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活采取“常规+专项+机动+回头
看”打法，省委全年开展两轮巡视，发现
问题3124个、县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
问题线索281件；市县巡察纵深推进，
省直部门巡察稳慎推开，全省巡视巡察

“一体两翼”格局成形见势；省委巡视全
年建立健全制度规定20项，巡视巡察
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

忠诚诠释初心，实干担当使命。
2020年，全省巡视巡察机构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恪守“能吃
苦、拼命干”敬业精神，锚定“上台阶、创
一流”工作目标，高质量推进巡视巡察
全覆盖，政治定位更加精准，组织方式
更加灵活，整改落实更加有力，助力发
展更加有效，利剑作用充分彰显，为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和治蜀兴
川再上新台阶提供了坚强保障。

算好“政治账”
在精准监督中服务中心大局

农业农村厅培育壮大“川”字号农
产品品牌成效不明显；省市场监管局解
决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难问题
力度不够；宜宾市招投标领域违规问题
较多……省委第六轮巡视反馈会上，巡
视组一针见血、直指问题。

巡视是政治巡视，本质是政治监
督。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王雁飞强调，“做好巡视工作，要胸
怀大局、把握大势，从新形势、新任务、
新部署中把握国之大者”。过去一年，
省委巡视机构坚持把“两个维护”作为
根本任务，聚焦“四个落实”监督重点，
紧扣被巡视党组织职能责任，更加突出
大局、大势、大考强化政治监督，并将党
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
作重要批示细化为 42 项任务清单，作
为监督重中之重，政治监督定位更加精
准。通过巡视，一批上级重大决策部署
落实为各级各部门履职尽责具体行动，
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转化为惠企惠
民政策措施，一批发展中的短板弱项漏
洞确定为深化改革突破口……

2020年12月，省委第一巡视组开
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机动巡视期间发
现，隔离入境人员超过500人的某定点

隔离酒店在场所管控、餐食管理等方面
有漏洞，存在交叉感染风险。经巡视组
督促，有关部门立行立改，安全隐患随
之清除。去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和稳经济保发展严峻挑战，省委因
时因势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情况纳入巡视监督重点，发现和推
动解决问题52个。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省委第九巡
视组巡视成都市青白江区期间，拖欠农
民工工资问题反映较为强烈。在巡视
组推动下，巡视期间当地就为492名农
民工兑现工资1171.99万元。人民群众
痛恨什么、反对什么，巡视就重点关注
什么、纠正什么。省委书记专题会听取
第六轮第二、三批次巡视情况汇报时，
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对征地拆迁长期安
置不到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突出问题
整改作出明确部署，要求举一反三摸
排，妥善推动解决。

打通“断头路”
在有效覆盖中延伸监督触角

2020年4月，雷波县委第三巡察组
巡察溪洛米乡时，发现 2016 年县民政
局下拨给水落村骨髓瘤病人秦某一笔3
万元救助金在账户上“睡了三年”。在

巡察推动下，乡党委全面清查、立行立
改，第二天3万元救助款便打到了秦某
惠民卡上。收到救助款后，秦某夫妇赶
到巡察组驻地，激动地说：“真是救命钱
哟！”

巡察的方向在基层、重点在基层。
我省乡镇（街道）数量居全国首位，乡镇
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乡村
发展布局进一步重塑、“小微权力”更加
集中。如何打通巡察监督“最后一公
里”，如何更好服务城乡基层治理？省
委巡视办先后赴16个市（州）、23个县

（市、区）、34个村（社区）调研，制定出台
《关于加强对村（社区）党组织巡察的指
导意见》等文件，推动监督直抵末梢。
一年来，各地因地制宜创新监督方法，
巡察 4423 个党组织，延伸巡察村（社
区）8719个，发现问题79023个、问题线
索 4573 件，有力推动中央和省委决策
部署在基层落地见效。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为推动市县巡察工作均衡发展、整
体提高，我省牢牢抓住主体责任“牛鼻
子”，打出一系列“组合拳”：出台《市县党
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主要职
责》，强化巡察工作组织实施职责，得到
中央巡视办肯定；坚持有形覆盖和有效
覆盖相统一，市县巡察全覆盖进度达到
88.26%；对8个市、6个县（市、区）开展
巡察工作专项检查，对乐山市、凉山州开
展巡察工作指导督导试点，组织10个市
分别对“三州”地区10个县开展跨市州
帮扶式巡察，面对面传经验、手把手教方
法，促进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频繁交流互动，督出了责任落实、
帮出了工作方法、带出了创新活力。
2020年12月全省市县巡察工作片区会
议上，各地交流经验，成果纷呈：成都、
德阳探索成德同城化巡察联动；内江市
创新“四方会审”巡察整改机制；攀枝花
市出台市领导“一岗双责”推进巡察整
改办法；乐山市推动“六步巡察”进村

（社区）……

下好“联动棋”
在系统集成中完善监督格局

针对2020年9月省委巡视反馈的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推进滞后”等

问题，近日，水利厅党组对下属省
农田水利局等单位开展接力巡
察。在巡察督促下，省农田水利局
加大整改力度，目前全省“十三五”
规划中的 2172 座小型病险水库除
险加固工程已全部开工，完工率达
78.6%，较巡视反馈意见时提高
33.4%。

推进省直部门（单位）巡察，是
我省完善巡视巡察“一体两翼”监
督格局的战略举措。在总结提炼7
家省直部门（单位）巡察试点工作
实践成果基础上，以省委办公厅名
义出台《关于省委部委、省直部门
党组（党委）开展巡察工作的意见

（试行）》，配套制定巡察工作若干
问题解答、巡察工作流程及规范参
考手册等，并针对性开展辅导培
训，省委巡视办主要领导还带队到
1个省直部门、1户国有企业和1所
高校调研指导，确保省直部门（单
位）巡察工作稳慎开局、有序起步、
有效开展。目前，首批确定的41个
省直部门（单位）全面推开巡察，已
对216个党组织开展了首轮巡察。

巡视巡察一盘棋，双剑合璧贯到
底。2020年2月，我省出台《关于省委
巡视期间开展巡视带巡察工作的指导
意见》，促进巡视巡察同向发力。省委
第七轮政府采购专项巡视期间，8个省
委巡视组对2个省直部门和14个市开
展专项巡视，21个市（州）组建43个市
级联动巡察组，56个县（市、区）组建92
个县级联动巡察组同步开展巡察，创新
采取“巡视+调研”“巡视+指导”模式，
对省市县三级政府采购领域问题进行

“全景式”扫描，发现问题387个。
一指用力不如攥指成拳。省委第

二巡视组巡视雅安市期间，因专业力量
不足，某项目深入了解工作受阻。经省
委巡视办协调，审计厅迅速派出小分队
协助工作，某省管干部问题线索随即浮
出水面。为推动各类监督贯通融合，省
委巡视机构分别与纪检监察、组织、政
法、信访、财政、审计、统计等部门单位
建立完善协作配合机制，同时加强与中
央驻川单位的协调协作，促进信息、资
源、力量和监督成果共享共用，巡视综
合监督平台作用进一步发挥。

拧紧“责任链”
在整改落实中推动标本兼治

“等了10年，我的房产证终于办下
来了，以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家住广
元市利州区的66岁老人何文群为了一
纸房产证，跑遍十多个部门一直无果，
当拿到属于自己的“红本本”时，老人感
慨不已。

小小房产证，牵动万家心。根据巡
视发现问题，2020年1月初，住房城乡
建设厅牵头在全省开展“问题楼盘”化
解处置专项行动，已累计化解处置“问
题楼盘”66 个，为 2.5 万余名群众办理
了房产证。推动解决“办证难”问题，是
省委巡视“后半篇文章”提质增效的一
个缩影，通过巡视发现问题、形成震慑，
推动相关地区和单位履职尽责，起到了

“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举网以纲，千目皆张。2020 年 4

月，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被巡视党组
织进一步加强巡视整改工作的意见》，
为被巡视党组织落实整改主体责任明
确了“任务书”。凉山州针对巡视反馈
脱贫攻坚方面问题，细化制定州县乡村
户每月任务清单，州领导率工作组进驻
贫困县带着抓、盯着改。2020年11月，
随着昭觉、普格等最后7个贫困县宣布

“摘帽”，全省脱贫攻坚胜券已牢牢握在
手中。

整改落实离不开有效监督。通过
将分管省领导督促整改责任、省纪委监
委和省委组织部日常监督责任，以及职
能部门行业主管责任嵌入整改链条，形
成了以上促下、以督促改、以管促治的
工作格局。省委第五轮巡视反馈以来，
相关地区和单位把巡视整改融入日常
工作、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深化改
革、融入班子队伍建设，追责问责 194
个党组织、3288人，追缴追回资金8.49
亿元，完善制度1186项，巡视标本兼治
作用充分发挥。

巡视不是毕其功于一役。2020年
12月，十一届省委巡视第三次杀出“回
马枪”，对2户省管企业开展巡视“回头
看”。巡视期间，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职工董事、工会主席刘晓杨
主动投案，利剑震慑效应充分彰显。
邓明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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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对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印务公司员工配餐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
迎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报名参与投标。

1.招标人：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2.项目名称：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

员工配餐服务项目
3.项目内容：为员工提供配餐服务（含节假

日，全年无休），包括早餐、午餐、晚餐、深夜
餐。其中，早餐早上7：10左右送到，约 45份；
午餐中午 11：30 送到，约 40 份；晚餐下午 6：
00送到，约 20 份；深夜餐晚上00：00送到，约
100 份。具体要求详见招标项目要求章节。

4.本项目资金来源：自筹。
5.对投标人的资格要求：（1）必须是中国境

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在成都市
区具有固定工作场所；（2）投标人能提供有效
的食品经营许可证；（3）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
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4）无其他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参加投标情形；（5）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6.报名及领取招标文件：
6.1.报名及领取招标文件地点：成都市红

星路二段70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12楼B区总
经办；各投标人须将报名所需提交材料在加盖

投标人公章后提交至招标人。必要时，投标人
应将报名资料的原件提交招标人核验。

6.2.报名时间：2021 年 1 月 27 日至 2 月 4
日(工作日：上午 9:00-11:30，下午 2:00-6:
00)；

6.3. 联 系 方 式 ：联 系 人 廖 女 士 ；电 话
028-86968193

7.报名需提交的资料：
（1）投标人营业执照副本和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招标人核验原件，收加盖公章的复印
件。

（2）投标人若非法定代表人直接报名的，
须出示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含加盖
公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原件。

（3）经办人有效身份证，验原件，收加盖公
章的复印件。

8.投标文件递交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70 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12 楼 B 区总经办；联
系人 廖女士；电话 028-86968193。

9.投标截止时间：2021 年 3 月 5 日(工作
日：上午9:00-11:30，下午2:00-6:00)，逾期
提交或提交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招标人有
权拒收。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2021年 1月 26日

招标公告

关注省纪委十一届五次全会

砥砺奋进不停步 利剑护航促发展
——2020年四川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综述（三）

过去一年，省委巡视
机构坚持把“两个维护”
作为根本任务，聚焦“四
个落实”监督重点，紧扣
被巡视党组织职能责任，
更加突出大局、大势、大
考强化政治监督，并将党
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对四川工作重要批
示细化为42项任务清
单，作为监督重中之重，
政治监督定位更加精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