贪污贿赂、权力寻租等职务违
法和职务犯罪。据统计，去年全县纪检
监察机关共立案 119 件，结案 108 件，党
纪政务处分 108人，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
理 6人。

据了解，该县纪委监委强力推进基
层正风反腐，明确了派驻纪检监察组履
行纪检和监察两项职责，推动监察职能
向镇（场）基层延伸，实现对所有行使公
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灵活运用
突击检查、专项督查、交叉检查等方式，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四风”问题和
重点领域、重点工作开展常态化明察暗
访，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问题 33件；建
立健全巡察制度，推进巡察全覆盖，综合
采用常规巡察、专项巡察和交叉巡察等
方式，深层次“扫描”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腐败和作风问题。

该县纪委监委还坚持把扫黑除恶同
惩治“蝇贪”、治理“村霸”结合起来，加强

“扶贫”“扫黑除恶”等重点领域线索排查
力度，立案查处 36 件 37 人，坚决维护群
众的合法权益。 李敏华

南雄市纪委监委
实现督办全覆盖

确保信访件
快查快结

翁源县纪委监委
持续发力精准出击

强力推进基层
正风反腐

始兴县纪委监委
开展节后收心提醒工作

以良好精神状态
上岗进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