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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铁的纪律保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2020年四川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综述（二）

关注省纪委十一届五次全会

2020年11月17日，四川省人民政
府官方网站发布公告，宣布凉山州普格
县、布拖县、金阳县等7个国家级贫困县
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四川省所有贫
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这是我省各级党委、政府坚持脱
贫目标标准、持之以恒下足‘绣花’功夫
所取得的成绩，背后也凝结着全省纪检
监察干部的心血。”四川省纪委监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

2020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
年。面对最后的深度贫困堡垒，以及疫
情冲击带来的叠加考验，四川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坚持以深化“脱贫攻坚纪律作
风保障年”活动为统揽，立足决战冲刺、
巩固提升，持续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专项治理，为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聚焦凉山7县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2020年3月13日，一场事关凉山脱
贫攻坚全局的重要会议在西昌举行。

“当前，凉山州脱贫攻坚已进入攻
克‘最后堡垒’阶段，要转变干部作风，
创造性开展工作。”

“凉山州尤其是7个未摘帽县是影
响全省乃至全国夺取脱贫攻坚胜利的
控制性因素。”

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
徐令义，省委书记彭清华分别作出上述
重要判断，明确提出要聚焦深度贫困堡
垒，集中力量打一场脱贫攻坚歼灭战。

省纪委监委明确在2020年开展深
化“脱贫攻坚纪律作风保障年”活动，并
把聚焦凉山彝区深度贫困区列为重点
工作。

按照省委统一部署要求，省纪委监
委2020年3月下旬正式成立作风保障
工作专班，整合省、州、县三级纪检监察
工作力量，组成三个工作组，深入凉山
州7个未摘帽贫困县实地督战，坚决纠
正等的思想、慢的作为，以及脱贫重点
没有落到户上，任务清单掩盖下的不落
实等问题。

“就是要紧盯具体的人和事，围绕
项目建设进度、工程建设质量、民生保
障和纪律作风等四大类问题，深入田间
地头，入户到人查摆问题。”省纪委监委
驻县工作组负责人表示。

在这样的督战力度之下，一些典型
性问题暴露出来。

截至2020年3月下旬，布拖县安全
住房建成（达到入住条件）率仍不到
40%，进度严重滞后。这是省纪委监委
驻县工作组在布拖县督战时发现的问
题。

据工作组了解，进度滞后固然受到
了自然条件差、建材短缺等客观因素影
响，但也有统筹协调不够、压力传导不
足、工作落实不细等主观问题。

既要通过“督”把问题找出来，更要
通过“战”把问题解决到位。

针对发现的问题，省纪委监委驻县
工作组通过约谈和问题交办等方式进
行“点对点”督促，把相关责任主体的责
任压细压实。同时，省纪委监委主动作
为，积极对接省级部门专班，建立良好
的沟通协调机制，发挥协调服务作用，
形成督战合力。

不到2个月，布拖县安全住房建成
率便提升至98%，有力地确保了项目最
终如期完工。

踏遍青山，丈量大地。在喜德县洛
哈镇阿洛村村道建设工地、美姑县乐约
乡巴姑村集中安置点饮水工程整改现
场……驻县工作组深入219个乡镇、63
个县级部门和6所医院学校开展现场督
导，推动解决突出问题280个。

“省纪委监委驻县工作组以‘督’促
‘战’，又‘督’又‘战’，把督战的压力切
实转化为解决问题、攻坚克难的合力，
为攻克最后的深度贫困堡垒提供了坚
强的纪律作风保障。”省纪委副书记、省
监委副主任郑东风表示。

聚焦“四个不摘”
巩固脱贫质量

既集中精力做好未脱贫地区的扶
贫工作，也保持韧劲抓好已脱贫地区的
巩固提升工作，这种兼顾视野和分类施
策办法贯穿四川深化“脱贫攻坚纪律作
风保障年”活动全过程。

20天7000多斤鱼销售一空。这样
的销售成绩一下就解决了绵阳市平武
县铁龙堡村村民的烦心事。

此前，受疫情冲击影响，该村的冷
水鱼面临着运不出、销不走的问题，由
此带来的损失可能产生返贫风险。

针对这一问题，平武县纪委监委督
促县脱贫办等相关职能部门，通过开展
电商消费扶贫行动、同城“线上点单”代
购代送服务等活动，拓宽了销售渠道，
成功解决了群众的急忧关切。

2020年，针对81个已脱贫县，四川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不摘责任、不摘
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等“四个不
摘”落实情况作为监督重点，既关注撤
摊子、甩包袱、歇歇脚等作风“疲软
症”，又盯牢帮扶政策不连续、不落实

等现实问题。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既要形成

统一联动的监督一盘棋，也要明确各自
监督重点，提升监督的精准性和实效
性。”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省纪
委监委充分发挥统筹作用，通过督办重
点问题和典型案件、抽查问题线索、实
地督查等方式传导责任压力；市（州）纪
委监委通过蹲点督查，重点加强对摘帽
县的监督；县级纪委监委则发挥关键作
用，把立足点放到“户”上。

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不断把监督探头擦亮，让监督事
项聚焦，从严从实推动问题发现、解决
在一线。

泸州市纪委监委组织纪检监察干
部驻点下沉，发现叙永县乡镇卫生院只
能办理部分慢性病认定的问题，督促该
县卫健局、医保局“送医下乡”，在乡镇
一线为1944人次进行慢性病备案，有效
杜绝因病返贫现象。

广安华蓥市纪委监委把那些原本
不属于贫困户，但因疾病、意外等因素
而可能致贫的贫困边缘户纳入帮扶视
线，督促相关职能部门通过财政资金、
临时救助、社会捐助等多种方式，解决
100户群众短期内面临的突出问题。

阿坝州九寨沟县纪委监委建立脱
贫攻坚督查、通报、问责工作机制，对全
县1580户贫困户开展全覆盖走访，反
馈问题清单39份，实行挂账销号，确保
脱贫攻坚各类问题整改清零，清仓见
底。

“一次次监督，一轮轮督促，就是把
监督充分嵌入问题发现与整改之中，以
达到成果惠及群众、锤炼干部作风、夯
实脱贫质量的多重效果。”省纪委监委
相关负责人说。

聚焦资金项目
严查腐败作风问题

足不出村，动动手指，点击村级服
务中心里惠民惠农“一卡通”阳光审批
平台的触控屏，就能看到财政补贴资金
审批情况，有没有优亲厚友、虚报冒领，
一看便知。

2020年8月，眉山市被确定为全省
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阳光
审批工作试点市。经过半年努力，
2021年1月1日阳光审批省级平台正式
上线运行，随之带来的是资金审批监管
信息化、便捷化、精准化。

把多卡发放整合成一卡发放，关注
的是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冒领截留
和便民发放问题，而建设“阳光审批”平
台，则将视线前移，剑指资金审批这一
关键环节。

2020年，按照省纪委十一届四次
全会工作部署要求，四川在巩固拓展前
期“一卡通”管理问题专项治理成果的
基础上，着力深化阳光审批监管平台建
设，把审批权置于公开监督之下，构建

“一卡通”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审批、

发放监督闭环。
全流程“阳光审批”、全系统“阳

光发放”所带来的监管效力正逐渐释
放，核实停发不符合条件资金1.43亿
元。监管平台每一次作用的发挥都
是管住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的积
极尝试，让全省通过“一卡通”平台累
计发放的680亿元资金成功惠及2687
万余人。

“要盯紧扶贫项目和资金，对重点
项目建设、重大资金使用情况开展‘回
头看’，让每一分钱都用到刀刃上，确保
脱贫攻坚的质量和成色。”省委常委、省
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雁飞多次强
调。

2020年，四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聚焦安全住房、乡村公路、公用基础设
施等扶贫领域工程项目，全面铺开“明
目行动”，切实开展大清理、回头看，既
清程序、促进度，又核资金、查贪腐。

乐山市纪委监委对2017年以来立
项建设的5510余个扶贫工程项目，以
及2016年以来受理的1370余个问题线
索处置情况全面进行“回头看”，查处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260件、处分43
人。

雅安市雨城区纪委监委通过看程
序、看现场、看民意等方式，对扶贫项目
审批程序、监管责任、建设质量等进行

“全面体检”，全力保障扶贫项目高质量
建设。

在高压清理态势之下，甘孜州得荣
县委原常委罗绒杰成、凉山州布拖县交
通运输局原局长曲木黑沙等一批利用
工程项目谋取私利的典型问题被严肃
查处，释放出“谁动群众奶酪，纪委就动
谁”的强烈信号，坚决打消个别人在工
程项目建设中“捞一把”的念头。

从数据上更能直观展现清理成
效。2020年，全省共清理扶贫工程项
目17.7万余个，发现问题资金37.6亿元，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81人，移送司法机
关55人。

紧盯县里的权、乡里的情、村这个
点，在严肃查处形成有效震慑的同时，
四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还全面推动
县、乡、村三级扶贫工程信息公开。泸
州市在3个县75个村试点的基础上，推
进全市1475个村和社区村（居）务公开
规范化、精准化、常态化；凉山州在布
拖县召开深化扶贫资金项目“三公开”
现场会，坚决贯彻落实“省、市、县扶贫
资金分配结果一律公开，乡、村两级扶
贫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情况一律公告
公示”工作要求，让“透明墙”晒出“明
白账”，让“微权力”晾晒在阳光下。通
过引入群众监督力量，在公开中发现
问题、完善制度，探索建立长效机制，
深化拓展专项治理成果，推动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平稳衔接，让群众获得
感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
保障。
杨智淋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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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60.4万人 包括27名省部级干部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网站26日消息，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通报202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
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2020年，全国纪
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322.9万件
次，立案61.8万件，处分60.4万人，包括省

部级干部27人，厅局级干部2859人。
通报显示，2020年，全国纪检监察

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322.9万件次，处
置问题线索170.3万件，谈话函询36.4
万件次，立案61.8万件，处分60.4万人

（其中党纪处分52.2万人）。处分省部

级干部 27 人，厅局级干部 2859 人，县
处级干部 2.2 万人，乡科级干部 8.3 万
人，一般干部9.9万人，农村、企业等其
他人员39.8万人。

根据通报，2020年，全国纪检监察
机关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

处理共195.4万人次。其中，运用第一
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133万人次，占总
人次的 68.1%；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
48.5 万人次，占 24.8%；运用第三种形
态处理 7.1 万人次，占 3.6%；运用第四
种形态处理6.8万人次，占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