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安区纪委监委督查组深入马桥镇仁窝村实地了解返乡人员管控追踪、抗
疫宣传等工作情况。

市纪委监委督查组在通城县石南镇检查武汉返乡人员摸排情况，了解确诊
病例亲密接触人和相关人员的隔离情况。

没有铁的纪律，便没有今日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的阶段性成果。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市纪
委监委便从健全工作机制入手，强化
政治担当，扛牢监督责任，迅速组织全
市纪检监察干部进入战时状态，以疫
情防控工作推进到哪里、监督检查就
跟进到哪里的使命担当，靠前监督、全
程监督、精准监督，确保了各项防控措
施全面有序展开，为打好疫情防控阻
击战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证。

守土有责，紧盯防控措施落实落细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纪
律就是保障。

本着“政令指向哪里，监督就跟进
到哪里”的原则，市纪委监委在战“疫”
打响后，及时制定出台疫情防控监督
检查工作方案，下发《关于严明“十个
严禁”确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顺利进行的紧急通知》《关
于进一步加强对市直单位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督办监督工作的通
知》，要求全市纪检监察干部迅速沉到
防控一线，紧盯救治和阻隔两大关键环
节，找问题、抓典型、促整改，以最严措
施严明责任，以最严作风加强暗访，以
最严纪律追责问责。对疫情防控过程
中存在的不担当、不作为，作风漂浮、落
实不力，推诿扯皮、消极应付等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对失职渎职、贪污挪
用、截留私分、虚报冒领救援款物等违
纪违法行为，坚持即查即办、快查快结，
以形成强大震慑，实现纪法效果、社会
效果、政治效果最大化。

由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任组
长的7个监督检查组，按照“分片联
系，全域包保”的要求，采取不发通知、
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和
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四不两直”方
式，深入一线督战，既当“指挥员”，又
当“战斗员”。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
任朱庆刚先后17次深入通山、赤壁、
咸安等地，对乡镇村组和社区的疫情
防控工作进行明察暗访，现场查纠人

员擅自离岗、工作措施不到位等问题。
咸安区双溪桥镇在履行属地管理

责任时，因工作部署不力，导致“三包
一”包保措施流于形式、值守卡点查验
走过场，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较大隐
患，市监督检查组下沉检查发现后，进
行了严肃查处。

通山县烟草专卖局副主任科员、
驻厦铺镇宋家村工作队队长韩子明，
在驻村开展疫情防控期间，连续两日
未到岗。经查实后，该县有关部门及
时给予处分。

嘉鱼县鱼岳镇东街社区值守点工
作人员未按规范填写出入登记台账、
张贴返乡人员信息的问题，被该县城
区防控督查组指出后，社区负责人当
即组织整改，严格按照“一证一人”的
规定进行出入登记，仅用半天时间就
对辖区20余个居民小区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整改落实。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市、县、镇
（街）三级纪检监察机关通过联动督
查，先后深入村组、社区、交通路口等
地明察暗访值守点位12349个。其
中，仅市本级7个监督检查组就入户
走访群众700名，发现问题333个，督
促立行立改208个，“回头看”督办整
改88个。

守土担责，推动民生领域问题整改

人民利益大于天。基层呼声在哪
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

疫情防控期间，蔬菜水果等民生
必备品是否价格平稳？口罩、消毒液
等易耗品是否供应充足？居民生活用
电用水否安全有保障？……这些都是
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按照“民有所呼，我有所为”的工
作要求，市纪委监委在建立健全疫情
防控信访件优先处置机制的同时，及
时向社会公布疫情防控违纪违法问题
举报方式，全天候即收即办、跟进督办
信访举报。

市纪委监委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紧盯民生领域市场稳定情况，强化
监督力度，会同各地市场监管局、商务

局、农业农村局、城管执法局、生态环境
局等单位，从防控措施、物资采购、货源
补充、价格公示、产品安全等方面，加
强对各类商超、物资批发点和供电供
水等部门，进行“地毯式”检查和“跟进
式”回头监督，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实现全覆盖、“全链条”式监管。

赤壁市纪委监委成立的13个督
办组，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在不干扰正
常防控工作前提下，既注重发现问题，
督促立行立改，当好“监督员”，又及时
提出有针对性、合理化建议，为该市疫
情防控提供决策参考，当好“参谋
员”。在发现蒲圻师范学校临时医学
观察点存在生活污水排放安全隐患
后，立即向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提出
建议，举一反三，督促有关部门完成了
对该市20处隔离医学观察点的医疗
废物处置，确保了废水达标排放。

“我们在对2家农贸批发市场和
27家定点供应超市开展的3轮督查
中，先后发现和督促整改问题19个。”
咸安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说，针对
个别超市没有严格落实“代购”制度、
存在蔬菜价格虚高等问题，该区城区
督查组一方面积极向相关责任单位反
馈，督促查证处理，一方面开通24小
时监督举报电话，对囤积居奇、哄抬物
价、串通涨价等行为进行检举控告，全
力保障群众“菜篮子”“米袋子”等生活
物资供应稳定、市场井然有序。

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坚持特事特
办、即知即办、急事急办、马上就办，是
通城县纪委监委建立信访举报“绿色
通道”，给群众带来的获得感。隽水镇
上阔村贫困户杜某说，因为封村，他今
年种植的几千斤油麦菜和大白菜一直
难以“脱手”，当把问题反映给下沉督
查疫情防控工作的县纪委干部李艳荷
后，第二天就收到有关社区物资代购
点打来的采购电话，仅用2天就全部
销售一空。

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陈
涛告诉记者，目前，全市纪检监察机关
受理群众反映的涉疫问题，全部做到
了咨询问题当面讲清，诉求问题当天

解决，问题线索从严从快查处。

守土尽责，护航捐赠物资安全发放

“物资发放到哪里，监督审计就跟
进到哪里”，是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强化
疫情防控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确保社会各界捐赠的爱心物资
一分一毫都用在“刀刃”上，市纪委监
委在增派2名纪检监察干部进驻市捐
赠组，加强对捐赠物资的接收发放进
行全程监督、贴身监督的同时，统筹力
量对各地各部门接收的捐赠款物进行
跟踪监督，确保捐赠款物公开透明、足
额发放，并第一时间应用到抗疫一线。

当10万元社会捐款、19批次物
资送到崇阳县红十字会后，该县纪委
监委就紧盯捐赠物资“来龙去脉”，围
绕“收、发、用”三个环节，对红十字会
开展精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一方
面对受捐资金的转账记录、登记台账、
公示情况，捐赠方的企业资质、物资捐
赠函、物资价格核定等资料进行逐项
检查；一方面对照社会捐款分配表和
捐赠物资分配表，逐项比对财政支付
凭证回单和物资领取签字单进行核
验，确保了每一笔捐赠款物都落到实
处、用到实处。

咸安区纪委监委组建5个专项监
查组，根据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乡镇办
提供的物资发放明细表，从村（社区）、
居民小区等“末梢神经”入手，采取现
场查看出入库登记手续、询问工作人
员、走访群众等方式，对捐赠物资分配
情况展开逆向督查，逐层次、逐环节深
入剖析，详细了解各村（社区）物资专
人接收、专库管理、统一分发和公示公
开情况，有效杜绝了随意分配、优亲厚
友、损失浪费、弄虚作假、截留克扣等
问题发生。

“保证捐赠物资及时足额下发，是
纪检监察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市中
心医院纪委书记成晓岚告诉记者，为
确保受捐的医用物资全部用到医疗救
治一线，用到医护人员身上，她不仅通
过兼任医院疫情防控督查组组长，加
强对医疗、护理、运营、保障、捐赠、供

应等环节的“嵌入式”监督，而且第一
时间组织审计干部进驻物资保障组，
专人专账、分类登记受捐物资，使全院
接收的55批次捐赠医疗设备，61批
次捐赠药品、88批次生活物资，没有
出现一起侵占截留的违纪行为。

通山县杨芳林乡纪委书记朱卫星
坚持拿着乡里发放的捐赠物资清单，
逐一入户上门向村民核实领取记录，
确保爱心有“明账”，善行不“打折”，被

村民誉为是值得信赖的爱心“守护
神”。

“疫情不解除，监督不停止。”崇
阳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
任何志强表示，将通过持续不断的监
督检查，加强对疫情防控工作中不作
为、慢作为、乱作为和作风漂浮、弄虚
作假、失职渎职等行为的查处，以铁
的纪律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保驾
护航。

力量沉一线 监督挺在前
——我市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疫情防控监督工作纪实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柯常智 通讯员 陈爱华 邓子庆

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1

扎实开展 19
项专项整治，发现
问题 890 个，整
改问题 795 个，
处理626人。

查处落实“两
个责任”不力问题
231个，问责党组
织13个、党员干部
276人。

持续保持高压态势3

全 市 共 处
置 问 题 线 索
3560件，同比
上升 23%；立
案 1932件，结
案 1611 件，给
予党纪政务处
分1564人。

查处县处级干部 31
人，乡科级干部194人。

依法留置79人，查处
职务违法犯罪行为 104
人，其 他 违 法 犯 罪 行 为
662人，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87人。

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处理3110人次，其中运用第
一第二种形态教育处理人数占比
90.6%。

落细落实监督第一职责2

全市查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234起，处理
259人。

全市查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311
个，处理477人。

开展全媒体问政
81期，跟踪办理群众
诉求 3200多条，督
促问题整改296个，
问责123人。

发现各类问题线索635条；受
理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线
索 345件，立案 215人，处理 216
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41人。

紧盯群众痛点难点4

全 市 纪 检
监察机关共接
收 群 众 举 报
2129 件，同比
下降13.2％

全市 554件实名举
报件告知率 100%，调查
处理结束后核查组反馈
率 100%，群众满意率同
比上升10.3个百分点。

2019年，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
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决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
纪委、省纪委全会工作部署，对照赵乐际
同志调研咸宁讲话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监督执纪执法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压实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

把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指
示精神和省委、市委重要工作部署作为监
督的主攻方向，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扎实开展19项专项整治，
发现问题890个，整改问题795个，处理
626人。

出台《鼓励和保护干部干事创业26
条措施》，推动“鄂纪励十二条”落地落实，
努力营造想干事、敢干事、干成事的良好
氛围。

以精准刚性的追责问责确保管党治
党责任落到实处，不留空档和死角。
2019年，查处落实“两个责任”不力问题
231个，问责党组织13个、党员干部276
人。

二、驰而不息纠治“四风”，落细落实
监督第一职责。

2019年，全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 234起，党纪政务处分 259
人。

以破除“门难进”问题作为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行动的开篇之举，督促42
家单位取消或调整办公场所“门禁”。推
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三个专项治理”和
典型问题纠治，全市查处问题311个，处
理477人。

完善网络、广播、电视、报纸“四位一
体”全媒体问政监督平台，多层次开展全
媒体问政81期，跟踪办理群众诉求3200
多条，督促问题整改296个，问责123人。

三、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巩固反腐败
压倒性胜利。

2019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
问题线索3560件，同比增长23%；立案
1932件，结案1611件，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1564人。

紧盯关键领导干部，查处县处级干部
31人、乡科级干部194人；全市监察机关
依法留置79人，查处职务违法犯罪行为
104人，其他违法犯罪行为662人，移送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87人。

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
3110人次，其中运用第一、二种形态教育
处理人数占比90.6%。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盯群众痛
点难点。

深入推进实名举报“三个反馈办法”
落地生根。2019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
共接收群众举报 2129 件，同比下降
13.2％，其中检举控告类下降39.3%。全
市554件实名举报件告知率100%，调查
处理结束后核查组反馈率100%，群众满
意率同比上升10.3个百分点。

督促各地各单位扎实推进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等专项治理工作，发现各
类问题线索635条。受理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问题线索345件，立案215人，处
理216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41人。

五、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充分发
挥制度优势。

积极稳妥推进“三项改革”工作，完成

内设机构调整，明确市纪委监委17个内
设机构职能职责。推进监察职能向基层

“神经末梢”延伸，落实对基层行使公权力
人员的监察全覆盖。

截至目前，全市6个县（市、区）69个
乡镇（街道）共设置派出监察室（监察专
员）69个（名）、专职纪检监察干部147名；
1041个村（社区）共选配（聘）纪检委员
（监察信息员）1041名。

六、疫情防控监督工作情况。
2020年春节前夕，面对来势汹汹的

新冠肺炎疫情，及时印发《咸宁市纪委监
委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开展监督检查的工作方案》，强
化全面监督，坚持政令指向哪里，监督就
跟进到哪里。

截至3月11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
组建98个督查组，出动3007批次，发现
问题2862个，督促立行立改2322个，下
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整改通知书278份，
查处疫情防控工作不力问题399个，印发
通报73期，通报曝光典型案例184个、
334人。

七、全面加强自身建设，锻造纪检监
察铁军。

认真落实纪检监察干部“15个不准”
“11个不得”“鄂纪干监25条”要求，全面
推行工作日志、工作台账、工作例会和请
示报告制度。

对反映纪检监察干部的问题线索，认
真核查、绝不护短，对存在苗头性、倾向性
的问题及时谈话函询，对涉嫌违纪违法的
问题果断“亮剑”，全年共受理涉及纪检监
察干部问题线索22件，立案5件，给予党
纪处分4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1人。

（2020年第4期 总第2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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