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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风反腐彰显决心
向群众交上“答卷”

“这种做法好，让老百姓直
观地感受到了党中央和各级党
委反腐倡廉的决心。”“现场就
能咨询政策、反映问题，希望
每年都搞一次。”在巡展现场，
群众纷纷为达川区反腐工作
点赞。

今年以来，达川区分层完
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责任清

单》，健全监督考核激励体系，
创新“两全三个一”工作机制，
推行“四个顺着查”工作方法，
顺利完成达川区监察委员会
组建，稳步推进派驻监督全覆
盖改革。同时，坚持问题导
向，巡察“利剑”高悬，践行“四
种形态”，严格“一案双查”，深
化 专 项 治 理 ，厚 植 作 风“ 基
石”，建设“廉洁细胞”，培育新
风正气，全面从严治党步伐铿
锵有力。

据了解，今年达川区设置
纪委派驻机构 15 家，实现对
70 余家区级部门和单位的全
面监督；区监委积极探索实践
12项调查措施，留置4例，通报
曝光典型案例 38 件 46 人。截
至目前，全区立案审查调查
200 余人，其中，科级干部 30
余人，移送司法 5 人，“坚持无
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始终保
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的誓言
落地有声。

反面教材敲响警钟
携家人共筑“廉关”

走进达川各个展区，展示
“拍蝇”成绩的“案例警示”版块
始终热门。区民政局老龄办原
主任郭仕凡优亲厚友、赵固镇
财政所原工作人员符忠诚挪用
公款、罐子镇安监所原工作人
员邓智林涉恶、石梯镇龙塘村
委会原主任严烈祥冒领低保金
等典型案例，一一被点名道姓
集中公开曝光。

“这个老郭就是你原先那
个同事嘛，现在职务都遭‘除脱
’了。‘帮忙’首先还是要讲原则
才得行。”“我们家的每一个都
要记住——贤能兴家，廉可避
祸！”巡展中，达川区要求各地
各部门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携家
人一同观展。截至目前，已有
500 余名科级干部携家人观
展，夫妻共品勤廉先进，父子共
析反面典型，家人共立勤廉家
规，齐心共筑家庭“廉关”。

据统计，此次巡展，达川区
共曝光市、区纪委监委近年查
处典型案例42个，各乡级展板
曝光本地查处典型案例160余
个，涉及扶贫、教育、医疗、政
法、“一卡通”治理、涉黑涉恶、
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等多个方
面，以案释纪、以案说法、以案
施教，给党员干部敲警钟、促自
律，牢筑“防腐墙”。

邓寿勇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罗轩

“四张清单”
拉紧压实责任链条

罗文镇三名村干部虚报冒
领扶贫培训经费被达州市“阳
光问廉”节目曝光后，万源市纪
委立即展开调查，并围绕培训
机构是否有资质、监督是否全
覆盖、培训资金申报是否实事
求是等问题，开展专项清理、堵
塞漏洞。

为保障脱贫攻坚领域的问

题得到最快解决，该市纪委监
委开列责任清单、问题清单、报
告清单、问责清单，切实做到
四张清单精准“画像”、精准监
督。把全市精准扶贫专项督
查发现的 183 个问题，梳理罗
列的“问题清单”，并下发至
52 个乡镇和相关职能部门，
明确整改单位、时限、要求，对
号销账，以问题为导向压实“两
个责任”。

对于日常监督发现的问题
和群众信访投诉等问题，万源
市纪委及时梳理并展开定期研
究，提出处置意见，对于纠正和
整改类问题及时反馈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限期整改。同时，该
市还印发了《22+1个部门扶贫
开发工作责任清单》《市纪委派
驻机构扶贫领域精准监督责任
清单》，进一步细化了 22+1 个
帮扶部门脱贫攻坚主体责任，
以及 20 个市纪委派驻机构监
督责任。

“四项监督”
编织无死角监督网

据了解，万源市纪委监委
采取部门监督、专项监督、巡察
监督、派驻监督方式，形成市、
乡、村三级联动的线索摸排机

制，精准收集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线索，为2020年如期
脱贫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同时，充分整合“5+2”帮
扶工作部门和“22+1”扶贫专
项牵头部门力量，采取明查暗
访的方式，对全市52个乡镇面
对面向群众核实政策落地、项
目安排、资金使用、责任落实和
工作作风等情况。在此基础
上，市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
监督”，实行领导班子包片区督
导机制，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
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
深入基层、直面群众的方式，对
52个乡镇开展了5批次重点抽
查，收到主体责任不落实、监督
责任不到位等问题线索13条。

另外，集中开展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巡察，前
移监督探头、集中发力、倒查责
任。今年以来，对全市16个乡
镇、20个脱贫攻坚年度实施方
案牵头部门牵头工作进行 4
轮专项巡察，共发现扶贫领域
问题 86 个，发现问题线索 18
件，已立案 4 件 20 人，书面检
查 1 人。并发挥“派驻”优势，
各派驻纪检组筹备组独立或协
助处置问题线索20余件，处理
14人。

“四大行动”
入户走访全覆盖

“ 我 们 村 副 主 任 是 低 保
户。”在一次走访中，贫困户老
赵的这句话，引起走访组注
意。经查，大竹镇月台坝村原
副主任徐殿超明知本人不符合
享受城市低保条件，违规领取
低保金4809元，万源市纪委给
予徐殿超同志党内警告处分。

今年以来，该市全面启动
扶贫领域入户走访“全覆盖”工
作，常态开展“征询民意·清风
行动”“院坝纪检行”“两讲一监
督”“民情大走访、民诉大化解、
民生大改善”等“四大行动”，逐
村逐户实地核查，与群众面对
面，及时了解基层干部作风、查
找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线索。

同时，引导群众积极监督
和举报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
问题，着力发现扶贫领域违规
违纪和“四风”问题线索，打通
了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截至目前，该市已开展民
情走访11万余人次，收集问题
线索 3184 条，整改化解诉求
2437个。

周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罗轩

达州市达川区
擦亮村级监督“探头”
严防“小微权力”任性

华西都市报讯（柏梅 记
者 罗轩）“不论事大事小，作
为社区监委会主任，咱们就
是社区内部的‘小纪委’，就
意味着要多一份担当，多一
份谨慎，你说是不是？”这是
达川区翠屏街道办事处创新
开展“我是社区监委会主任”
汇报演讲会上的一幕。演讲
会上，辖区内各社区监委会
主任们纷纷结合当前工作与
岗位实际真诚演讲，讲出了

“职小责重”，道出了“心酸委
屈”，流露了“真情实感”。

据了解，为打通监督执
纪“最后一公里”，达川区延
伸 基 层 监 督 触 角 ，擦 亮 村

（居）级监督“探头”，严防“小
微权力”任性。积极推举群众
威望高、具备一定财会知识并
热心公共事务的人员当选村
监委会主任，把“监督哨”设到
群众身边。同时，采取以会代
训、党校培训、远程教育、农民
夜校等方式，提升业务素质，
定期开展集体研学活动。

另外，建立村监委会监
管工作制度，将村级议事规
则、内部管理与村监委会行
使监督权的各项制度有机衔
接，实现对村级小微权力的
全过程、全方位监督。

主动向人民“交账”
达州市达川区举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巡展

达川区群众广场踊跃观展。

近日，达州市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巡展全线启动，
市区乡村四级联动，达川区城市
广场、乡镇主要街道、村（社区）主
要聚居点三级同期布展，“民情户
户通纪检监察走基层”接访活动
三级同步开展，主动向人民“交
账”，真诚邀人民“打分”。

据了解，此次巡展全区 54
个乡镇（街道）、681个村（社区）
全覆盖、齐联动，展出一直持续
到11月底。从主要工作、勤廉文
化、案例警示三大方面，就今年
以来市、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进行了认真“答卷”，并同
步播放廉洁宣传微视频。

万源出狠招
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今年以来，万源市坚持目

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

聚焦监督执纪问责主责主业，

出狠招不断深化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据统

计，截至目前，万源市共处置扶

贫领域问题线索 105 件，立案

84件88人。其中，科级干部60

人、一般干部 21 人、农村党员

干部57人，已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52人。

达川区同步开展信访接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