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清理政府拖欠民营企业账款
专项督导，积极帮助民营企业纾困解
难，截至2020年11月底，列入专项督导
范围的15个市（州）偿还无分歧欠款
43.5亿元，其中专项督导期间偿还4.8
亿元、国家挂牌督办的7个地方拖欠主
体偿还1.78亿元，年度清欠工作任务圆
满完成。

紧盯统计领域，对国家统计局统计
督察组移交的统计违纪违法问题进行
调查核实，扎实开展统计领域数字造假
问题问责工作，对79名责任人员进行追
责问责。

……
这是2020年四川围绕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落实，抓好监督保障的两个“切
片”。

2020年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始
终聚焦“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党
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
检查就跟进到哪里，为新时代治蜀兴川
再上新台阶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

提高政治站位
把政治监督作为首要之责

2020年9月2日，省纪委举行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省纪委监委领导
班子齐聚一堂，贯通《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和第一卷、第二卷，认真交流
学习心得体会。

“新时代强化政治监督的根本任务
就是‘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省委常
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雁飞态
度鲜明。

真学真懂真用。2020年，我省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扛起“两个维护”
特殊使命和重大责任，督促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自觉把“两个维护”贯穿于
各项工作之中。

从2020年大年初二开始，都江堰
市玉堂街道纪检干部朱治国每天连续
工作10个小时，到辖区人员聚集场所开
展疫情防控专项督导，这样的节奏，他
持续了两个月。

与朱治国一样，自2020年春节起，
我省各级纪检监察干部便紧跟党中央
和省委号令，挺进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第一线。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党员干部需
要纪律作风作保障。从 1月27日起，省
纪委监委先后印发《关于认真履职尽责
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提供坚强纪律保障的通知》等文
件，制定全程监督、跟进监督、精准监督
十项措施。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闻令而动，加强
对各级党委、政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分区分类防控等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卫
健、交通、经信等8个重点职能部门实施

精准监督。
纪律是一根“高压线”。疫情防控

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道孚
县等5个县级党委、政府防控不力问题，
严肃查处履职不力、挪用救援款物等违
纪违法问题3095个、处分1059人。

“11个方面、42项重点任务”，这是
我省细化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的一
组数据。在省委第六轮巡视中，总书记
的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情况成为巡视监
督的重中之重。

西昌市“3·30”森林火灾发生后，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作出重要批示，四
川省纪委监委认真配合开展追责问
责工作，严肃处理12个责任单位、25
名责任人员，对贯彻落实不务实、不
尽力、不到位的坚决纠正，督促党员
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
党中央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也是省委的
重大政治任务和发展使命，更是全省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开展政治监督的重要
坐标，我省以跨区域“廉”动为干事创业
者保驾护航。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从重大政
策、重大项目、重大平台、重大改革4个
方面形成监督清单，以“监督保障执行，
促进完善发展”的坚强定力，点对点推
动重大决策落实落地。南充市营山县
纪委监委围绕“建设川渝合作示范县”
这一目标，将川渝合作企业投产达产
情况纳入监督责任清单。省纪委监委
驻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纪检监察组，紧盯四川区域协同发
展投资引导基金的作用发挥，跟进督
促总投资15亿元的川渝合作示范项目
加速推进。

通过强化政治监督，为积极投身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广大干事创
业者保驾护航，着力营造出风清气正的
政治环境。

做细日常监督
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

“多个窗口等待”变成“一个窗口受
理 ”，“ 多 次 跑 腿 ”变 成“ 最 多 跑 一
次”……2020年9月8日，在广安市岳池
经济开发区完成营业执照网上申报，四
川可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易
辉耀如此感慨。

易辉耀所在的公司是一家民营企
业。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保驾护航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是2020年全省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共同意志和集体行
动。

省纪委监委出台《关于服务保障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十八条措施》，把贯
彻落实中央“六稳”“六保”部署要求纳
入政治监督范围，立足监督的再监督，
针对各地各部门落实惠企政策、优化营
商环境、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等方面
情况，用强有力的监督，为民营经济发
展注入新动能。

2020年最后一天，省纪委监委公
开曝光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
问题，其中违反亲清政商关系规定的情
形成为通报重点。像这样的公开曝光，
省纪委监委全年共持续开展4批次涉及
19人，释放出“永远在路上”的强烈信
号。各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通过上门
走访、专题调研、专项监督等方式，做实
做细日常监督。

内江市深入开展千企万人评作
风，广泛征集民营企业对政府部门服
务意识、工作效能等方面的意见建
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成都彭州市
制定《彭州市损害营商环境行为问责
办法》，对在服务企业中侵害投资者
合法利益等违纪违法行为坚决查处
问责。

我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还创新举
措，扎实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

省纪委监委探索以监督调研的方
式，对联系地区、部门进行政治生态体
检，在委机关9个监督检查室全面推
开。省纪委监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监
察组对省作家协会党组班子及成员进
行政治画像，内容包括班子在贯彻落
实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等五个方
面存在的42个问题，纪检监察组约谈
党组主要负责人，听取整改思路，提出
具体要求。广元市委探索出台《政治
生态评估办法》，对全市7个县区、68个
市级部门政治生态状况进行了精准画
像，形成政治生态报告并反馈相关市
县党政主要领导。去年，全省纪检监
察机关约谈领导班子成员、重点岗位人

员20429人次。

做实重点领域专项监督
提高政治监督针对性

因在工程项目实施、工程款拨付
方面收受贿赂等问题，南部县委原副
书记朱仕友被“双开”并移送司法；德
阳市旌阳区中医院设备科原科长张
晓军收受设备供应商财物被“双开”
并移送司法。

近日，省纪委监委通报5起重点
行业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典型案
例。2020年，系统治理重点行业领域
突出问题成为我省强化政治监督的
重要抓手。

在紧抓日常政治监督的同时，我省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强化问题导向、精准
指向、实践取向，聚焦具体区域、具体领
域，前移监督关口，做实重点领域专项
监督，切实解决政治监督滞后、虚化、抽
象等问题。

2020年5月，省纪委监委下发通
知，要求在发改、住建、卫健、人防等4个
重点行业领域集中开展突出问题系统
治理工作。

随后，我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
主责部门积极行动起来，推动重点行
业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工作走实
走深。省人防办把系统治理工作作
为“一把手”工程，主要负责同志常态
研究，领导班子成员分5大片区到21
个市（州）调研指导，驻省机关事务管
理局纪检监察组深度介入，密切跟踪
督促，务实推进人防领域系统治理。
南充市督促市直主责部门党组（党
委）每月开展一次行业系统治理问题
情况分析研判，市纪委监委每两月听
取一次情况汇报、每季度开展一次工
作督导。

通 过 系 统 治 理 ，推 动 省 发 改 委
修订评标专家管理办法，省医保局
上线运行药械招采平台，省人防办
制订采购内部控制管理规定，追缴
过去违规减免缓的人防易地建设费
近9.61亿元，追回医保基金并处违约
金12.6亿元。

我省还紧盯生态环保领域，对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交办的自贡市釜溪河水
质监测数据造假问题调查核实后严肃
问责5人，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
头看”及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督察
移交的6个问题，查清后严肃查处失职
失责人员77人，并在省政府网站上对全
社会公开通报。

此外，还紧盯粮食安全这一“六保”
的重要内容，在查处眉山市粮食系统腐
败窝案基础上，在全省部署开展专项查
处行动，立案“粮仓腐败”40件，组织处
理25人，处分5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
关4人。
陈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笑

纪律是一根“高压
线”。疫情防控以来，全
省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
处道孚县等5个县级党
委、政府防控不力问题，
严肃查处履职不力、挪
用救援款物等违纪违法
问 题 3095 个 、处 分
105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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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
——2020年四川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综述（一）

关注省纪委十一届五次全会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中央纪
委 国 家 监 委 26 日 发 布 数 据 显 示 ，
2020 年 12 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
八 项 规 定 精 神 问 题 18505 起 ，处 理
26922 人（包括 125 名地厅级干部、
1316 名县处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 18901 人。

2020 年全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36203 起，处理
197761人。

数据显示，今年 12 月全国共查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9356 起，处
理 14134 人。其中，查处“在履职尽
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
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

最多，查处 7648 起，处理 11602 人；其
次是“在联系服务群众中消极应付、
冷硬横推、效率低下，损害群众利益，
群众反映强烈”方面问题，查处 396
起，处理 560 人。

数据显示，今年 12 月全国共查处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9149起，处理
12788人。其中，查处违规发放津补贴

或福利问题 2272 起，违规收送名贵特
产和礼品礼金问题 2948 起，违规吃喝
问题1660起。

据统计，2020年全年，全国共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36203
起，处理197761人（包括706名地厅级
干部、10675名县处级干部），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119224人。

2020年全国近20万人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