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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共共威威海海市市纪纪委委十十五五届届五五次次全全体体会会议议召召开开

5月7日，中共威海市纪委十
五届五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十九届
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和省纪委十
一届五次全会部署，总结2019年
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部署2020年
任务。

市委书记张海波出席会议
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闫
剑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学
文，市政协主席高旭光，市委副
书记张宏伟出席会议。

张海波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
的重要讲话，深刻总结新时代全
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成就，对以
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
出战略部署，为我们持续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了
根本遵循。省委书记刘家义在省
纪委十一届五次全会上就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提出明
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作为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
策部署和省委要求上来。

张海波强调，过去一年，全
市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实际行
动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正风
肃纪，驰而不息纠治“四风”，始
终保持严惩腐败高压态势，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
营造了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浓
厚氛围。同时，也要看到，正风肃
纪反腐任务依然艰巨，全面从严
治党永远在路上，必须把“严”的
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一以贯
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精致
城市·幸福威海”全新局面提供
坚强保障。

张海波强调，强化政治监督
要有新成效，聚焦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聚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和省委“重点工作攻坚年”、市委

“重点工作攻坚突破年”各项任

务，聚焦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聚
焦权力运行，加强政治监督，确
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加强作风
建设要有新成效，深入整治民生
领域的“微腐败”、放纵包庇黑恶
势力的“保护伞”、妨碍惠民政策
落实的“绊脚石”，持续整治困扰
基层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把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桎梏、“套
路”中解脱出来。坚决惩治腐败
要有新成效，持续保持高压态

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要有新成效，抓好纪律教
育、政德教育、家风教育，用好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
种形态”，做好容错纠错工作，努
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统
筹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要有
新成效，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
为治理效能。维护制度权威、保
障制度执行要有新成效，加强对
制度执行的监督，推动各项制度
落实落地。

张海波要求，各级党委(党
组)要扭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
子”，进一步强化主责主业意识，
守好“主阵地”、种好“责任田”；
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把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记在心上、扛在
肩上、抓在手上，管好班子、带好
队伍、抓好落实；各级领导班子
成员要主动担责、勇于负责，切
实抓好分管领域党建工作；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要带头加强党的
政治建设，在协助党委(党组)落
实主体责任上发挥更大作用，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落细。

市委常委，有关市领导，市
纪委委员，各区市、开发区党工
委、市直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
加会议。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全会
期间召开全市党风廉政警示教
育大会，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
片。

市纪委十五届五次全体会
议由市纪委常委会主持。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任
敬喜代表市纪委常委会作了工
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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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起典型案例

五一、端午“四风”问题第一期通报来了

1 .浙江省舟山市浙江新一海海
运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蔡瑞
江公款出国旅游问题。2018年9月9日
至17日，蔡瑞江参加由船东协会组织
的俄罗斯港口考察活动，此次考察以

“旅游团”方式出国，在国外并无实质
性考察活动，回国后蔡瑞江未主动报
告在国外行程情况，并将出国费用共
计22900元在单位报销。2019年11月，
蔡瑞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退缴相
关费用。(浙江省纪委监委)

2 .吉林省四平市委党校原常务
副校长徐立忠等人违规配备使用办
公用房问题。2016年3月至2018年9
月，徐立忠在担任四平市委党校常务
副校长期间，决定对该校4名副校长
办公室采取栅隔断方式改造为办公
和休息的套间，改造后4间办公用房
面积均超出标准。2019年6月，徐立忠
和时任主管后勤工作副校长苏丽华
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副校长唐亚
民、张艳、孟庆民、宁文斌分别受到组
织处理，办公用房已经整改。(吉林省
纪委监委)

3 .甘肃省定西市卫生监督所原
所长李虎平、办公室原副主任张安林
等人虚列资金用于支付接待费用问
题。2016年5月，经李虎平召集班子成
员以及张安林商议，由张安林先后两
次编造虚假会议资料，虚列支出套取
资金6 . 995万元，用于支付本单位历
年接待费用等欠账。2019年12月，李
虎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张安林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甘肃省纪委监
委)

4 .海南省屯昌县交通运输局原
党组书记、局长陈涛违规收受礼品礼
金等问题。2017年、2018年春节、中秋
等节日期间，陈涛先后4次收受管理
服务对象个体老板倪某所送红包
4000元，以及飞天茅台酒、软中华香
烟、马鲛鱼、月饼等折价共计12640元
节礼。此外，陈涛还存在其他违纪问
题。2020年1月，陈涛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政务记大过处分，违纪款及违纪
礼品折价款予以收缴。(海南省纪委
监委)

5 .福建省武夷山市粮食企业资
产管理站党支部书记、军粮供应站站
长林雨文违规审批发放津贴补贴问

题。2018年1月至2019年8月，经林雨
文审批同意，以“后勤服务补贴”“粮
食收购劳务费”等名义违规向单位职
工发放津补贴，共计5 . 32万元，其本
人领取1 . 53万元。此外，林雨文还存
在其他违纪问题。2020年1月，林雨文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
以收缴。(福建省纪委监委)

6 .四川省成都市天新交通建设
有限公司董事长汪华违规发放差旅
费问题。2017年1月至7月，汪华在担
任成都市成甘工业园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总经理和成都市羊安新城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同意按照
每人每月900元的定额标准，违规发
放差旅费14 . 58万元。2018年1月至
12月，汪华在担任成都市天新交通建
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同意按照工
程部员工每人每年1 . 078万元、其他
部门员工每人每年0 . 79万元的标
准，违规发放差旅费25 . 069万元。
2019年11月，汪华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违规发放的差旅费予以收缴。(四
川省纪委监委)

7 .广东省兴宁市兴田街道东街

社区党委书记、文教体育服务中心主

任邹文忠违规发放补助问题。2016年
7月至2019年4月，邹文忠利用职务便

利，在未经居民会议或者居民代表会

议讨论通过的情况下，以“计育奖”

“加菜费”“全民参保调查工作经费”

“春节期间值班补贴”“交通劝导工作

补贴”“突击清理户外牛皮癣”等名义

违规为时任居委干部发放补助合计
13 . 03万元，其中邹文忠违规领取
1 . 14万元。2019年12月，邹文忠受到

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广东省纪委监委)

8 .贵州省铜仁市大龙经济开发

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

人员赵秀珍违规公款旅游问题。2018
年4月，赵秀珍到厦门参加培训，培训

结束后，赵秀珍未按期返程，而是借

培训外出之机，先后在厦门鼓浪屿、

普陀寺等景区旅游2天。返回大龙后，

赵秀珍公款报销旅游期间产生的费

用1096元。2020年3月，赵秀珍收到政

务警告处分，上缴违规报销资金。(贵
州省纪委监委)

姜全文调研文登区巡察工作
5月7日，文登区委常委、区纪

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姜全文到蓝海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调研巡察工作
开展情况，并看望巡察干部。

姜全文指出，要提升思想认
识，坚持问题导向，切实强化“政治
体检”，真正实现“祛病强身”。要加
大问题整改力度，督促做到即知即
改、立行立改，进一步压紧压实被
巡察单位党组织的主体责任。要加
强巡察队伍建设，强化巡察干部教
育管理，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铁
军”。

文登强化“三重一大”事项事前监督工作经验

登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首页啦

“针对公益岗人员参与人民调解工作领
取补助的这一议题，派驻组原则上持否定意
见。”近日，在山东威海文登区司法局党组的

“三重一大”事项会上，一项临时加入的议题
被列席的派驻第七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倪宝
玲紧急“叫停”。

原来，司法局党组在向派驻纪检监察组
报备“三重一大”议题后，临时追加这一议
题，拟将本单位公益岗人员列入调解片长范
围，在参与人民调解工作时给予适当办案补
贴，以提高工作积极性。认真阅读《威海市文
登区人民调解片长生活补贴和案件补贴暂
行办法》文件后，倪宝玲认为公益岗人员属
于该文件第十一条规定的“明令禁止兼职取
酬的人员，不得领取生活补贴和案件补贴”
的人员范畴，因此建议该暂缓议题，由司法
局请示上级单位、查阅相关法规条文后再决
定。后该议题因涉嫌违规被否决。

发现“三重一大”事项存在问题54个，提
出意见建议14条，叫停2项……对违规问题

“说不”、对存疑事项“叫停”，这是文登区派
驻机构改革以来的新动作。“三重一大”事项

涉及财权、事权和干部使用，是基层党组织
权力的集中点，因此，文登区以此作为派驻
监督的重点，变事后追责为事前提醒，向违
规违纪问题苗头“亮红牌”。

为加强监督的规范性，文登区纪委监委
出台《文登区纪委强化“三重一大”事项派驻
监督工作办法(试行)》，制定议事决策监督
流程图，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强化

“贴身”监督，严格规范管理，以严格审核把
关，倒逼被监督部门从制度上堵塞廉政风险
点。文登区人社局党组成立大额资金管理议
事小组，对大额资金的使用进行评议，审核
通过后，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进行把关，提
高资金效率和透明度。审核制度建立以来，
已节省资金15 . 4万元。

“重视现场亮红牌，从源头上遏制违规
事项，我们坚持前跨一步，强化‘三重一大’
事项事前监督，明确提出‘三个不得’，当中
就包括凡是派驻机构认为所涉事项的合法
性、合规性、合理性有风险的，一律不得开会
研究。”文登区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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