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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反 腐 倡 廉反 腐 倡 廉 主办：中共常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常 州 市 监 察 委 员 会

2 月 1 日，市长丁纯在全市领
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上要求，全市
各级各部门突出政治建设、弘扬优
良作风、履行“两个责任”、维护群
众利益，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

丁纯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
全体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忠诚践行“两个维护”，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
市委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
上来。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
要任务。要强化政治担当，在种好幸
福树、建好明星城的实践中担当作
为、勇争一流，为推动常州高质量发
展走在前列作出更大贡献。各级党
组织要紧紧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巩固发展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高质量推
进巡察全覆盖，发挥派驻机构职能
作用，真正做到巡察监督不留死角、

没有盲区，形成震慑。要紧盯事关发
展全局的重大工程、重点领域、关键
岗位，突出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
作风问题，对存在腐败问题的，发现
一起坚决查处一起。

丁纯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要时时处处慎独、慎
微、慎权、慎欲，谨防“病”从口入、
祸起忽微，坚决筑牢防腐拒变的

“防火墙”。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
处在重点部门、关键领域和岗位
的干部，必须挺纪在前，自觉维护
党纪国法的严肃性，做廉洁自律
的表率。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自觉接受党组织
和群众的监督，正确行使权力，恪
尽职守，廉政勤政，做党的好干
部，做人民的好公仆。各地各部门
各单位要按照省委、市委的部署
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开展形式多
样的警示教育活动，用身边案例
警醒身边人，并使警示教育制度
化、常态化，促使廉洁从政深入人
心、化风成俗。 舒泉清

丁纯在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上指出：

旗帜鲜明讲政治
驰而不息强监管

在市纪委十二届四次全会上，市
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张春福作
了《忠诚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努
力推动常州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今年全市
纪检监察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
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系列重要讲话
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省
纪委四次全会和市委七次全会部署要
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忠实履
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以党的政
治建设为统领，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改革创
新，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努
力实现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
展，为建设“三大明星城市”提供坚强
保障，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

报告指出，2019 年，全市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要从以下十个方面着手：

一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坚决落实“两个维护”。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切实学懂弄通做实。切实保
障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决破除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入推进政治
生态优化工程，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

二要坚持协助党委履行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职责定位，要进一步完
善责任体系，推动责任落实，加大问责
力度，推动管党治党责任有效落实。

三要坚持蹄疾步稳，在新的起点

上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要强
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和指
导，高质量深化派驻机构改革，推动监
察监督延伸到“最后一公里”，健全统
一规范执纪执法工作机制。

四要坚持做实做细监督职责，在
日常监督、长期监督上积极作为。要整
合监督力量强化监督职责，持续督查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五要坚持真抓实改，持之以恒抓
好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要全面压
实整改责任，全力以赴抓好整改，标本
兼治注重成效，把制度建设放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
经济发展的高质量。

六要坚持深化政治巡察，健全完
善巡视巡察一体化战略格局。要持续

深化政治巡察，切实提升巡察质效，扎
实做好巡察整改，发挥好巡察标本兼
治的作用。

七要坚持有力削减存量、有效遏
制增量，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胜利。要始终保持高压惩腐态势，依法
查处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强化
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
执法部门的协调衔接，努力形成监察
权、检察权、审判权互相配合、互相制
约的体制机制，切实增强反腐败工作
合力。

八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
场，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要深化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整治，为打赢“三大攻坚战”提供监督
保障，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九要坚持问题导向，集中开展违

规吃喝、烟（卡）专项整治。要严肃整治
违规吃喝问题，严肃整治烟（卡）问题，
严肃查纠确保整治实效。

十要坚持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
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
军。要带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切实加
强能力素质建设，全面加强纪律作风
建设。 常纪宣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努力实现新时代工作高质量发展

2019年要从十大方面着手
近日，市委下发文件，在全市

开展烟（卡）问题、违规吃喝问题两
个专项整治，坚持从严管党治党，
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开展两个专项整治，既是常州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中
央纪委以及省纪委全会精神、省委
巡视反馈意见的具体行动，也是巩
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
则精神的重要抓手，对于改进党风
政风、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深
入推进我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市委文件要求，全市各级
党组织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要迅速组
织抓好两个专项整治文件的学习
宣传和警示教育，将专项整治的要
求传达到每一个单位、每一名党员
干部和公职人员，确保全覆盖、全
知晓。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坚持管行
业与管党建相统一，认真履行好主
体责任和监管责任。市纪委下发通
知，重申严禁违规吃喝、违规收送
烟（卡）等纪律要求。督促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强化“监督的再监督”，督
促责任主体、监管主体等职能单位
认真落实专项整治工作任务，深化
细化整治措施，确保专项整治顺利
推进，取得实效。 余红俐

深入开展违规吃喝、烟（卡）问题专项整治

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更多信息敬请关注《龙城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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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省、市纪委全会传递出正
风肃纪反腐的新动向，释放出全面从
严治党的新信号。高新区（新北区）将
以全会精神为引领，进一步理清思
路、夯实基础、提质增效，坚定不移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
延伸，高质量履行主体责任。

高质量履行主体责任，关键是
抓牢责任主体、狠抓“关键少数”，推
动管党治党责任落细落实。把落实
管党治党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
当，用行动诠释“两个维护”。紧盯

“一把手”作为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
的履责情况，以约谈提醒、督导检
查、述责述廉等为抓手，形成“书记
抓书记，一级抓一级”的责任落实格
局，推动各级党组织严格按照管行
业就要管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落
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按照“两个
责任”贯通协作、形成合力的要求，

支持纪检监察机关切实履行好监督
责任和协助职责，在日常监督、长期
监督上提质增效，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真地而
不是敷衍地落实到位。

高质量履行主体责任，关键是
聚焦突出问题、坚持靶向施策，推动
标本兼治举措不断深化。落实管党
治党责任既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
也要瞄准重点、抓住关键。要结合
巡视巡察发现问题、违纪违法案件

“大数据”和群众信访举报等渠道，
动态分析、精准研判各单位各部门
政治生态状态，画出政治生态“全息
图”，找出痛点、堵点、漏点。紧盯重
大工程、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零容
忍减存量遏增量。坚持不懈整治

“四风”问题尤其是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把行之有效的经验与实
践探索创新结合起来，把建章立制

与狠抓规章制度执行结合起来，用
好治标利器，夯实治本基础，一体推
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高质量履行主体责任，关键是
保持战略定力、落实稳中求进，推动
党内政治生态持续优化。全面从严
治党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既保
持打持久战的定力和韧劲，又抱定
打攻坚战的决心和果敢。推动中央
和省委、市委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
决策部署，在我区结合实际创造性
地贯彻落实到位。针对群众反映强
烈的“蝇贪蚁腐”、涉黑涉恶“保护
伞”等腐败问题精准出击、逐项攻
坚，实现抓铁有痕、善作善成。树立
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营造健康工作关系，倡导“工
作的支持是最大的支持”，在坚持中
深化，在深化中发展，涵养风清气正
的良好政治生态。

中共常州高新区工委、中共常州市新北区委

高质量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提高政治站位，服务区域发展。

2019 年，天宁区纪委监委将出台《服
务保障全区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加
强对“四新经济”“全域旅游”“宜居宜
业”等打造“三大明星城市”先行区等
发展战略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
对机构改革、村（居）两委换届等重点
工作的监督检查，为重大决策部署提
供纪律和作风保障。

深化改革引领，完善监督体系。深
入推动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
督、巡察监督协调衔接。推进向区属国
有企业综合派驻纪检监察组，分类推
进派驻监督全覆盖。深化区监委向镇

（街道）综合派出监察员办公室工作，
建立基层小微权力清单，实现对基层
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坚持探索创新，提升监督质效。深

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别是
“第一种形态”，在发现、处置、解决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上下功夫。强化正风
肃纪，集中开展违规吃喝、烟（卡）专项
整治，强化通报警示。紧盯管党治党突
出问题、公权力运行关键环节和群众
关切的重点领域，深入剖析研判，找准
薄弱环节，实现监督精准聚力。

吴煜斐

天宁区：挺监督在前 持续提升监督工作质态

当前，钟楼区正紧锣密鼓部署开展
新一轮“小微权力”专项治理提升行动，
重点规范村（居）、基层站所各项“微权
力”运行，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

2017年以来，钟楼区紧盯“阳光扶
贫”、扫黑除恶、“三资三化”、公廉拆迁、
国有财政资金合规使用等11个“小微

权力”关键领域，实施定点突破治理，先
后出台40余项规范制度，打思想“免疫
针”敲干部警钟，握问责“杀手锏”压责
任传导，建制度“防火墙”固治理成效，
通过权力清单公示公开、健全风险防范
机制、畅通信访举报渠道等一系列措
施，将“小微权力”驶入权责明晰、动态
预警、常效监管的规范化运行轨道。

“抓常态、重监管、强预防”是钟楼区
历时两年多开展“小微权力”专项治理的
九字行动指南。开展专项治理以来，钟楼
区基层党员干部认识水平大幅提高，国
有财政资金和农村“三资”管理水平再上
新台阶，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的体制机制
更加完善，形成了责任明晰、环环相扣、
互为依托的高质量监督格局。 杨城

钟楼区：紧盯“微权力” 亮剑“微腐败”

元宵佳节，各地纷纷抓住春
节最后的尾巴，举办各种活动让
大家热闹过元宵。

“不忘初心，打一字。”“这个
我知道，应该是‘怀’字。”2月18日
下午，在天宁街道斜桥巷社区，一
场颇具“廉味”的元宵灯谜竞猜活
动吸引了众多党员群众的眼球。

据了解，此次趣味猜谜活动，

斜桥巷社区的工作人员精心收集
了 100 多条灯谜，内容涵盖廉政、
生活、文化等内容。“反腐败倡廉
洁（商标品牌）”“律师贪污（打一
成语）”这些谜面既生动有趣又富
有教育意义，充满娱乐性和知识
性。“廉政灯谜”成为了我市不少
社区欢度佳节的一道亮丽风景
线。 袁维满 邵晶慧

2月1日，中共常州市第十二届纪
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体（扩大）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
央纪委、省纪委全会精神，总结工作，
分析形势，部署2019年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任务。市委书记汪泉在会上
指出，做好今年我市全面从严治党工
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
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十三届省
纪委四次全会和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
精神，切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
觉悟和本领，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以“头雁效应”推动全
市政治生态风清气正。

汪泉说，过去一年，全市各级党组
织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扎实、成效明显。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突出主责主业、严格监督执纪、认真履

职尽责，值得肯定。他同时指出，全市
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
会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重大成果的
政治判断，进一步坚定全面从严治党
的信心，持续增强危机意识和担当精
神，坚持刮骨疗毒不松懈、祛疴除弊不
停歇，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奋
力夺取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
果，努力交出一份让中央和省委放心、
人民群众满意的管党治党答卷。

汪泉指出，做好今年我市全面从
严治党工作，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常
态化开展政治体检，坚持不懈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在全市掀起学习十九大精神新
高潮；要持续推进作风建设，深入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把刹住“四风”作为巩固党心民心
的重要途径。要紧密结合常州实际，

针对新动态、新表现，常态化开展节点
监督，在全市开展烟（卡）及违规吃喝
问题专项整治，重拳整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弘扬优良作风；要着力完善监
督体系，持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高质量推进巡察全覆盖，深化派驻机
构改革；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一体推
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规范政商
交往，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切实整
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

汪泉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
清醒认识自身岗位的特殊性和重要
性，深刻认识“关键少数”对地方政治
生态的影响，始终保持政治定力、纪律
定力、道德定力、拒腐定力，做坚决贯
彻“两个维护”、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
营造优良党风政风的表率，坚定做好
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要推动高质量建设，把
党的领导作为立身之本，把能力建设

作为成事之道，把忠诚干净担当作为
履职之要，健全内控机制，经常“打扫
庭院”，不断提升自身免疫力。广大纪
检监察干部身处反腐战线最前沿，要
经得起磨砺、顶得住压力、打得了硬
仗，成为立场坚定、意志坚强、行动坚
决的表率。

在当天召开的全市领导干部警示
教育大会上，汪泉指出，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履行“两个责任”只有进
行时、没有完成时。各级党委要主动
担当，各级领导干部作为管党治党的

“第一责任人”，要身体力行带头抓、主
动抓、严格抓，让“关键少数”发挥关键
作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强化监
督执纪问责，以更大力度从严正风肃
纪，用好政治巡察利剑，严肃查处各类
腐败行为，让人民群众看到正风反腐
就在身边。

舒泉清

汪泉在市纪委十二届四次全会上要求汪泉在市纪委十二届四次全会上要求：：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以“头雁效应”推动政治生态风清气正

基层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