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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太白县纪委监委结合新形势下法

法衔接工作要求，不断推进纪法贯通、法法衔接，

2019 年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 2 件，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 2 件。

太白县纪委监委以全员培训为抓手，通过集

中培训及随机测试等方式，加强纪检监察干部对

党章、宪法、监察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学习，不断

提升纪法思维和执纪执法水平。对审查调查、案件

审理及案件材料整理归卷等环节进行细化，规范

职务犯罪案件办理流程。对照刑事审判证据标准，

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使监察机关与检察

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有序衔接、相互

制衡。同时，县纪委监委主动加强与检察、审判机

关工作联系，及时跟进移送审查起诉案件进展。通

过发挥各自职能作用，提升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合

力，加强衔接配合，依法加快案件办理，提高办案

质效。
（邓亚金 李英杰）

本报讯 新年伊始，窗

口服务单位工作人员是否

全部按时到岗？工作状态

如何？日前，眉县纪委监委

对该县部分窗口单位工作

作风进行了明察暗访，对作

风问题敲响了警钟。

当天，检查组聚焦群

众关心的住房保障、医疗

报销、企业注册登记等问

题，到眉县住房保障中心、

医保中心、人才交流中心

和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政

务服务中心等窗口服务单

位，重点查看了窗口业务

受理情况，工作人员精神

面貌、工作效率和作风情

况，并和部分单位工作人

员、办事群众进行交流，

听取了服务对象的意见和

建议（见上图）。

检查发现，大部分单位

工作纪律良好，窗口工作人

员服务热情。检查组对个别

单位工作人员因培训不在

岗未及时摆放提示牌等问

题现场进行了提醒，并要求

各主管部门及窗口服务单

位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持续

巩固深化全县“真抓实干、

马上就办、办就办好”作风

建设成果，以优良高效的作

风服务群众。

 （邓亚金 郭鹏超） 

本报讯 “我承诺不以任何名义、

任何形式收受他人赠送的红包礼金；

我承诺绝不向领导干部赠送红包礼

金……”近日，在扶风县绛帐镇的科技

工业园内，100余名干部职工及企业

负责人开展了“杜绝违规收送礼金，营

造崇廉尚洁新风”展板签字承诺活动。

活动现场，干部职工、企业负责

人均在公开承诺展板上写下了自己

的承诺和名字，向红包礼金说“不”。

“签字承诺就是自加压力，个人拒收

红包态度应当坚决！”扶风县绛帐镇

一名 80 后干部说。

据了解，扶风县纪委监委开展

深化违规收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工

作以来，通过安排部署、信访举报、自

查自纠、公开承诺、警示教育、主动上

缴等方式开展行动。目前，扶风县各

镇街、各部门召开专题会议 50 余次，

700 人作出绝不违规收送礼金承诺，

拒收礼品礼金 1 人次，主动上缴礼金

1笔。       （邓亚金 李磊 贾龙凤）

廉政时评

全市巡察干部充电
笔者最近到基层办事，遇

到一些单位和部门连续多日全
力以赴迎接上级考评，导致日
常业务工作受到影响。在笔者
看来，这种突击迎检的做法违
背了年终检查的初衷，是工作
走样的表现。

岁末年初，各种检查在所
难免。上级对下级单位的年终
检查，既是对全年工作的综合
检验，也是全年工作实绩的真
实反映，只有“素颜”迎检，才有
助于上级主管部门了解基层的
实际情况，准确查找问题、寻找
不足，从而在新的一年有的放
矢，针对性地安排部署工作。而
突击迎检，把工作的重心放在
漂亮的数据和总结汇报材料
上，为了在汇报中“脸上有光”，
不惜闭门造车、纸上谈兵。这
种只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的做
法，显然违背了检查的初衷，成
为形式主义新的表现之一。

年终迎检实际上就是一
次“作风体检”。部门和个人一
年来的工作好不好、和兄弟单位相比还有哪些差
距、在服务群众上还有哪些不足，这些都可以通过
全面检查“浮出水面”，成为改进和提高工作水平的
依据。如果我们面对“体检”遮遮掩掩，讳疾忌医，难
免贻误病情，酿成大病。相反，如果我们能正视“体
检”中查找出来的具体问题，在新的一年对标先进，
取长补短，积极改进，把各项工作做好做实、落到实
处，就一定能让群众获得感更多一些。

年终检查是手段不是目的。一年到头，检查和
考核是上级部门总结成绩经验、发现亮点特色、谋
划创新发展的过程。由此看来，年终检查是一次正
常的工作调研，是检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成果的一把标尺。任何时候，不断提高群众的
满意度、幸福感，都是基层工作的中心和重心，万万
不能本末倒置，把迎检当成工作的“指挥棒”。

只有以积极平和的心态面对检查和考核，年终
迎检才不会走偏走样，才能把心思真正用到多为群
众做好事、办实事上，把老百姓的口碑当成至高无
上的荣誉，才能实实在在推进各项工作，走上健康
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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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县纪委监委：

明察暗访抓作风

扶风县：

百人承诺向红包礼金说不

太白县纪委监委：

推进纪法贯通
提高执纪水平

本报讯 笔者日前从凤翔县纪委监委获悉，

2019 年，他们巡察了 24 个党组织，发现党的领导

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

382 个，立案 12 件。       

去年，凤翔县纪委监委按照纪检监察体制

改革工作部署要求，设立县委专职巡察组 4 个，

配优配强 12 名巡察干部，制定下发了 10 项管

理制度。县委巡察办定期深入各巡察组，从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

到“两个维护”、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

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和建议，确保巡察工

作高效开展。

为了拓展政治巡察内容，凤翔县纪委监委把

扫黑除恶、违规收送礼金、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

类特殊资源谋取私利、“以案促改”等纳入巡察范

围，不断提高巡察工作的政治性、针对性。去年开

展 3 轮常规巡察，移交问题线索 123 件，立案 12

件，处分 12 人，提醒诫勉谈话 23 人。
（邓亚金 李宏剑）

凤翔县纪委监委：

巡察党组织
立案十二件

本报讯 日前，按照市委巡

察工作领导小组安排，全市巡

察干部培训班在宝鸡廉政教育

中心开班。市县两级巡察办、巡

察组及市级相关部门巡察机构

共 155 名巡察干部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为期5天，以学习

理论知识和交流研讨相结合，

邀请省委巡视办、省委巡视组

及市委组织部、市审计局等部

门业务骨干，围绕深化政治巡

察、组织建设与选人用人、巡察

谈话策略等专题进行讲授。培

训紧盯市县巡察干部理论需求

和业务短板，旨在提高巡察干

部能力素质，推动市县巡察工

作高质量开展。培训中，参训学

员还围绕市县巡察方式方法、

巡察监督重难点等内容进行了

深入细致的研讨交流。围绕巡

察干部作风建设，组织学员到

廉政教育展馆接受现场教育。

此次培训定位精准，内容

丰富，务实管用。参训学员纷纷

表示，授课内容具有很强的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他们要把培

训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

思路和实际举措，认真履职尽

责，担当作为，力争高标准高质

量完成巡察任务，为全面从严

治党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邓亚金   

剑指顽瘴痼疾
——金台区狠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歪风纪实

邓亚金 申明明

金台区某服务中心窗口工

作人员上班期间不遵守纪律，该

中心相关负责人王某监管不力，

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金台区

纪委监委给予王某政务警告处

分……金台区纪委监委 2019 年

发出多个处理通报，这是其中的

一个，展示的是决心，体现的是力

度，显示的是效果。

2019 年，金台区纪委监委从

具体工作入手，不断深化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专项治理，狠刹“不

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及“庸懒散

慢”歪风邪气，全区干部作风明显

好转。

聚焦问题 精准“点穴”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不作

为、不负责、不担当的表现，不仅

耽误工作、劳民伤财，更严重影响

了党的形象和公信力。”金台区纪

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必须狠

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歪风邪气，

促使各单位引以为鉴，切实转变

工作作风。

金台区纪委监委对近年来查

处的不作为、乱作为及干部作风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梳理，找

准症结，明确 4 类 14 种表现，督

促全区各部门和镇街落实问题清

单、完成整改台账，形成抓整治、

促整改的浓厚氛围。紧盯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的新变化、新形式，

对全区排查出的问题线索研判分

析，将需要整改完成的具体到人

到事到时限，使目标“具体化”，对

需要调查处置的问题，按程序

批办查处，确保精准“点穴”，

一处不落，严肃问责。

围绕“怎么查”的问题，

金台区纪委监委成立 6个暗

访调查组，紧盯扶贫、环保等

重点领域，深入重点镇街和

职能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把

“靶心”放在工作落实的直接

责任人、主要负责人、分管领

导身上，把“瞄准镜”对准工作

落实“最后一公里”，牢牢抓住

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2019

年，金台区纪委监委集中开展产

业扶贫和驻村帮扶工作专项巡察，

发现问题 41 个，督促整改 36 个，

移交线索 5个，并对 3个单位开展

“回头看”，确保问题找得准、整改

抓得准、处理落得准。

2019 年，金台区纪委监委先

后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19 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44 人。

以案促改 高效震慑

金台区农技中心党支部原书

记李某，在工作中不担当不作为，

在全区退耕还林、沼气池项目变

更太阳能热水器项目实施过程中

疏于监管，对施工方私自向农户

收取安装费一事未及时发现，且

有群众反映时李某还辩称自己不

知情，不为群众利益着想，经金台

区纪委监委立案调查，给予李某

党内警告处分。

抓住“关键少数”是金台区纪

委监委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的重要抓手。比

如，金台区纪委监委对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零查处”

的3个镇街纪工委书记进行约谈，

持续传导工作压力。在全区开展

以案为鉴举一反三加强纪律建设

活动，召开警示教育大会，6 名镇

街、部门“一把手”剖析发言，督促

各单位自查自纠，扎实开展以案

促教、以案促改、以案促建，筑牢

党员干部思想防线。

2019 年，金台区纪委监委先

后通报 13 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典型问题，曝光 13 人，营造了不

敢、知止的高压氛围。坚持处分决

定公开宣布，凡由区纪委监委作

出的处分决

定，指派工作人员到

受处分人所在单位党委（党组）会

议或党员大会上公开宣布，受处

分人员表态发言，班子成员开展

批评，提出“以案促改”的具体要

求和整改措施。

“对热衷于搞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的领导干部，一经发现就要

及时‘红脸出汗’‘咬耳扯袖’，防

止其思想‘发霉’，把小问题演变

成大问题；对造成严重后果和不

良影响的领导干部，要扬起执纪

鞭子，高擎问责利剑，严肃处理、

绝不姑息。”金台区纪委监委相关

人员介绍。

2019 年 11 月 15 日，金台区纪委监委组

织党员干部旁听庭审，接受警示教育。

近 日，千 阳
县纪委监委组织
各级纪检监察干
部和县委巡察办
工作人员，开展
了业务知识学习
效果测试。本次
测试旨在以考促
学，让纪检监察
干部为全面履行
党章和宪法赋予
的监督职责做好
知识储备。
（邓亚金 刘元武）

以考促学强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