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专刊 廉政天津
2022年9月16日 星期五 责编：赵云克 美编：孟宪东

一线视点

社址:天津市和平区卫津路143号 邮政编码:300070 新闻协调中心:23602716 舆情中心:23602777 广告:81316697 发行热线:58106600 准予广告发布登记:津市场监管西广登【2021】1号 零售1元5角 印刷单位：天津北方报业印务公司（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兴华十支路8号）

让派驻监督更加规范更加有力更加有效

本报评论员

派驻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纪检监察专责监

督的重要制度安排。中共中央办公

厅近日印发的《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

构工作规则》，对纪检监察机关派驻

机构工作作出全面规范，对于派驻机

构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

发展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我市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要以贯彻落实《规则》

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派驻机构

工作，让派驻监督更加规范、更加有

力、更加有效。

明确角色定位，是做好派驻监督的

基础。派驻监督，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下，强化自上而下组织监督的重要

形式，其本质是政治监督。派驻机构履

职尽责，归根结底要聚焦“两个维护”，确

保推动驻在单位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务须始终从讲政治的高度和谋

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分析问题，通过

治小病、治未病，维护良好政治生态，最

大限度激发驻在单位各方面积极因素，

进而促进驻在单位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担起职责使命，是做好派驻监督

的关键。纪检监察机关承担监督执纪

问责、监督调查处置职责，监督是打头

阵、第一位的，居于基础性、保障性地

位。派驻监督务须始终坚守监督这个

基本职责、第一职责，切实发挥好“探

头”作用，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伸长耳朵、瞪大眼睛，及时提醒、防患未

然，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

尽责，把派驻监督这一制度优势转化为

治理效能。

聚焦重点任务，推动派驻监督取得

实效。派驻监督既要聚焦“关键少数”，

也要把驻在单位党组（党委）管理的其

他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以及监察对象纳

入监督范围，做实监督全覆盖。充分运

用派驻监督具备的近距离、全天候、常

态化等特点，把“派”的权威和“驻”的优

势聚成合力，切实推动驻在单位党组织

全面落实主体责任，从而达到提纲挈

领、纲举目张的效果。

强化派驻监督是新时代全面从严

治党的一项重要举措，纪检监察机关务

须用好纪律和法律“武器”，当好政治生

态“护林员”，不断提高及时发现“病

树”、协同处置“烂树”、准确把握“森

林”、有效厚植“土壤”的能力，真正擦亮

“探头”、强化监督实效，真正做到既看

得见、又管得住。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徐丽 孟若冰 通讯员 王丹阳

崇尚先进
学习先进
争当先进

市纪委监委第十审查调查室

“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一次次吹响冲锋号，打赢一场场

反腐‘攻坚战’”

市纪委监委驻市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

“督促推动培育行业新风正气、提高群众就医满意度、

精准护航健康天津” 市纪委监委驻市应急管理局纪检监察组

强化派驻监督 推动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隐患

市纪委监委驻市文化和旅游局纪检监察组

系统思维综合施策 擦亮派驻监督“探头”

市纪委监委驻市政府办公厅纪检监察组

坚持“全周期管理”思维 一体推进“三不腐”

市纪委监委驻天津银行纪检监察组

立足金融机构特点 认真履行派驻监督职责

市纪委监委驻天津工业大学纪检监察组

坚守职能定位 加强高校纪检监察工作

市纪委监委驻天津能源集团纪检监察组

充分发挥派驻监督优势 提升全面从严治党质效

史会勇 市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
查室一级主任科员
“深挖彻查涉黑涉恶保护伞，坚

决清除害群之马，让人民群众切实

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

沙书瑜 市纪委监委驻市公安局
纪检监察组二级主任科员
“用一身正气震慑贪腐分子，

用勤勤恳恳工作维护公安机关风

清气正政治生态”

毛克洵 市纪委监委驻天津理工
大学纪检监察组纪检监察员、七级职员
“释放监督专责最大效能，助力

学校事业健康发展”

崔笑飞 滨海新区纪委常委、监
委委员、区纪委监委第六审查调查室
主任、一级调研员
“利剑不入鞘，马鞭不离手，铁

心跟党走”

储信欢 东丽区纪委监委第四审
查调查室副主任
“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作

为根本政治担当，用心用情办好

每一个案件”

张继峰 西青区纪委监委第一派
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在一线办案实践中敢挑重担，

英勇冲锋，一往无前”

石瑞轩 宝坻区纪委监委党风政
风监督室副主任
“甘为党风廉政建设‘护林员’，

勇当净化政治生态‘啄木鸟’”

刘川 蓟州区纪委监委第五审查
调查室副主任
“‘打铁的人’必须成为‘铁打的

人’，始终秉公执纪执法，做到忠诚

干净担当”

前不久，在市政府办公厅召开了一场年轻干部
警示教育暨党风廉政集体谈话会议，市纪委监委驻
市政府办公厅纪检监察组主要负责同志对多个身
边典型案例进行剖析，以案释纪明理。
“把握腐败治理全周期规律，在腐败蜕变过

程中步步紧盯、层层设防，形成治理闭环。”这是
近年来驻市政府办公厅纪检监察组形成的有效

工作举措。
防范腐败风险。将廉政风险防控作为日常监督、

廉政谈话、述责述廉的重要内容，通过党风廉政会商、
列席重要会议、反馈监督情况报告等方式向各综合监
督单位党组提出防范廉政风险意见建议30余次。

扑灭腐败苗头。探索实践巡回驻点监督、调研监
督等方式，提高主动发现问题的能力。近一年来向综

合监督单位党组反馈管党治党、党风廉政有关问题46
个，推动制定整改措施90个。
遏制由风及腐。针对“四风”问题线索，组织精兵

强将严查快办，“证据围城”与“谈话攻心”并举，借助信
息技术手段深挖细查，严肃查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发
放津补贴、私车公养等多起“四风”问题违纪案件。
以案为鉴治腐。坚持系统思维，以点带面排查防

范廉政风险。如，查处某事业单位违规发放津补贴问
题后，同时发现该单位所在系统的11个事业单位均存
在类似廉政风险，纪检监察组及时向其上级党组制发
纪律检查建议书，排查廉政风险152个，查出问题全部
整改。

我市今年汛期汛情雨水多、局地极端性强、防
范难度大，市纪委监委驻市应急管理局纪检监察组
全力应对“七下八上”主汛期、积极应对秋汛，做到
闻“汛”而动，紧盯防汛责任、工作落实。
“近年来，我们紧紧围绕政治监督、专项监督、

日常监督持续发力，督促驻在单位保持‘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着力推动各项工作走深走实，切实担
负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驻市应急
管理局纪检监察组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一以贯之突出政治监督。全面梳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明确重点监督任务，建立监督

落实台账，对每项监督任务，都明确时间节点、拿出章
法措施、强化过程监督、实行闭环管理。

扎实有效推进专项监督。对每项任务都明确监督
目标、重点，围绕安全生产三年专项整治、危险化学品
风险集中治理、防汛备汛、燃气安全整治“百日行动”等
重点事项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持续深入做好日常监督。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
子、年轻干部等监督重点，推动谈话约谈常态化、制度
化。持续抓好纪律和作风监督，关键节点重申纪律规
定，针对节日期间“四风”问题易发的重要点位，进行明
察暗访、重点抽查，及时发现并纠正违规违纪问题。

立案审查12件，结案13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3人；

制发纪律检查建议书和提示函5份，提出建议
18条，推动项目管理、疫情防控等重点领域监管制
度建设；

组织为期一个月的“清风正气”廉洁文化优秀
作品展，吸引近两万名干部群众参观……

这是今年以来，市纪委监委驻市文化和旅游局纪
检监察组交出的一份一体推进“三不腐”成绩单。该
组结合文旅系统实际，坚持系统思维、综合施策，通过
筑牢“三道防线”，不断提升派驻监督质效。

筑牢纪法防线。紧盯统筹疫情防控和文化旅游
发展、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承办、大运河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等重点任务，跟进监督、精准监督、全程监

督。紧盯文化、旅游、文物等领域，严查以权谋私、滥用
职权等违纪违法行为。

筑牢制度防线。强化典型问题的系统整治，推动
补齐短板、堵塞漏洞。特别是针对案件查办过程中发
现的考古服务外包管理不规范、政府采购执行不严格
等问题，多次深入案发部门监督推动整改，督促制定行
之有效的制度规定。

筑牢思想防线。推动制定文旅系统廉洁文化
建设的 10个方面 32项任务措施，以开展警示教育
月活动为契机，协助召开全面从严治党警示教育大
会，定期通报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等，营造崇廉尚廉
的浓厚氛围。

“这次，困扰我们多年的供热问题终得解决，让
我们体悟到党和政府不漏掉对每一户居民的关
爱。”这是今年和平区五大道街居民给天津市热电
有限公司东北郊第一供热服务中心的一封感谢
信，也是市纪委监委驻天津能源集团纪检监察组
监督推动能源集团所属供热企业提升服务水平的
一个缩影。

驻天津能源集团纪检监察组准确把握职责
定位，融入能源集团中心工作开展跟进监督、
精准监督、全程监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
实效。

紧扣政治监督要求，监督保障能源保供、经营绩
效、企业改革、民生保障等方面年度工作任务完成。
督促印发贯彻落实《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

施》实施方案。
紧盯“关键少数”开展监督，分析研判集团政治生

态，向党委下发提示函、建议书，从严抓好上级“一把
手”对下级“一把手”监督。

聚焦改革中的廉洁风险，督促印发委派财务总监、
股权代表、总会计师管理办法等制度，明确集团外派财
务总监应当每半年向派驻纪检监察组专题报告参股单
位经营风险、廉洁风险等情况。

通过调研式监督，推动解决燃气、供热服务中存
在的问题，累计发放行风服务监督联系卡 100 余
张。指导所属供热企业持续完善服务体系，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段时间以来，某外地分行的信访举报比较
集中，涉及违反党的纪律、国家法律、行业规定等多
方面。”
“外地分行距离总行远、管理半径长、人员组成

杂，总有一种监督够不着的感觉。”……
这是天津银行一次信访举报形势分析会上，

负责处理检举控告和负责监督工作的同志之间的

对话。
形势就是要求、问题就是靶向，市纪委监委驻天

津银行纪检监察组当即决定对该分行开展尝试性驻
点监督，通过讲授专题廉政党课、处理违规违纪人员、
开展大范围廉政约谈等一整套“组合拳”，有力推动该
分行解决了一系列突出问题。

驻天津银行纪检监察组立足银行业金融机构特

点，以转换思路为基点、以履职担当为重点、以创新举
措为支点，扎实推进派驻监督向深里走、向实里做。

一方面，推进同级监督向“上对下”监督的思路转
换，另一方面，在完成组内机构初建、人员转隶的基础
上，结合实际出台了《驻天津银行纪检监察组日常工作
规则（试行）》。

为突出监督实效，组织开展领导班子成员履职尽
责专项监督，原汁原味通报4个方面问题；开展业务费
用专项监督检查，精准指出10个方面问题。深化“三
个以案”，编写《天津银行违纪违法案件警示录》，用身
边事教育身边人。扎实开展回访教育，为一名受到失
实检举控告的党员干部澄清正名。

“您每天在食堂的消费是多少？”“您觉得食
堂饭菜需要做哪些调整？”这是市纪委监委驻天
津工业大学纪检监察组组织学生监督员开展市
属高校食堂领域廉洁问题专项整治问卷调查的
一幕。

驻天津工业大学纪检监察组认真贯彻落实市
属高校派驻改革部署，持续深化“三转”，推动派驻

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
坚守职能定位，提升监督治理效能。与学校党委

联合制定《协调机制工作办法》《二级单位纪委建设实
施办法》等9项制度。紧扣教育系统“国之大者”，围
绕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开展监督；以“一岗双责”述评
会、述责述廉、民主生活会为抓手，加强对“关键少数”
的监督。

深化派驻改革，构建“5+5”监督体系。组建5个
二级单位纪委协作组；聘任26名教授监督员和27名
学生监督员，形成了5级监督网（即驻天津工业大学
纪检监察组、二级纪委、党支部纪检委员、教授监督
员、学生监督员），共同构筑“5+5”监督体系。在食堂
领域问题整治中，监督员面向师生发放调查问卷3678
份，为专项整治工作提供了数据支撑，推动食堂菜价
整体下调12%—18%。
从严执纪问责，一体推进“三不腐”。精准处置问

题线索，严把案件质量关，充分运用“四种形态”提供的
政策策略，开展警示教育，推动办案、整改、治理融合，
办案、监督、警示贯通，做到效率、质量、效果并重。

日前，全国纪检监察系统表彰大会召开，
我市2个集体和8名个人受到表彰。

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