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清区

立足监督首责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落实

监督效果好不好，关键在日常。
在监督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
落实中，我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秉承
“从严、常在、常态”原则，坚持把纪律
挺在前面、把监督挺在前面，统筹用好
监督力量，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
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协调衔接，做到监

督常在、形成常态。
督促落实主体责任，对各区、各职能

部门、各重点项目逐一过筛，看是否认真
履职尽责、扎实有效推进各项任务，是否
积极主动争资源、跑项目、建平台、搞服
务。科学有效开展监督，重点围绕跨区
域治理项目和建设项目强化协同监督，

避免简单化、一般化。坚持依规依纪依
法，对喊口号、装样子、弄虚作假、推诿扯
皮等问题严肃问责，形成有力震慑——
市纪委监委驻市发改委纪检监察

组定期跟进市协同办等部门有关事项
进展情况，督促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

况“回头看”；
东丽区纪委监委会同区协同办等单

位对区委、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贯彻落
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发现并推动解决招商力量不足、
用地效能低等问题；
河北区纪委监委对区委落实京津冀

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情况开展跟进监督，
从健全对接机制、深化招商机制、优化营
商环境等方面深入查摆问题，推动区委
制定50余条具体措施。

靶向发力找准“痛点”，监督执纪
才更精准有效。近年来，我市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结合各区各单位各部门实
际，聚焦重点项目、关键环节，持续提
升监督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精准性
科学性。
围绕主动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

解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开展监督，督促
各区和有关部门打造新一批承接北京非
首都功能疏解的标志性工程项目，提升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等重点承接载体建
设的创新发展，落实津冀关于积极推进
雄安新区建设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围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智慧港

口、绿色港口开展监督，督促有关部门推
进港口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开展降费提
效优化营商环境专项监督检查，持续优
化口岸服务环境。
围绕高水平推进“一基地三区”建

设开展监督，督促各区和有关部门落
实好新动能引育五年行动计划，推动

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
产业快速发展；督促加快建设北方国
际航运服务交易市场，打造国际化、市
场化的航运要素平台；督促防范化解
重大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围绕静海团泊健康产业园等园区共

建，督促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链共
同规划；督促落实京津冀综合类国家技
术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打造我国自主创
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

2018年，京津冀三省市纪检监察机
关联合制定了《京津冀纪检监察机关协
同推进监督工作机制》，建立纪检监察工
作联席会议机制、问题线索移送机制、审
查调查协作配合机制、联合开展警示教
育机制和交流学习机制等，旨在加强纪
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形成京津冀一
体化的监督合力。
近年来，三地纪检监察机关围绕污

染防治和纠治“四风”等工作，同向联动、
加强协同，为三省市纪检监察工作一体
推进、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
基础。
市纪委监委准确把握服务京津

冀协同发展大局的切入点，积极推动
三地协同监督。加强线索移送协作
配合，先后与国家林业局驻北京森林

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中国铁路北京
局集团有限公司协商制定工作意见，
强化对破坏森林资源案件及驻津铁
路系统违纪违法案件查处工作。积
极完善审查调查协查工作规定，在涉
案人员查找、证据调查收集、物证书
证鉴定、数据信息采集等方面开展
跨区域协助调查，提升审查调查工
作效率。
“要把监督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作

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检验，切实肩
负起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着力抓好重
点任务、重大项目、重要政策落实，主动
服务大局，督促各区和有关部门扎实推
进、久久为功，为高质量完成协同发展任
务提供坚强纪法保障。”市纪委监委有关
负责同志说。

压实责任 在日常监督、长期监督上求突破

近年来，武清区纪委监委聚焦推
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落实，着
力强化政治监督，坚持党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
里，加大对重点工程、重要项目的监督
检查力度，确保政令畅通、一贯到底。
为做好对武清区京津冀协同发展

相关工作开展情况的监督检查，区纪
委监委专门印发监督工单，对照京津
冀协同发展任务进展情况表，进行深
入研判，厘清各方责任，要求各相关部
室、派驻纪检监察组结合联系单位承
担任务，进行实地监督检查，并做好联
合监督工作。
据了解，武清区与北京市通州区、

河北省廊坊市三地纪委监委签订了
《“通武廊”纪检监察工作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在资源共享、线索移送、协同
办案、人员交流、事项报备、信息互通
6个方面加强协作，积极种好“小京津
冀”试验田。
不仅如此，武清区还借力京津冀

协同发展机遇，大力加强党员干部家

风建设，将其作为全面从严治党、转变
干部作风的必修课，与通州、廊坊联合
开展“家风传清风·通武廊”党员干部
家风行活动，组织三地党员干部积极
参与，汇总形成了“忠、孝、勤、诚、廉”
五大主题家风微故事，互鉴互学，以好

家风促好党风好政风。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市、区两

级工作要求，整合监督力量，紧盯具体任
务进度，压实行业主管部门及属地责任，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工作落到实
处。”武清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进一步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
享，携手打造京津冀纪检监察工作区
域协作示范区，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
政治生态……”近年来，蓟州区纪委监
委把监督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落
实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抓
手，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监督职能，与
北京市平谷区纪委监委，河北省三河
市、兴隆县、玉田县、遵化市纪委监委
共同签署《“平蓟三兴玉遵”纪检监察
工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保驾护航。
强化政治引领，提高思想认识。

督促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指示和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破除“一亩三分地”思
维，增强大局意识，自觉服从大局、主
动对接大局、甘于奉献大局。
筑牢工作体系，层层压实责任。

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
展作用，结合蓟州区实际，聚焦重点任
务、关键环节和突出问题，及时提出对
策建议，推动谋划好顶层设计。将贯
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纳入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检查考核，对
各单位各部门贯彻落实“街乡吹哨、部
门报到”工作机制、“战区制、主官上、
权下放”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
等进行检查，以考核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落实。

实现“六地”联动，形成工作合
力。深入推进《“平蓟三兴玉遵”纪
检监察工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高
质量落实，召开协同协作研讨交流
会，就六地纪委监委加强协同协作、
促进相互派人挂职锻炼等事项达成
共识。健全各项合作机制，通过建
立联席会议、线索移送、协作办案、
教育合作、交流学习等机制，对“六
地”之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的问题线索移送、跨区域调查等进
行明确规范，促使“六地”纪检监察合
作交流有章可循。
从严执纪问责，做实精准监督。

聚焦全区各党委（党组）学习领悟、贯
彻执行、具体举措和实际成效等方面，
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指示
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
话精神不用心、不务实，在实施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中观望等靠、错失良机
等问题作为政治监督、日常监督重点，
坚持抓常抓长，推动形成长效。坚持
把监督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担当不作为问题
治理有机结合，采取随机暗访、交叉互
查、电话询问、走访调研等方式，对“贯
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委、
区委要求”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严查
在工作落实上不作为慢作为、当面一
套背后一套等行为，以蓟州之为体现
蓟州担当。

驻市财政局纪检监察组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指示
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
话精神，将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
战略作为政治监督的重要内容，强化
政治意识，聚焦监督责任，以推动重大
决策部署落实作为监督再监督的重点
任务，探索创新“双责联动”嵌入式监
督新举措，把“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
善发展”作为检验监督工作实际效果
的重要标尺，实施靶向监督。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监督。

驻局纪检监察组监督督促市财政局党
组研究制定《市财政局推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重点任务分解表》，明确18项
重点任务及其时间点、路线图、责任
人；对标对表市委要求汇总梳理《市财
政局参与京津冀重大项目情况统计
表》，针对有关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项
目，明确项目具体情况及最新工作进
展和成效，确保各项工作任务真正做
到落实落地。
贯通“双责联动”，开展嵌入式监

督。驻局纪检监察组通过加强与市财政
局党组协同配合，以监督责任督促主体
责任落实，构建“两个责任”协同贯通、
同向发力的联动监督工作机制，将市财
政局主要职能部门分成4个组，纪检监
察组明确专人开展一对一、点对点、面
对面跟踪式监督，通过深入调研、听取
汇报、座谈协商等方式，动态掌握财政

系统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制定执
行及财政资金拨付使用和规范情况，发
现问题及时提醒，以严监督促实监管。
组织召开监督调研协调会，对相关处室
承担的与财政职能相关的重点任务逐一
进行梳理分析，加强统筹协同，“跳出财
政看监督，跳出业务看监督”。
定期追踪沟通，发挥再监督作

用。驻局纪检监察组结合财政工作实
际调整监督思路，通过双责联动延伸
监督触角，将市财政局涉及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的9个重点部门作为重中
之重开展跟踪式、点穴式监督，定期组

织召开调研监督协调会，对各自承担的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部署中与财政职能相
关的重点任务逐一进行梳理分析，对重
点、难点问题联合研判，围绕科技、交通、
教育、农业、旅游、养老、环境保护、港口建
设等多个项目开展精准监督，督促深入实
施“海河英才”计划，同时对“轨道上的京
津冀”京兴铁路建设、“引滦入津”生态补
偿、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等多项重大项目
提供财政资金支持，强化对政策执行和资
金支持发挥效益情况开展监督的再监督，
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孟若冰

驻市交通运输委纪检监察组紧
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中明确的指导原则，对标对表市交
通运输委承担工作目标任务，坚持
监督跟着项目走，以监督保障项目
落地落实。
切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驻

委纪检监察组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指示和在京津
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不断增强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
重大国家战略的自觉性、主动性、创
造性，凝心聚力，全力发挥监督保障

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市交通运输
委肩负着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立体交通
网络建设的重大责任，驻委纪检监察组
紧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进程，及时跟进
监督工作进展情况，切实发挥监督职
能，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认真细化方案，逐项实施。定期了

解市交通运输委落实京津冀交通一体
化各项工作情况，重点关注聚力打造雄
安新区最佳出海通道、加快建设世界一
流智慧绿色港口、提升区域枢纽机场服
务保障能力、加速“轨道上的京津冀”等
目标任务的推进情况，及时掌握任务进

展和存在问题。重点监督是否存在对
中央和市委的决策部署落实不力的问
题，检查工作机制是否完善、任务分解是
否全覆盖、项目进度是否全程掌握等。
围绕提升天津港国际枢纽港功能、

增强服务辐射能力、推进海铁联运、完善
集疏运体系、持续优化港口营商环境等
方面开展监督检查，紧盯公路、铁路、港
口等重点领域、重点任务，跟踪重点项目
工程进度，督促主体责任落实，切实把京
津冀协同发展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为推
动协同发展取得新成效、新突破提供坚
强纪法保障。

蓟州区

构建监督网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保驾护航

市纪委监委驻市财政局纪检监察组

开展“融入式”监督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市纪委监委驻市交通运输委纪检监察组

发挥监督作用着力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

武清区纪
委监委驻区人
大机关纪检监
察组到区医保
局、区人民医
院 对“ 通 武
廊”三级医院
异地就医门诊
联网直接结
算工作进行
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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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实做细监督职责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一年。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专责机关，对监督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落实负有重要政治责任。
近年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自觉，把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列入政治监督重点，突出政治监督首责，做实做细日常监督，逐个地区、部门和单位开展全

流程“嵌入式”监督，以强监督压责任，确保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任务落地生根。

健全机制

市纪委监
委驻市财政局
纪检监察组督
促驻在部门深
入京滨高铁北
辰特大桥建设
项目现场，围
绕资金保障和
建设情况开展
现场监督。

一线视点

夯实协同监督基础

聚焦重点 强化靶向发力精准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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