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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文新军 通讯员陈超明）
2 月 10 日下午，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古
国章主持召开市纪委常委会，专题研究部署
纪检监察机关疫情防控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
防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纪委、自治区
纪委以及当天上午市委常委会关于疫情防控
工作的新要求新部署，并结合实际研究贯彻

落实措施。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旗

帜鲜明讲政治，坚决贯彻党中央、自治区党
委关于疫情防控的重大决策部署，坚决落实
中央纪委、自治区纪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
防控监督工作的要求以及市委关于疫情防控
工作的新部署，始终坚守职责定位，聚焦疫情
防控的重点工作和重点环节开展监督检查，

对于违反疫情防控工作规定，不服从安排等
行为从快从严查处，做到疫情防控部署到哪
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以严明纪律推
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细落到位。

会议指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注重监
督检查方式方法，重点围绕“六个聚焦”和
市里制定的“十项措施”开展监督检查，以
走访、暗访、查阅资料等为主，不干预疫情

防控工作，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避免
增加基层工作负担。要实事求是开展精准问
责，调动党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要坚持实
事求是，把是否有利于推动疫情防控工作作
为依据，防止虚化、泛化、扩大化，激励党
员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为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本报讯（记者文新军 通讯员廖斌）
“临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周继昌不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及时主动向
组织报告本人到过疫区情况，引发社会恐
慌，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2 月 7 日，
临桂区监察委员会决定对周继昌立案调查，
对于其涉嫌的其他违法行为，转交临桂分局
进行侦查。”

“ 2 月 3 日，资源县车田苗族乡副乡
长夏凉到海棠村与村“两委”干部进行疫情
防控宣传工作，当日下午 17 时左右，在该
村村干部家中参与赌博活动。夏凉受到政务
记大过处分，并按程序免去副乡长职务，其
他人员分别受到相应处理。”……

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疫情
防控越是吃劲，干劲信心越不可松懈，监督
越要到位。记者从市纪委监委获悉，疫情发
生以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积极主动履
职，有效发挥作用，确保防控工作更扎实、

施策更精准、防治更科学。截至 2 月 10
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累计派出督查组
646 个，派出督查人员 1825 人次，督查单位
2269 个，发现问题 484 个，立案 24 人。

据悉，自 1 月 28 日起，市纪委监委持
续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及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重大决策
部署等重点工作上下功夫，组织监督检查组、
派驻纪检监察组及本委第一至第八监督检查
室分别到各市直单位、各县（市、区）开展监督
检查工作，推动各级党委、政府严格落实主体
责任，督促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
导干部坚守岗位、靠前指挥，担当尽责，坚决
服从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着力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2 月 10 日，市委常委、纪委
书记古国章又主持召开市纪委常委会，专题
研究部署纪检监察机关疫情防控监督执纪问
责工作。他要求，在监督中发现对党中央决策
部署贯彻落实不力的，对不服从统一指挥和

调度、本位主义严重的，对失职渎职的，要
依规依纪依法严肃惩处，做到疫情防控部署
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

与此同时，在深入细致上下功夫。市纪
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在排查、救
治、保障等各个环节开展扎实深入的监督，
查安排部署、查工作状态、查责任落实、查
人员到岗，紧盯责任不到位、措施不落实、
作风不扎实等问题，强监督促强监管，督促
卫生健康、交通、市场监管、药监等职能部
门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职责，构筑严密防线。
荔浦市纪委监委驻市卫健局纪检监察组对市
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各乡镇卫生院等进行
了督查，并重点检查各医院应急预案制定及
执行情况、医疗救援小组人员组建情况、履
职尽责等情况，严防疫情防治工作中出现措
施不精确、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资源县派出 4 个监督检查组分别到全
县 7 个乡镇，部分村屯、乡镇卫生院，高

速路口、城北汽车站等地，开展专项监督检
查。对督查中发现疫情防控工作责任落实不
到位、工作不认真不细致，造成防控不力出
现失控后果的，依照有关规定实行“一案三
查”，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坚强的纪律
保障。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大敌。从近期市纪委监委的公开通报
和媒体报道上可以看到，个别单位、个别党
员干部在严峻复杂的防控工作中忽略了身
份，没有严格遵守疫情防控各项纪律，不敢
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不负责任。市
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全市纪
检监察机关将注重监督检查方式方法，重点
围绕“六个聚焦”和市里制定的“十项措
施”开展监督检查，实事求是开展精准问
责，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的纪律
保障。

市纪委常委会专题研究部署
疫情防控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会议强调：对于违反疫情防控工作规定，不服从安排等行为要从快从严查处

同时，要防止问责虚化、泛化、扩大化

防控越是吃劲 监督越要到位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已累计派出
督查组 646 个、立案 24 人

近期，由武汉市引发的全国性新冠肺炎疫情，特别
让人揪心。如何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已经成为不得
不为、必须为之的头等大事。抗击疫情关乎每个人的生
命健康，没有旁观者。这是一场全民行动，需要同舟共
济，但更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担当作为，负起责任。

当前的疫情防控带来的紧迫与压力，是前所未有
的。此时此刻，党员干部就要以强烈的担当精神，在这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发挥作用，绝不能消极应付、临危
退缩。党员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更要以身作则，
坚守岗位、靠前指挥，更要发挥攻坚克难精神，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敢于担当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精神境界。敢于担
当，绝不能鲁莽冲动，不能意气用事，而是要一丝不
苟，认真负责。敢于担当，就要见诸于行动，会干事、
干成事。比如，在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上，就需要做
到组织到位、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在“严
防疫情外部输入”、“加强流动人口监测管理”“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集中救治”“医疗资源
供应保障”“领导干部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准确公
开透明发布信息”等措施上，就要做到数字准、情况
明、行动快、成效好。

“不厚其栋，不能任重。重莫如国，栋莫如德”。

疫情防控是一场考验，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需要小心
翼翼、踏踏实实，来不得半点虚假与懈怠。在这场考验
中，如果还存在思想不纯、不敢担当、作风漂浮、弄虚
作假、失职渎职，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比如，在疫情
防控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重要信息瞒报漏报，不服从组织安排，推诿扯皮，甚至
贪污挪用、截留挤占疫情防控资金物资等等，凡此种
种，就必须严肃问责、严厉查处，形成震慑。

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就是
本分，就是责任，就是当先锋作表率的体现，就是做好
群众工作，稳定情绪、增强信心的保障。党员干部有了
担当，有了责任，才能凝聚群众，才能让整个社会众志
成城，才能让战胜这次灾难有了精神来源和信念支撑。

■廉政论坛

疫情面前更需要

担当和责任
□钱开胜

□本报记者文新军 通讯员蒋腾达

“您好，是芳华社区吗？我是叠彩区纪委
监委工作人员，我们想通过电话了解一下你
们社区入户摸排工作采取了哪些措施?有没
有新增重点疫区返回人员和密切接触人员?”

这是叠彩区纪检监察工作人员通过电话
在了解社区开展防疫工作的一个情景。近
期，叠彩区纪委监委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
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通过优化监督链路，减
少对疫情防控工作的干扰，又督促主责单位
严格履职，确保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到哪里，
工作举措就落实到哪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叠彩区纪委监委根
据疫情防控特点，采用电话、视频抽查代替
实地监督检查，共对人员在岗情况和疫情防
控措施落实情况抽查 20 余次，既减少了对
疫情防控工作的干扰，又督促了防疫工作的
落实。同时，暂不开展与疫情防控不相关的
督查督导，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让一线党
员干部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
这场阻击战。

“您好，我是叠彩区纪委监委工作人
员，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社区每天要填多少
个部门下发的疫情统计表格？”

“我们之前需要填卫健委和公安部门的
疫情报表，现在它们加强了数据共享，就只

需要上报卫健委一类疫情统计报表了。”这
是纪检监察部门对防疫工作存在的形式主义
问题督查的一个问话场景。

为防止基层干部的精力空耗，区纪委监
委要求各职能部门力戒形式主义，避免不必

要的动员会、座谈会、汇报会；并加强部门
协作，强化数据共享，防止反复填报，减少
报表 1 类，避免形式主义对防疫工作的冲
击。同时，督促各职能部门强化对基层提供
必要的人财物资源支持，确保一线防疫工作
的正常开展，齐心协力聚焦疫情防控，形成
防控疫情合力。

“为什么还有零散人员不戴口罩的情
况？你们村在落实联防联控方面采取了哪些
措施?”一次次提醒和督促，正是督查组开
展实地督查的典型缩影。

在紧盯疫情监测防控、医疗救治、物资
保障、市场监管等工作落实情况，区纪委监
委各派驻纪检监察组对 19 个主责单位开展
日常监督 2 轮；同时，委机关成立 4 个专
项督查组，深入乡(街道)、村(社区)、市
场、火车站、超市等疫情防控一线 12 次，
重点围绕疫情防控中履职尽责情况开展专项
检查督导。共发现排查工作不细致、落实联
防联控措施不到位等问题 3 个，对五名责
任人进行了现场谈话提醒，并责令整改到
位。通过严格监督执纪，形成有效震慑，督
促防疫工作落实落细，确保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

本报讯（通讯员刘乔英 苏永锋）“这几天已经有很多
果农坐不住了，今天天气很好，肯定有很多果商在收购沙糖
桔，部分洗果厂也恢复生产。我们要做好疫情防控监督工
作，也要做好群防群控工作，劝阻不戴口罩、密集采果的群
众。”在前往各村屯的路上，永福县堡里镇纪委书记正在部
署今天下村的工作。

2 月 10 日上午 8 点，堡里镇纪委 4 名纪检干部开着白
色面包车，匆匆向各个村屯驶去。在途中果然发现有少部分
采果人员未戴口罩且聚集采果。每发现一处，他们便苦口婆
心劝说一番，直到采果人员戴上口罩并分散采果方离开。

堡里镇是沙糖桔种植大镇，受疫情影响，许多沙糖桔还
挂在枝上。近几日，由于供求上升，洗果厂逐渐恢复生产，
越来越多的果商也开始活跃在田间地头。虽然镇党委、政府
三申五令要求戴口罩参加生产、每日健康情况一检测一登
记、执行分餐制管理，但仍有部分洗果厂存在执行不到位情
况。

针对这一情况，该镇纪委联合各村党员干部，成立专项
督查小队 7 支，实行分村分片交叉督查方式，每日对各村
屯、洗果厂开展巡查督导，做好登记上报。对防控措施宣传
不到位、政策执行不到位的要求立行整改，确保生产环境安
全，对不按要求采购沙糖桔的果商果农做好现场劝说、耐心
沟通工作，对拒不执行者将采取强硬措施，有效遏制病毒传
播渠道,确保复工复产安全有序进行。

据了解，为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该镇纪
委加强了日常工作督查，每日深入各村，督查防疫宣传情
况、武汉返乡人员及其密切接触人员包保责任落实情况、村
“两委”干部及干部职工履职情况。对监督过程中发现的 2
个问题，及时对相关人员进行提醒谈话，并责令立行整改到
位，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永福堡里镇：

加强疫情防控监督检查

保障复工复产安全有序叠彩区：优化监督链路 提升监督实效

▲监督组在药店开展暗访监督。 通讯员黄金城 摄

□通讯员邹绍梅 唐谦子

“书记，晚上好！当前疫情形势严峻，
防控的责任重大，我们纪委为打赢这场战
‘疫’，也严格地履行监督责任。我个人向
书记请战，把我安排到最需要的岗位，我一
定服从安排，不讲待遇，不计个人得失，请
组织相信我，请书记相信我，我一定忠诚履
职。何基磊”

“向何基磊同志学习!”
“书记，还有我”

2 月 6 日晚，荔浦市委常委、纪委书
记、监委主任陶捌旺在荔浦市纪委监委的微
信工作群里公开了何基磊同志的请战书，大
家纷纷给这名主动请战的巡察组干部点赞。
其他没有安排到一线督查的同志也跟着纷纷
请战，一个个请战的姿态，表明的是向疫情
宣战的决心和抗击疫情的忠诚与执着，诠释
的是共产党员面对疫情的初心和担当。

面对疫情防控严峻形势，荔浦市纪检监
察干部发扬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的战斗精
神，立足“监督的再监督”，既当“监督员”,
又当“战斗员”，主动值守备勤，奋战在疫情防
控监督第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党组织的责
任担当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我是纪检监
察干部，我上”成为最响亮的口号。

1 月 26 日，大年初二，荔浦市纪委监
委驻卫健局纪检监察组参加卫健局召开的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紧急会议后，马上向纪
委监委主要领导请示派驻纪检监察组全员取
消休假，要求与一线医护人员一道立即投入
到疫情防控一线。

“韦主任，明天早上 8 点半在纪委门口
集中分组去督查，你有空吗？”“好的”。
1 月 27 日，大年初三，荔浦市纪检监委系
统 20 人接到委机关办公室电话，没有一个
人推辞或请假。

自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打响以来，荔
浦市纪检监察干部们纷纷放弃休假，全力以
赴坚守在监督一线。

“现在全镇排查统计从外省返乡有多少

人?其中从湖北特别是武汉地区返乡人员有
多少人?目前身体状况如何?”

“这个交通卡点车流量大吗?是否对过
路车辆起始点和目的地都有登记?值班人员
是怎么轮岗的?晚上值班人员是否有休息的
地方?”

从 1 月 23 日开始，荔浦市纪检监察干
部既当“监督员”,又当“战斗员”， 30
余名纪检监察干部深入“抗疫”一线坚守在
各个点上，派出 6 个检查组， 190 人次深
入疫情防控第一线明察暗访，已完成对全市
13 个乡镇政府和卫生院、7 个交通卡点、21
个市直单位、144 个村（社区）的监督检查，累
计发现问题 54 个，督促立行立改 46 个。及
时回应百姓关切，向老百姓最关心的疫情期
间“衣食住行”领域精准监督，实地走访农
贸市场、超市、车站、药店，督促做好保障
生活必需品正常供应等民生保障工作。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荔浦市纪检
监察干部们虽然没有像医护人员那样战斗在
一线救死扶伤，但却以另一种方式为工作推
进、为百姓健康筑起坚实的屏障。

既当“监督员” 又当“战斗员”
——— 荔浦市疫情防控监督一线纪检监察干部群像

■廉政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