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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张春福赴企业调研督查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工作。

疫情发生以来，市纪委监委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
控工作的重要讲话、批示指示精神和
中央及省市委决策部署，积极发挥职
能优势，加强政治监督，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贡献纪检监察力量。

1月27日，市纪委监委成立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协
调指挥全市纪检监察系统的疫情防
控工作和疫情面前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等问题的问责追责工作；出台
工作方案，就贯彻落实上级精神、加
强纪检监察系统疫情防控工作作出
具体部署。

同日，下发《关于加强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监
督执纪问责的通知》，明确疫情防控
工作中的各项纪律要求，推动各级压
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和监
督责任。

1月28日，出台《关于切实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方案》，具体部署全市纪检监察
机关的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全市纪检
监察机关全力投入到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之中去。
聚焦“监督的再监督”，把纪律挺

在疫情防控工作第一线，全市各级纪
检监察干部坚持“监督不缺位、帮忙
不添乱”的要求，主动靠前开展监督
检查，以严明的纪律和主动作为推动
疫情防控工作落到实处。

1月29日，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监委主任张春福先后赴沪宁高速青
龙道口、天宁区纪委监委机关及青竹
苑社区，检查督导该区疫情防控工
作。随后，张春福还走访市疫情防控
应急指挥部，听取市纪委监委派驻市
机关事务管理局、交通局、市场监管
局、教育局、公安局、卫健委等疫情防
控重点部门纪检监察组等开展疫情
防控督查的情况汇报，指导规范有效
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市纪委监委领导分别带队，赴6
个辖市区和常州经开区开展督查。
各派驻纪检监察组进一步深化“嵌入
式”监督，对督查中发现的防控措施
执行不到位、隔离区设置不规范、交
叉感染风险较多等问题，及时反馈给
相关部门，要求即知即改。

根据市委、市政府和市防疫指挥
部统一安排，市纪委监委开展调研督
查，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履职尽责。

一方面，强化问责通报，严肃查
处在防控工作中履职不力、作风不
实、失职渎职等各类违纪违法违规行
为，及时通报曝光典型问题。截至目
前，全市各级对违反疫情防控工作纪
律等6起问题实施问责，共问责9人，
其中党纪政务处分4人；市纪委监委
对工作履职不到位的3名同志进行点
名道姓通报曝光。

另一方面，推行“战时”容错纠错
机制，为战胜疫情、共克时艰保驾护
航。对在防治工作中，党员干部因勤勉
尽责、敢于担当、不谋私利，但在疫情
处置、物资采购、经费使用等方面急事
急办、特事特办中出现工作失误或无
意过失等情况，坚决予以容错。市纪委
监委派驻市卫健委纪检监察组对一件
疫情防控问题线索进行容错，避免挫
伤冲在防疫一线干部的积极性。

同时，市纪委监委也不断加强本
单位疫情防控工作，从严管理，守土
尽责。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全市纪检监察机关：：

精准监督不缺位 筑牢抗疫防火墙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
话、批示指示精神和中央及省市
委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安排
部署，1月27日，常州市纪委监委
下发《关于加强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监督执
纪问责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压实政治责任、严格监督执纪
问责、坚持率先垂范，为坚决打赢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攻坚战提供坚
强的纪律保障。

重点督促落实“三大责任”：
一是各级党委、政府要落实主体
责任；二是职能部门要落实监管
责任；三是各级党员干部和公职
人员要落实直接责任。

严肃查处五种行为：对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和中央、省市委决策部署和
工作要求不重视、不落实等行为；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不担当、不作
为、慢作为，以及推诿扯皮、敷衍
塞责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
重要信息瞒报、漏报、迟报、错报、
谎报等行为；不服从组织安排、擅
离职守、违抗命令、临阵退缩、贻
误工作、工作不力等行为；党员干
部和公职人员歪曲党中央决策部
署的言论、造谣传谣等违反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

同时，对在防治工作中，党员
干部因勤勉尽责、敢于担当、不谋
私利，但在疫情处置、物资采购、
经费使用等方面急事急办、特事
特办中出现工作失误或无意过失
等情况，坚决予以容错。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
和省委、市委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
决策部署，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和省纪委监委要求，市纪委监委立
足纪检监察机关职能定位，2月18
日出台《关于为企业复工复产健康
发展提供坚强纪法保障的若干措
施》（常纪发〔2020〕5号），明确八
项举措，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
作用，持续优化全市营商环境，积
极支持全市企业在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期内缩小疫情影响、克服经
营困难、平稳健康发展。

八项举措分别是：围绕中央
和省、市决策部署加强监督检查；
进一步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多措并举鼓励党员干部担当
作为；畅通损害企业合法权益问
题发现渠道；大力整治涉企工作
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肃查
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损害企业
利益的违纪违法行为；把握坚定
稳妥原则查办涉企案件；以“打铁
必须自身硬”要求护航企业发展。

市纪委监委相继出台两个文件

一手监督推进疫情防控
一手护航企业复工复产

2月 10日，企业复工申请第
一天，常州市新北区罗溪镇承担
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医疗物资包装
材料加工任务的常州方文合众包
装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已经首批
复工，另外10多家企业都正在严
格按照标准程序申报复工核准。

为全力保障全区企业复工复
产“兵马”精、“粮草”足，新北区纪
委监委成立了企业复工专项督查
组，统筹运用纪律、监察、派驻、巡
察“四位一体”监督力量，采用明
察暗访、条块结合等多种方式，加
大对辖区企业复工复产情况的再
监督，督促属地单位压紧压实企
业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指导帮助
企业规范有序开展复工复产。

“在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
势面前,纪检监察干部既要坚持

深入一线，严格督促各责任主体
落实防控责任和各项措施，坚决
打赢疫情阻击战，又要立足推进
企业复工复产，督促相关方面简
化复工审核程序，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企业复工督查组负责人强
调，纪检监察机关的督查绝不搞
形式、走过场，奔着问题去、对着
问题督，只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
更多的监督“硬核”举措。

目前，该区已经审核通过复
工企业90余家。“随着企业复工复
产的持续推进，我们将把专项督
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各级指
挥部，跟踪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审
核工作更加完善、更加优化、更加
精进，以监督实效确保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落实到位。”该区纪委监
委负责人徐萍表示。

新北区纪委监委

专项督查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对进出厂区人员进行体温测
量和登记、生产车间门口设立消
毒通道、餐厅实行分批次单人单
桌就餐……日前，走进位于江苏
省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的江苏丰
润电器集团，一派井然有序的生
产景象。

“没想到我们企业这么快就
能复工！我们2月9号提交了《提
前复工备案表》等一些材料，10号
就获准复工了。”丰润电器负责人
介绍，“这次多亏了礼嘉镇纪委，
在复工审核过程中就提前介入，
对隔离区的设置、材料的申报全
程监督，还帮我们积极协调防疫
物资的采购储备，避免了事后发
现问题再整改的反复过程。”

“不少企业就要复工了，你们有什
么样的应对措施”“企业复工现场
审核制度如何落实的”“如何保障
复工企业防疫复工两不误两手
抓？”为保障全区企业复工复产顺
利进行，武进区纪委监委成立专
项督查组，统筹镇纪委、派驻纪检
监察组、派出监察员办公室等力
量，围绕复工复产开展专项监督，
督促属地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规
范备案审批流程，高效推进企业
复工复产。目前，专项督查组共
开展监督4次，监督发现7个方面
的问题或薄弱环节，并及时督促

整改。
西太湖科技产业园管委会专

门成立了14个复工企业疫情防控
督导工作组，督查指导企业执行
疫情防控规定，做好复工前的疫
情防控工作。园区纪工委及时开
展复工企业疫情防控督导工作

“回头看”，详细了解工作组人员
是否及时向企业传达解读疫情防
控要求和复工文件政策，是否及
时指导企业完成复工复产准备工
作等情况，以推动辖区企业安全
有序复工复产。

“生产原料供应不足，货物
运输困难”“企业用工方面有点
困难……”全区各级纪检监察组
织通过实地走访、电话询问等方
式了解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对于
企业反映的复工复产方面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区纪委监委及时汇
总、反馈相关部门，跟踪督查、限
期解决。目前，武进区共计1000
余家企业正常复工。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
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区纪委监
委聚焦监督职责，督促各级各部
门规范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科学有效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以监督实效护航全区经济社
会平稳健康发展。”武进区纪委监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武进区纪委监委

靠前监督 护航企业复工复产

基层风采

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市纪
委监委成立5个专门督查组，对全
市疫情防控工作开展监督检查，聚
焦复工复产开展疫情防控包干督
导。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奔赴防
疫一线，明确2月为市纪委监委机
关“勤学习，强内功”学习月，确保
理论业务学习不停步。同时，积极
做好委机关自身疫情防控工作。

溧阳：溧阳市纪委监委成立1
支综合督察组、5个专项督查队和
22个定向督查点，对全市防控疫情
工作展开监督检查。截至目前，共
对交通卡口管控、外来人员管理、社
区楼长制、商场超市、医院药店、企
业复工等疫情防控工作开展督查
200余次，督查点位千余个，推动问
题整改120余个，发现问题线索21
个，依纪依法处理党员干部25人。

金坛：金坛区纪委监委立足职
责定位，建立涉及疫情防控信访举
报办理“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回应
群众关切。同时，强化“监督的再
监督”，开展突击暗访、督查检查20
余次，督促整改问题34个、提交针
对性建议26条；督查复工企业30
余家，努力推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两手抓、两促进”。

天宁：为服务保障企业稳妥有
序复工，天宁区纪委监委分批分组

“嵌入式”加入部门、镇（街道）企业
复工督查组，同步对职能部门主体
责任落实“再监督”，对监督检查发
现的问题和短板第一时间督促责
任单位即知即改。

经开：常州经开区纪工委监察
工委统筹处理工防关系，6个监督
检查组联合相关职能部门，下沉到
各村（社区）及企业、超市等民生保
障相关场所，监督推动辖区各项复
工任务。根据经开区实际情况，全
面督促相关职能机构落实监管责
任；及时发现、上报并研究解决突
出问题，以强监督促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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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常州市钟楼区
纪检监察干部对西林街
道商会企业常州美康纸
塑制品有限公司口罩物
资发放进行全方位监督，
确保物资发放公开公正，
发放程序合法合理。

沈浩 摄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高度重视，亲自指挥、亲自部
署，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一
时间印发《关于贯彻党中央部署要求、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监督工作的通知》，对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的监督工作进行部署。

通知强调，要坚持党中央决策部
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要
推动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共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做实做细日常监督，以强监督促强监
管，督促卫生健康、交通、市场监管、药
监等职能部门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职
责，构筑严密防线；把握职能定位，注
意方式方法，既全力支持配合各部门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又加强对公职人
员履职尽责、秉公用权等情况的监督，
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
醒，以监督实效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高
效顺畅开展。

通知要求，要严格执纪，对敷衍塞
责、弄虚作假、阳奉阴违等问题，坚决
从严查处；对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
推诿扯皮、消极应付等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严肃查处、推动整改；对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失职渎职、挪用救援款
物等违纪违法问题，坚决依纪依法调
查处理。

2月13日，中央纪委常委会召开
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决有力
监督保障执行，继续紧盯疫情防控责
任落实、重点工作和重点环节强化政
治监督，严格执纪执法、追责问责；同
时明确纪检监察机关要落实好“三个
区分开来”要求，激励防控一线干部敢
于担当、全力作为。

疫情发生以来，江苏省纪委监委
把监督推动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一
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迅速作出部
署，狠抓工作落实。1月27日，成立疫
情防控监督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疫
情防控监督工作的领导和指导。1月
28日，召开全省各设区市纪委监委视
频调度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批示指示精神和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省委有关部署要求，对
强化疫情防控监督工作进行再部署、
再推进；当日又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全
省纪检监察机关把做好疫情防控监督
工作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实践检
验，积极主动履行纪检监察职责，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纪律保
障。

面对疫情防控严峻形势，省纪委
监委多次召开常委会监委会议和领导
小组会议，对疫情防控专项监督工作反
复研究细化，并建立省纪委监委领导疫
情防控监督工作联系点制度，委领导牵

头对部分省直单位履行疫情防控职责
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根据部署安排，专
项监督由省纪委监委领导牵头，省纪
委监委相关部门配合以及相关派驻纪
检监察组参与。监督对象包括省卫健
委、发改委、交通厅、公安厅、教育厅、
工信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文化旅
游厅、市场监管局、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等担负重要防控职责的省直单位。

常州市委1月23日召开常委会，
要求以高度的责任感，全力以赴、扎实
稳妥地做好防控工作。1月26日起，
我市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
应。1月27日，市委成立应对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在市委常委会领导下开

展工作，加强对全市疫情防控的统一领
导、统一指挥，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
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全面进入战时状
态，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市委书记
齐家滨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金虎多
次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用好问责
武器，启动追责问责机制，对工作不到
位的严肃问责，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提供
监督保障。

市纪委监委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及
省市委的决策部署，立足本职积极发挥
职能优势，率先从自己做起，切实做好
政治监督和本单位的疫情防控工作，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各级纪委监委各级纪委监委、、常州市委迅速部署常州市委迅速部署，，积极作为积极作为

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提供监督保障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提供监督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