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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区纪委监委 “三个着力”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效
近年来，文登区持之以恒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
则精神，紧盯关键节点、关键环
节、重点领域开展“四风”问题整
治，推动全区党风政风和社会风
气进一步好转，营造了干事创业
的良好环境。

拉起“高压线”，
着力让纪法震慑常在

紧盯重要节点，“点穴式”监
督检查。对节日期间公款吃喝、公
车私用等不正之风，采取随机抽
查、明察暗访、突击检查等方式，
对重点部位、重点场所、重点区域
开展监督检查。同时，发挥巡察利
剑作用，把发现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纳入巡察、纪律作风检查
的重要内容。

紧盯重点领域，“系统性”专
项治理。针对脱贫攻坚、疫情防
控、12345热线办理、环境卫生整
治等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
领域中存在的不作为、乱作为、慢
作为、假作为等突出问题，组织开
展专项察访活动，坚决纠正空泛
表态、应景造势、敷衍塞责、出工
不出力等突出表现。通过拍摄察
访发现问题通报专题片、下发监
督提醒通知书等方式，督导相关

部门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认真整改。今年以来，区纪委
监委先后组织开展7轮专项整治
行动，发现问题619个，全部按要
求整改完毕。

紧盯关键少数，“常态化”廉
洁提醒。针对党员领导干部这一

“关键少数”，综合运用日常性谈
心谈话、提醒谈话、函询、约谈和
诫勉谈话等方式，早打招呼、早提
要求，教育、提醒党员干部严格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今年以来，全区共查处“四
风”问题70起80人，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29人，打到了“痛处”，形成了
震慑。

划出“硬杠杠”，
着力让制度笼子更牢

为防止“按下葫芦浮起瓢”，
针对发现的问题，区纪委监委深
化源头治理，探索建立“管用、管
常、管久”长效机制，用制度固化
作风建设成效，形成完整的工作

“闭环”。一方面督促相关部门出
台规范性文件。针对发现问题，要
求相关部门进行整改的同时，督
促行业主管部门、主责部门建立
全区适用性的规章制度。例如，对
于区教育会计核算中心典型案件

反映出的账户资金管理漏洞，督
促全区各部门各单位查摆问题
1080个，完善相关流程40个，修订
完善相关制度122个；同时，督导
区财政局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对全
区机关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和账
户资金开展专项检查。另一方面，
建立相关制度。针对扶贫领域作
风问题，探索建立“大数据+”监
督，通过大数据比对，实现对问题
线索“云端”量化监督；推广实施
村级事务管理阳光平台制度，全

区15个镇街全部运行到位，进一
步规范基层小微权力；建立7个监
督执纪联合体，通过班子成员、纪
检监察室、镇街纪委三位一体，提
高基层纪委发现查办“四风”问题
线索的能力和水平；出台《区纪委
监委班子成员联系企业制度》，班
子成员定期到企业进行走访调
研，随时了解企业对政务服务、营
商环境等方面的反映诉求和意见
建议，对存在的“四风”隐形变异
问题露头就打、发现就抓；制定

《文登区纪委强化“三重一大”事
项派驻监督工作办法》，通过强化

派驻纪检监察组事前事中事后监

督，扎紧制度笼子。

常念“婆婆嘴”，
着力让优良作风弘扬

坚持正面典型教育引导。指

导文登庄户剧团创作《廉洁勤政

树新风》快板书，在全区各镇街巡

演，创作的微视频被“学习强国”

平台收录；依托大水泊镇瓦屋庄

村廉政文化示范点的毕克官艺术

馆，布展54幅“纠歪风树新风”廉

政漫画，组织专题展览......一系

列丰富的廉政文化大餐，让干部

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和教

育，营造“以廉为美、以廉为乐、以

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新风正

气。

强化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以

身边人身边事为反面教材，强化

警示教育，释放“作风建设永远在

路上”的强烈信号。2019年以来，

共围绕“四风”问题点名道姓通报

3期12人，以区纪委监委查处典型

案例为素材拍摄警示教育片3部，
组织全区党员、干部4万余人次观
看，做实同级同类干部警示教育。

▲图为区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到联系镇街开展廉政谈话。

五一、端午“四风”问题典型案例通报
1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杨

国涛违规接待问题。2018年1月27日、
28日，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分别召
开2016级和2017级工商管理硕士
(MBA)教学工作研讨会，期间，超范
围、超标准提供自助餐，违规提供红
酒，超预算支出12021元，同时虚开发
票套取会议费6000元。2018年9月，杨
国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宁夏回族
自治区纪委监委)

2 .湖南省常德市澧县码头铺镇方
石坪社区党总支书记杨承勇公款旅
游问题。2018年8月，杨承勇夫妇与社
区其它五名干部等6人前往贵州黄果
树及千户苗寨等景点旅游。事后，经
杨承勇授意，其食宿、景区门票及租
车费共计11112元全部在社区报销。
经查，杨承勇还存在其它违纪问题，
2019年10月，杨承勇被给予留党察看
二年处分，违纪资金已追缴。(湖南省
纪委监委)

3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政协农业
农村委员会主任庞运东违规发放津
贴补贴问题。2018年2月至2019年4
月，庞运东在担任长春市宽城区人民
防空办公室主任期间，未正确履行职
责，没有严格执行考勤制度，采取普
惠制方式为全体职工发放进洞补助
和备战值班补助共计8 . 775万元。
2019年10月，庞运东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违规发放的补助款已退还。(吉林
省纪委监委)

4 .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农业农村

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杨语发违规收受

礼金问题。2019年5月，杨语发时任凤

庆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

长，在昆明住院期间，收受某招标咨

询有限公司临沧分公司总经理起某

某所送礼金0 . 3万元；2019年8月，杨

语发时任凤庆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

记、局长，其子考上大学，收受亲属以

外585人所送升学礼金共计30 . 068万
元。同时，杨语发还存在其他违纪违

法问题。2019年12月，杨语发受到留

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降为四

级主任科员，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云南省纪委监委)

5 .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月山镇原

党委书记刘芳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

题。2018年春节期间，刘芳违规收受

安徽省某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下属项目部一箱五粮液白酒和两

条香烟。刘芳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
2020年4月，刘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安徽省纪委监委)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上林县

残联理事长覃先军私车公养问题。
2016年1月至2018年7月，覃先军利用

职务便利，违规使用单位公务油卡为

私家车加油23次共计5171元。覃先军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

缴。(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
7 .广东省中山市公安局三角分局

振兴派出所副所长、三级警长陈泽辉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2015年至
2019年中秋节、春节期间，陈泽辉多

次收受管理服务对象所送红包礼金

共计2 . 1万元，马爹利名仕洋酒8瓶。

陈泽辉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
2019年10月，陈泽辉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违纪违法所得被收缴。(广东

省纪委监委)
8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道场乡综

治办工作人员孙延强收受管理服务

对象礼品等问题。2017年、2018年春

节期间，孙延强利用职务便利，两次

收受管理服务对象吴兴区某养老院

法定代表人庞某某所送的香烟，价值

总计900元。2014年9月，孙延强及其

家人接受庞某某安排的前往安吉龙

王山、百草园等地为期两天的旅游活

动，其中孙延强及其家人应承担而未

承担的旅游费用共计1250元。孙延强

还存在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问题。
2019年11月，孙延强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浙江省

纪委监委)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文登延伸监督触角 发挥前哨作用

近年来，各地全面延伸监督触角，发挥村级纪检监察员和村务监督委员会等监督“前哨”作
用，让党员干部感受到监督就在身边。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纪委监委文登营镇村
级纪检监察员跟进监督村扶贫项目落实落地情
况，到村内桑葚采摘园实地查看项目运转、实施
情况。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纪委监委 牛立勇 摄)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清廉家风】

学榜样，传清风

文登区党员领导干部清廉家风正面清单

“二十四讲”

二、学榜样，传清风

(一)
以传统先贤为榜样，

讲忠孝讲廉洁
要求：常读中华

国学典籍，常讲华夏
先贤故事，学习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请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 开 太 平 的 大 道 大
德，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
传 承 中 华 民 族 的 骨
气、节气、正气。

(二)
以革命先烈为榜样，

讲赤诚讲奉公
要求：了解红色

革命历史，和家人一
起采取到爱国教育基
地参观学习、观看爱
国主义教育影片等方
式，涵养爱国之心，报
国之志；聆听、讲述革
命先烈的家风事迹，
在生活中发扬克己奉
公、公而忘私的优良
传统。

(三)
以时代先锋为榜样，

讲勤勉讲创新

要求：以时代先

进典型和身边模范为
榜样，学习立足平凡、
追求崇高的勤勉情
怀，学习爱岗敬业、忠
于职守的职业素养，
学习拼搏进取、敢于
创新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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