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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届届区区委委第第十十一一轮轮巡巡察察工工作作动动员员部部署署会会议议召召开开

“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 ,这是我们县当前落实中央
部署的重点工作 ,更是一场必须
打好的‘攻坚战’!”县委书记庄漾
梓在县委常委会上侃侃而谈,“攻
坚战,这可是打仗啊!打仗没个打
仗的气氛,能行吗?战场没个战场
的样子,能行吗?”

庄书记环顾会场 ,威严地发
号施令:“全县十五个乡镇,就是十
五个战区!各个乡镇的书记乡长,
就是各个战区的军长政委 !我庄
漾梓是总指挥官 ,大家都跟着我
冲!本周五,召开誓师大会,全县干
部一起列队誓师 ,把轰轰烈烈的
气势充分展现出来!”

县委办主任小心翼翼地提
示:“这个······庄书记,全县干部
好 几 千 人 呢 , 这 么 大 的 场
面······”

“哼!”庄书记瞪了他一眼,“你
啊,真不会算账!这事我拍板,就这
么定了!”

誓师大会场面宏大、响遏行
云,庄书记对此非常满意。会后进
一步作出指示:“实景宣传必须加
强 ,住建委要用条幅、霓虹灯、广
场屏幕等形式 ,把污染防治的标
语亮出来 ;园林局可以在道路绿
化带、高速口等位置搞些绿化布
景，比如用绿植摆成‘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等。要让人一到
咱们县 ,就能感受到全力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坚定决心和浓
厚氛围!”

副县长小心翼翼地提示:“庄
书记,县财政······不大宽裕,实
景宣传花销很大······”

“哼!”庄书记瞪了他一眼,“你
啊,真不会算账!这事我拍板,就这
么定了!”

······
环保局局长找庄书记汇报

工作:“庄书记,咱们县的污染防治
遇到两个问题 ,一是玻璃厂对工
业废料处置不力 ,一是小龙河上
游养殖大院违规排污......”

“不要跟我汇报,你们局自己
负责!”庄书记打断了他。

“可是······这两个事都涉
及历史遗留问题 ,且需要跨区沟
通 协 调 , 我 们 局 自 己 推 不
动······”

“行了行了,嗯······你们召
集个会,给我起草个讲话稿,到时
我会上讲讲。”庄书记随口打发
走了环保局局长。突然,似乎想到
了什么,连忙把宣传部部长叫来。

“县里的污染防治攻坚战也
开展一段时间了 ,但宣传力度还
跟不上!”庄书记表情严肃,“咱们
的工作亮点明明有很多嘛,比如,

我自己就着力督促解决玻璃厂、
养殖大院污染问题,等等。你们要
加强宣传,组织撰写点文章,协调
各路媒体多作报道 ,把县里的生
态环保工作宣传好!”

宣传部部长小心翼翼地提
示 :“庄书记 ,据我们了解 ,县里污
染防治还有不少难点问题没解
决,群众意见还比较大，如果现在
就密集正面宣传的话······”

“哼!”庄书记瞪了他一眼,“你
啊,真不会算账!这事我拍板, 就
这么定了!”

······
在庄书记的亲自指导下 ,宣

传工作收效良好 ,某省级媒体大
版面报道了该县污染防治工作
的先进经验。

“能干不如会干,会干不如会
算!”庄书记满面春风地边看报纸
边得意扬扬。“喊喊口号、造造声
势、搞搞总结,虽然看似形式烦琐
了点,但实际上最能事半功倍!动
动嘴就相当于做了 ,点点水就相
当于做成了 ,不比撸起袖子闷头
傻干强多了嘛!嘿嘿,算清这笔账,
工 作 才 能 干 得 又 不 累 又 漂
亮······”

“庄书记 !”办公室主任急匆
匆地跑进来,“不好了!玻璃厂偷偷
排污,没人管,河水都变红了!新闻
媒体已经曝光 ,县纪委监委已经
介入!”

······
半年后 ,省纪委监委通报了

数起“喊口号、装样子,行动少、落
实差”典型案例,其中摘录了庄漾
梓在忏悔录中的一段自我反省 :

“自作聪明地算‘私账’,做‘假账’,
报‘花账’,却算不清‘政治账’‘纪
律账’‘法律账’,最终被组织算了
总账······”

通报严肃指出 ,落实中央决
策部署是严肃的政治工作 ,绝不
能抱有“算账”心态,打自己的“小
算盘”。如果老在“账”上花心思 ,
那么早晚得把自己算进去 !

(文章选自中国方正出版社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形记》，作
者常如洗)

(插图：文登区纪委监委宣传
部丛亮滋)

【连环画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形记》⑧

算账

4月9日，一届区委第十一轮
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区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巡察
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军主持
会议，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
监委主任、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姜全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
与巡察工作的全体人员以及被
巡察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等70余
人参加会议。

姜全文在讲话中指出，此次
会议既是一次巡察工作动员部
署会，也是一次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专题会。当前疫情防
控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为
最迫切最紧要的事情，此轮巡察
正当其时。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统一思想认识，把区委要求

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找准工作

定位，突出巡察政治监督本质。

要聚焦政治监督首要任务、根本

任务、直接任务、长期任务抓好

巡察工作，重点查看被巡察单位

党组织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

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决策部署

情况，执行党章党规和宪法法律

情况，纠正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准

则偏差情况，落实“两个责任”、

担当职责使命情况。要做深做细

政治巡察，围绕被巡察党组织主

体责任履行、巡视巡察整改、职

能作用发挥、纪律作风转变、维

护群众利益、部门口碑评价等6方
面情况，精准聚焦、靶向巡察。要

坚持全面体检与突出重点统筹、

坚持覆盖进度与巡察质量并重、

坚持巡察推进与落实整改同步、

坚持巡察监督与其它监督贯通，
有效提升工作实效。要从严加强
管理，在教育引导、业务培训和
规范管理上下功夫，建设高素质
巡察队伍，为圆满完成各项巡察
工作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刘军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
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巡察工作
推进会议的新部署新要求，进一
步提高认识，提升业务能力。各
巡察组要抓紧对接启动，统筹推
进巡察，克服困难，做好计划，掌

握节奏，按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完
成巡察任务。要各尽其责，形成
合力，有效共享信息，扎实推进
巡审联动工作。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重要时期，要选择恰当工作方
式，避免影响防疫工作、增加基
层负担。要严格纪律，坚持“打铁
必须自身硬”，确保圆满完成巡
察任务。

会议公布了我区本轮巡察
工作巡察组组长、副组长名单及
任务分工。按照区委统一部署，
本轮巡察工作安排6个巡察组，从
4月15日开始对工商联、信息产业
服务中心、技师学院、蓝海投资、
昌洋投资、金滩投资、经济开发
区、金山(包含所辖村、社区)等部
门单位和村(社区)党组织开展巡
察工作，是一届区委巡察的单位
涉及行业领域最广的一次。

陈辐宽：千责任万责任，首先要扛起责任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是
政治责任，必须强化担当、履职
尽责；是全面责任，必须拧紧螺
丝、一体推进；是具体责任，必须
落细落小、求实求深；是直接责
任，必须亲力亲为、示范带动。

落实主体责任，是“真本事”
“硬担当”。党委(党组)必须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守责、负责、尽责，一以贯之、坚
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党委(党
组)书记必须坚决扛起第一责任
人职责，既要挂帅又要出征，决
不能责任缺失、阵地失守。着力
解决好“干什么”的问题，全面从
严治党延伸到哪里，主体责任就
跟进到哪里；解决好“如何干”的
问题，盯住人和事，有载体、有抓
手，抓具体、抓深入；解决好“谁
来干”的问题，书记抓、抓书记，
做管党治党的“实干家”、清正廉
洁的“领头雁”。

坚持政治引领，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两个维护”是党委
(党组)履行主体责任的一条政
治红线。要抓纲带目，落实对标
看齐之责、贯彻落实之责、督促
检查之责。“两个维护”是具体
的，体现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实
际举措上，体现在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的具体工作上，体现在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实际成
效上。党委(党组)要紧紧围绕加

强和改善党的全面领导，将党的
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业务工作
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
核，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领域各
方面各环节全覆盖。

坚持权责一致，把监督权力
运行作为履责之本。全面从严治
党，要害在“治”；治理的根本，在
于“治权”。要抓“制度规范”，加
大有效制度供给，完善流程再
造，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
面清单，让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
行；要推“权力公开”，做足党务
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文章，
压缩暗箱操作、设租寻租的空
间；要促“精准问责”，厘清主体、
严格程序，加强对党委(党组)落
实主体责任情况的监督检查和
巡视巡察，着力发现和解决责任
不明确、不全面、不落实等问题，
切实把问责的板子打准打实。

坚持贯通协同，把推动“两
个责任”形成合力作为履责之
策。全面从严治党，党委主体责
任和纪委监督责任辩证统一。离
开了党委的坚强领导，纪委的监
督会“孤木难支”；离开了纪委的
有力监督，主体责任这个“牛鼻

子”也很难抓住。各级党委(党
组)书记是“两个责任”的交汇
点。推动“双重领导”贯通协同、

“四种形态”贯通运用、各类监督
贯通协调，党委(党组)书记责无
旁贷。

坚持示范带动，把抓好“关
键少数”作为履责之要。榜样是
看得见的哲理。全面从严治党，
必须以上率下、层层示范，以“关
键少数”带动管好“绝大多数”。
目前纪法要求、制度规定非常明
确，关键看能否做到知行合一。
千责任、万责任，首先要扛起责
任。党委(党组)书记既要立得
正、行得端、有底气，又要记在
心、扛在肩、抓在手，管好班子、
带好队伍、抓好落实，对班子成
员、下级党委(党组)书记该提醒
提醒、该批评批评，以模范行动
带动，以实招硬招落实，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地见效，形成
清风正气。

——— 山东省委常委、省纪委
书记、省监委主任陈辐宽在全省
各市市委书记和部分省直部门
党组书记向省纪委全会述责述
廉会议上说

来源：《人民日报》

4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陈辐宽的署名文章：
《千责任万责任，首先要扛起责任》。

姜全文到侯家镇调研
4月8日，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

任姜全文到侯家镇开展调研。
调研中，姜全文详细了解了镇党委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护林防火、脱贫攻坚等
工作情况，对镇纪委信访举报、问题线索办理
等业务工作思路进行了现场指导。

姜全文指出，镇街党(工)委书记要切实履
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态度鲜明支持纪委工
作，对重要工作亲自部署、亲自落实；班子成员
要履行好“一岗双责”，高度重视分管领域的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纪委要抓实监督首责，加强
对镇机关以及农村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督教育，
形成守规矩、知敬畏的浓厚氛围，实现主体责
任与监督责任协同发力、一体贯通。

全文如下

把监督权力运行作为履责之本，把推动“两个责任”形成合力作
为履责之策，把抓好“关键少数”作为履责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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