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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9 日，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
中央第二巡视组对广西开展脱贫攻坚专项
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动员部署大会。鹿心社
书记强调，要从严从实、动真碰硬，做到
一个问题都不放过、全面整改不留死角，
确保巡视反馈问题条条改到位、件件有着
落；把巡视整改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
重要契机和抓手，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有力支持和促进（《广西日报》 2 月 20
日）。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内
容。近年来，广西在脱贫攻坚中积极履行
相关责任，成效明显。但是决不能因此而
忽视存在的问题。诸如，落实脱贫攻坚政
策是否存在偏差，一些项目实施是否变形
走样，扶贫资金是否确实到位等等。中央
第二巡视组组长薛利在广西反馈意见时提
出，必须真抓实干，吹糠见米，用绣花的
功夫实施精准扶贫，以滚石上山的精神推
进重点领域集中攻坚，如期高质量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
护”。

众所周知，脱贫攻坚工程浩大，关系
到的人多事多，关系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
面，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责任
意识和政治站位却是首要的问题。只有提
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意识，才能在脱贫
攻坚中坚定大局观念，不迷糊不走样；才

能做到思考有方向、行动有目标，紧盯责
任清单，抓住问题关键；才能正视存在的
困难与差距，切实转变作风，以较真碰硬
的态度，真心实意地为困难群众办实事、
做好事；才能真正防止重形式轻实效等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扶贫领域风清气正
政治生态的形成；才能不断完善和推进各
项扶贫工作精准精细地进行到底，才能实
惠于民，取信于民。

自觉直面问题清单，狠抓问题整改，
以整改实效推进下一步工作，这才是当前
最为关键所在。广西的脱贫攻坚任务繁
重，特别是在时间紧、要求高的前提下，
完成革命老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
以及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任务，更需
要动脑筋、下大力气。比如，如何严格把
握“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如何加强
扶贫项目资金落地生根；如何有效改善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真正让老百姓满意；

如何因地制宜推进产业扶贫，巩固脱贫
成果，严防一边脱贫一边返贫的恶性循
环等等，这些都需要仔细衡量，认真对
待。

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指出，严
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化集中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成果，严肃查处空
泛表态、应景造势、敷衍塞责、出工不
出力等问题。巡视发现的问题和扶贫领
域各类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如果整改
不到位，是对人民不负责，就是典型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是问责追责的
重点。

当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关键节
点，专项巡视是对脱贫攻坚的警醒和触
动，更是改进工作的重要契机。只有以
高度清醒的政治自觉、坚定有力的举
措，压实责任，真抓实干，才能确保如
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从严从实动真碰硬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钱开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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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文新军 通讯员唐勇

坚定不移践行 “两个维

护”，严查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

纪律行为党员干部 70 人

把自觉践行“两个维护”作为纪检监察
工作的“根”和“魂”。

一年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把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自觉践行“两个维护”政治责
任。市纪委常委会、中心组学习会将及时传
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常规重要
议题，进行了 18 次专题学习。第一时间召
开市纪委常委会传达学习秦岭违建别墅整治
情况通报，并就贯彻落实进行具体研究部
署。坚定不移践行“两个维护”，在全区率
先开展“政治建设六项重点任务”专项检
查，发现整改问题 455 个，聚焦“七个有
之”问题，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纪
律行为的党员干部 70 人。同时，把监督检
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中央、自治区党委和
市委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作为重要任务，
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
等加强监督检查，对落实脱贫攻坚、环境保
护等政策不到位的问责 441 人，确保党中
央政令畅通。强化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协助
市委出台《关于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
的意见》等一批制度，研发政治生态分析研
判系统，构建立体信息化考评体系。

驰而不息纠“四风”，全年组

织 593 个检查组进行突击检查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要
求，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
夫，抓具体、补短板、防反弹。

一年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把日常检查
和集中督查结合起来，国家法定节日开展常
态化明察暗访，组织 593 个检查组进行突
击检查，发现整改问题 436 个。同时，紧
盯重要节点、重点领域和岗位、关键环节，
重点整治乱发津补贴、违规公款旅游、收送
礼品礼金等问题，查处灵川县人大违规发放
津补贴等一批典型案件。健全长效机制，督
促相关职能部门完善公务接待、公务差旅、
公务用车等规定 537 项，坚决防止“四
风”反弹。坚决查处顶风违纪行为，共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394 起，处理

475 人，通报曝光 45 期 77 起 159 人，持
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集中整
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点纠正一些领导
干部回避问题、庸懒无为，一些基层干部不
作为、乱作为、冷硬横推问题，特别针对表
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敢
于较真碰硬，全市共立案查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 535 件，处理 515 人，推动整
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充分释放巡察利剑作用，去

年市县巡察共发现问题 6334 个

完善巡察工作五年规划，出台巡察整改
专题民主生活会实施办法、联系指导县区巡
察工作方案、巡察后评估制度等一系列制度
机制。过去一年，我市不断完善巡察工作相
关制度，将市委巡察办列入市委工作机构序
列，组建 6 个市委常设巡察组，进一步规
范机构建设。

坚守政治巡察职能定位，本届市委已先
后开展 7 轮巡察，覆盖 63 个单位，覆盖率
达 62 . 4％ ，各县区普遍开展了 5 至 7 轮巡
察，覆盖率达 60 . 7％ 。开展县区交叉巡
察、市县联合巡察，探索开展“提级巡察”
“机动式巡察”，对 1 2 9 个乡镇（街
道）、 1289 个行政村（社区）进行巡察，
覆盖率分别达 87 . 8％ 、 68 . 3％ ，实现对
4 个深度贫困乡镇和 50 个深度贫困村的巡
察全覆盖。强化巡察整改和成果运用，及时
对巡察发现的问题进行分类处置。去年市县
巡察共发现问题 6334 个，转立案 362 起，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223 人；建立巡察成果
运用台账管理制度，督促被巡察单位建立问
题清单、整改任务清单，整改反馈问题
4135 个，占反馈问题的 65 .4％ ，并组建 8
个专项督查组对被巡察单位整改情况进行检
查，防止“一巡了之”。

切实履行好第一职责，全市

运用“四种形态”处理 5230 人次

牢牢把握监督基本职责，定位向监督聚
焦，责任向监督压实，力量向监督倾斜。

2018 年我市不断优化内部机构设置，
市县两级纪委监委机关监督执纪部门占内设
机构总数的 61 . 2％ 。研究制定加强对各级
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监督意见、市纪委监委机
关监督工作办法等制度措施，建立“ 10+

2 ”监督工作方式，全市共开展谈话函询及
提醒谈话 2819 件次，同比增长 3 . 7 倍；市
级派驻机构开展提醒谈话 752 人次，同比
增长 152％ ，让日常监督约束作用得以发
挥。准确把握运用“四种形态”，对党员干
部身上的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处置，全
市运用“四种形态”处理 5230 人次，同比
增长 13 . 3％ 。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处理
2692 人次，增长 14 .7％ ；妥善运用第二种
形态，给予轻处分、组织调整 2204 人次，
增长 1 2 . 9％ ；第一、二种形态占到
94％ ，第四种形态占 2％ ，低于全国 1 . 2
个百分点，结构和比例呈现积极变化，实现
由惩治极少数向管住大多数拓展。

开展经常性纪律教育，覆盖全市 20 多
万党员，其中市纪委主要领导在县区、高
校、重点领域等开展党纪党规宣讲 14 场，
2 . 7 万名党员受到教育。严格执行问责条
例，强化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
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的问
责，其中对“两个责任”落实不力问责党组
织和纪委（纪检组） 11 个、党员领导干部
159 人，进一步压紧责任链条。

行贿受贿一起查，反腐败斗

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全年共立案 2 7 2 5 件，同比增长
16 .8％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2497 人，挽回
经济损失 1 . 89 亿元，立案调查涉嫌行贿人
员 43 人……过去一年，我市持续保持高压
震慑，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
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行贿受贿一
起查，有效减存量、遏增量，推动取得反腐
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一年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在精准有序
惩治腐败上下功夫，着力解决审批监管、资
源开发、金融信贷、土地出让、房产开发、
工程招投标以及公共财政支出等方面的腐败
问题，既严肃查处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黄光
年、阳朔县副县长莫冰等一批严重违纪案
件，又集中查处党政机关干部 212 人、文
教卫系统 188 人、政法系统 117 人、农林
系统 133 人等一批系列案，持续形成震
慑。全市 319 名干部主动交代问题，上缴
违纪款 3785 .33 万元。

与此同时，做好执纪审查“后半篇文
章”，系统整理近年来查处的阳明、高亮、
刘修荣等典型案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推进以案促改常态化，在水利、林业、交
通、文新广、建设城管等系统广泛开展整
改工作，强化源头治理实效。建立跟踪回
访机制，对受到纪律处分的每一名处级干
部做好动态了解、帮扶挽救等工作，对
306 名处分影响期满的干部及时回访，并
对那些在处分期内及时改正、表现良好的
党员干部，在影响期满后及时提出继续使
用意见，营造“改了就是好同志”的良好
氛围。

以人民为中心，坚决整治

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
就要坚决防止和纠正什么，努力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过去一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整治群众身边腐
败和作风问题。

围绕脱贫攻坚，严格落实“ 6+2 ”
工作机制，深入推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由市委书记、市长担
任专项治理领导小组组长，市委派出 5
个督查组对 35 个单位开展督查，并先后
约谈 5 个县区党政主要领导，市纪委面
对面督导龙胜、资源、灌阳等贫困县（自
治县）县委书记、纪委书记，将责任压实
到基层一线。开展暗访 375 次，蹲点督
查 1629 天，走访贫困户 2155 户，发现
和整改问题 520 个。督促 22 个扶贫领域
职能部门对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生
态公益林等 198 类项目定期开展核查，
核查项目 1919 个，涉及资金 22 . 2 亿
元。对扶贫项目资金集中的县区和单位开
展专项排查， 565 人因项目审批不严、
资金监管不力被处理。

坚决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去年全市扶贫领域立案 1132 件，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 1033 人，通报曝光典型案件
194 期 475 起。与此同时，把专项治理同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严肃查处永
福县政协原主席刘永祥及公安系统多名党
员干部涉黑保护伞等 36 件有影响的案
件，消除县区涉黑涉恶保护伞执纪空白
点。市纪委、资源县纪委分别在全区专项
治理工作上、下半年例会上作经验发言，
我市专项治理工作“通报回访”“清单式
管理”做法在全区推广。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成效
—— 2018 年全市纪检监察工作亮点纷呈

本报讯（通讯员徐振平）春节后上班伊始，为促进全县
干部职工及早收心、及时调整状态，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迅速
投入工作，阳朔县纪委监委各派驻纪检监察组及时对各综合
监督单位开展节后工作纪律督查，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
弹回潮，确保节后工作干劲不减。

监督检查促收心。各派驻纪检监察组以不发通知、不打
招呼，直奔各股室现场检查的方式，督查工作人员到岗情
况。查看是否存在岗位“空城计”、工作“开小差”、干事
“没状态”等情况；是否存在上班时间聊天、玩游戏、听耳
机、吃零食等节后“常见病”。重点到各单位服务窗口检查
是否存在为群众服务打折扣现象，是否存在“门好进，脸好
看，不办事”等“隐性四风”问题。

模范带头促收心。各派驻纪检监察组要求各综合监督单
位领导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及时收心归位，带头以“满
格电”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为本单位全年各项工作开好
局、迈好步。

全员会议促收心。该县福利镇等单位纷纷召开收心工作
会议，要求干部职工迅速调整好状态，以崭新的面貌投入到
各自工作中。

阳朔：

节后纪律检查促“收心”

本报讯（通讯员文庭庭）春节后，为严明纪律要求，防止
“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全州县 18 个纪检组在各派驻单位开
展节后收假上班纪律情况监督检查，剑指“节后综合征”。

“新年要有新气象，持续抓作风的狠劲不能松！”驻县
人大办纪检组组长表示，要时刻保持高压态势，监督检查必
须是工作常态。

“从检查情况看，全县绝大部分工作人员节后精神振
作，干部职工能够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到岗上班，遵守工作纪
律，做到了工作秩序正常，工作状态良好。纪检组开展节后
督查是督促广大干部职工收心收神归位，严守工作纪律，消
除‘节后综合征’，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各纪检组表示，新的一年，作风督查劲头不松、力度不
减，驰而不息纠“四风”，使作风督查常态化。

全州：开展纪律检查

防“节后综合征”

筑牢家庭廉洁“防线”

兴安组织纪检监察

干部家属接受廉政教育

▲兴安县纪检监察干部家属在桂林廉政教育基地接
受廉政教育。

本报讯（记者文新军 通讯员唐荣辉 文/摄） 2 月 15
日，兴安县纪委监委组织该县 80 余名纪检监察干部家属来
到桂林市纪委监委办案点和桂林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直
观感受纪检监察干部的工作状态和当前反腐倡廉工作形势，
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家庭助廉意识，筑牢家庭廉政防线。

在当天的活动中，纪检监察干部家属参观了市纪委监委
谈话室、桂林廉政教育基地，听取了市委党校教授作的廉洁
家风专题讲座，并结合各自感受进行了交流。

“通过今天到办案点和桂林廉政教育基地参观，让我在
了解我爱人工作环境的同时，更清醒认识到廉洁从政的重要
性。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的妻子，我为他感到骄傲，我会
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工作，为他把好‘家门’、守好‘后
院’，筑牢家庭防线。”纪检干部家属蔡青感慨地说。正在
读初中的唐子航是当天参观干部家属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
位，趁着还没开学，他与母亲一起参加了当天活动。谈起参
观后的感受，他表示，“耻辱柱”上贪腐分子和各展区展示
的典型案例发人深省，让人印象深刻。作为一名纪检干部的
儿子，要做好家里的监督员，监督好自己的老爸，避免他犯
错误。

“有时过年过节的时候，别人家都是阖家团聚，我却连
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找不到，自己心里难免会有怨言。通过参
观，我更理解爱人工作的性质和辛苦，我会操持好家里家
外，让他在前方安心工作。”另一位纪检干部家属表示。参
观活动结束后，干部家属们纷纷表示对纪检监察工作有了进
一步的了解，今后将更理解和支持爱人的工作，一起为兴安
纪检监察事业发展和家庭幸福努力奋斗。

2018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是改

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监察体

制改革第一年。记者从日前

召开的市纪委五届四次全会

上获悉，过去一年，我市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忠诚履行党章和宪

法赋予的双重职责，持续推

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取得新的成效，纪检监察

各项指标均居全区前列。

▲市纪委五届四次全会日前召开，回顾总结 2018 年纪检监察工作，对 2019 年工作任务进行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