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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动态

本报通讯员王文睿 方文
帅报道 “温馨提示：尊敬的纳
税人，您好！欢度佳节树新风，清
正廉洁贵在行。节日期间，请您
密切配合全省开展的违规收送礼
品礼金专项整治工作，坚决不向
党员领导干部赠送礼品礼金，携
手共建‘亲’‘清’政商关系。”

近日，市税务局通过123661
短信平台向全市所有企业的法
人、财务负责人发送提醒短信

92806条，提倡共同维护良好的
营商环境、公平的竞争环境，构
建“亲”“清”政商关系。

“元旦春节期间是违规收送
礼品礼金问题的易发多发期，我
们还协调市国资委向16家市属
国有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发
送331条廉洁过节短信，提醒大
家守住廉洁底线、维护清廉形
象。”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
责人表示。

据悉，自2019年12月中旬
以来，市纪委监委按省纪委监委
的部署安排，在全市启动了元旦
春节期间深化违规收送礼金问
题专项整治工作，并在榆林市纪
检监察网站开设了违规收送礼
金举报窗口，通过《榆林日报》、
榆林电视台、市纪委监委微信公
众号公布举报方式，进一步畅通
信访举报渠道，形成宣传攻势，
营造专项整治的浓厚氛围。

时隔一年，省纪委监委再次
发文，要求继续巩固和深化违规
收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彰显了
我省在治理违规收送礼金上持
续发力、一抓到底的决心和信
心。从大量查处的案件来看，许
多贪腐问题都是从战战兢兢收
一个小红包、一条烟开始，到肆
无忌惮收受巨额礼金、贵重礼
品，最后走向腐败堕落的深渊。
因此，广大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
要引以为戒，严格自律，自觉抵
制违规收礼送礼陋习。

常给思想“体检”。思想是行
动的先导，思想上无法“破冰”，行
动上就难以“突围”，如果思想滑
坡，行动就会跑偏。所以，党员干

部要在思想上进行自我革新、自
我净化，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民主生活会做好述
职述廉，把决不违规收送礼金承
诺情况作为必述内容，把承诺作
为检视问题的有力武器，对照承
诺开展自查自纠，这样才能保持
心灵的纯度、思想的高度。

扎牢制度“笼子”。制度的
生命在于执行，只有制度落地，
专项整治才能取得实效。要抓
牢“关键少数”，对“关键岗位”开
展大起底、大排查，时刻不忘按
制度行事，练好本领“内功”、制
度“真功”，以“头雁效应”的示范
带动正党风、纯政风、转作风。

用好监督“利器”。动员千

遍，不如问责一次。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
党员干部行为划出了红线。礼
金面前只有纪律的标尺，党员干
部要做到心中有纪、心中有戒，
才能知止知畏、收敛收手，违规
必受惩处。所以，要抓牢主体责
任这个“牛鼻子”，用纪律尺子去
监督，瞄准关键环节、关键领域，
从细处着手、在实处发力，层层
传递压力，对违规踩“红线”的严
肃查处，以“踏石留印、抓铁有
痕”的劲头换来朗朗乾坤。

（据秦风网）

本报通讯员
赵峰报道 府谷
县纪委监委在元
旦春节期间开展
深化违规收送礼
金问题专项整治
工作中，以强力
宣传为“突破口”，
采取多渠道、覆盖
广、形式多样、滚
动循环等方式进
行广泛宣传、动
员、引导，全力打
好“两节”期间违
规收送礼金“预
防针”。

公布公告举
报方式。充分利
用县纪委监委网
站、“清廉府谷”
微信公众号、《府
谷报》、县广播电
视台等县域宣传
平台，广泛公布
元旦春节期间深
化违规收送礼金
问题专项整治举
报地址、信箱、电
话、邮箱和网址，
多渠道、多轮次、

滚动式播放刊出，确保信访举报渠
道畅通。

录制刊播专访节目。通过以县
电视台开设“府谷清风”专题栏目为
平台，就专项整治工作访谈了3名镇
党委书记和4名部门党组书记、局
长，带头讲政治责任，带头谈工作落
实，带头面向全县党员群众作出绝
不违规收送礼金的承诺，每天滚动
播放，营造良好的示范带动氛围。

发送廉洁过节短信。扩大廉洁
过节短信发送覆盖面，广泛宣传动
员。向全县所有党员、干部发送廉
洁过节提醒短信，明纪于前、提醒在
先、防微杜渐；向所有企业法人和县
属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发送提醒短
信，提倡共同维护良好的营商环境、
公平的竞争环境，构建“亲”“清”政
商关系。

加强正面反面报道。有计划地
宣传报道2018年12月以来整治工
作带来的新变化新风气及工作进
展、工作成效等方面的内容，弘扬正
能量，加强正面引导。集中通报曝
光一批元旦春节期间违规收送礼金
典型案例，大造声势，形成震慑，风
清气正过“两节”。

2019年12月27日，神木市
公安民警35人，赴革命圣地延安，
登宝塔山，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等地，重温了
革命历史传统，接受红色教育。

本报通讯员尚艳飞摄

接受红色教育

本报通讯员刘瑞峰报道
近期，神木市迎宾路派出所开展
违规收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积
极自查自纠，坚决杜绝违规收受
礼品礼金行为。

行动中，该所集中学习了
《关于开展违规收送礼金专项整
治工作方案》，再一次重温了《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

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党纪法
规，对民警扎实开展警示教育，
做到早提醒、早告诫、早约束。
全体民警开展违规收送礼金问
题专项整治，切实发挥带头和表
率作用，带头拒收、带头不送礼
金，带头不参与经商等，坚决做
到令行禁止。对违规收送礼金
和贵重物品以及参与经商等行

为进行全面的自查自纠，形成自
查报告，签订《杜绝违规收送礼
品礼金公开承诺书》和《杜绝违
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自查自纠
情况登记表》。对在整顿期间不
主动清退，顶风违纪的坚决做到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按照有
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迁就。

迎宾路派出所

开展违规收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

本报通讯员李东方报道 2019
年以来，榆阳区纪委监委把纪检监
察干部队伍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
长期性的系统工程，找准职责定位，
突出问题导向，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努力打造过硬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强化初心使命教育
激发干部担当作为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成立读书班，深入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心
组累计组织学习14次；机关支部
每周二按期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
中学习；各党小组积极跟进，定期
开展学习讨论。认真落实“三会一
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民

主评议党员等组织生活制度，扎实
开展党员“三类五星”评定管理，成
功创建“五星级党支部”。在机关
内部开展了以“学习先进找差距、
牢记使命勇担当”为主题的讨论调
研活动，检视到思想政治、业务能
力、队伍建设等五个方面40条意
见建议，逐一进行研究落实。

强化干部业务学习
提升干部履职能力

坚持“全员培训、整体提升”，
2019年年初乡镇、街道纪（工）委
书记调整后，及时举办为期2天的
全区纪检监察干部业务培训班；针
对村监委监督作用不明显，分两批
次，对全区316名村监委主任进行
了集中培训；选派区乡6名领导干

部参加省纪委培训；区乡161名纪
检监察干部，分11批次全部参加市
纪委纪检监察业务培训。组织全区
纪检监察干部，集中学习了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制作的18个业务学习
光盘，并将讲义印发人手一本。开
展“应知应会”知识测试3次，强化
学习效果。扎实推行“上挂下派”，
先后安排15名乡镇、街道纪检干部
到区纪委监委跟班学习，区纪委监
委5名业务骨干到乡镇、街道指导
办案工作，派出22名干部到省市
纪委跟案学习，全区纪检监察干部
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普遍提高。

健全规范管理制度
推进监督责任落实

修订榆阳区纪委监委机关《出

差、下乡审批及差旅费管理暂行办
法》《财务管理制度》等制度规范，
严格干部考勤、请销假、出差下乡
审批、车辆使用等日常管理。研究
制定榆阳区纪检监察机关2019年
度《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工作考评办
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
考核办法》，对审查调查工作、落实
监督责任情况进行分类硬考核。
严格执行《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
工作规则》《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
作规定》和省纪委《纪检监察干部
责任追究办法》，严明政治纪律、工
作纪律、审查纪律，坚决防止跑风
漏气、打听案情等现象。坚持抓早
抓小、防微杜渐，始终以严的标准、
严的措施、严的纪律管理纪检监察
干部。

主题党日
2019年，陕北矿业龙华公司

党委持之以恒夯实基础，公司党
建工作取得新进步、新成效。

这一年，支部书记经常这样
对话：“你们支部这个月组织主题
党日活动了吗？”“你们这次准备
了什么内容······”，在龙华公
司，主题党日活动逐渐成了党支
部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加强党
员教育管理、促进党员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的有效载体。主题
党日接地气、有实效，逐渐被各
个支部认可，增强了党员的归
属感。

图为主题党日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马明轩摄

本报记者陈静仁报道 2019
年，佳县纪委监委认真履行监督
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聚焦“五个专项”工作，突出“严
细实”要求，坚决查处群众身边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群众获得
感和幸福感大幅提升，政治生态
持续好转。

聚焦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
实。提高对隐形变异“四风”问
题的发现能力，开展自查自纠工
作的同时，会同12个县级部门单
位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2019年，共查
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1
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人，通
报曝光3批6人；查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7起，党纪处分7人，
通报典型问题1批2起2人。

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专项整治。制定《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检查方
案》，分多路对全县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进行了专项检
查。会同县扶贫办、财政局、农
业农村局对全县扶贫产业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了集中督查，并对
存在的问题现场进行了交办。
同时，加大对乡镇、部门主要负
责人落实精准扶贫政策问题的
查办力度，对在脱贫攻坚中履职
不力的乡镇部门负责人给予党

纪处分和组织处理，并在全县范
围内进行通报批评。截至2019
年11月份，共立案查处扶贫领域
案件31件，党纪政务处分44人，
通报批评74人。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监督执纪问责。建立佳县政
法机关、市场监管和经济管理机
关与纪委监委涉黑涉恶及“保
护伞”问题线索双向移送反馈
机制。严惩群众身边涉黑涉恶
腐败和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
问题，严肃追究工作推动不力
问题。扫黑除恶工作开展以来，
立案查处充当黑恶势力“保护
伞”问题1件1人；因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推动不力问责3个党
组织，提醒谈话3人并予以通报
批评。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营商环
境领域的监督执纪问责。严肃
查处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破
坏和环境污染问题不闻不问、
敷衍整改的问题，严肃查处生
态环境保护平时不作为、急时

“一刀切”等失职失责行为。
2019年，查处生态环境保护领
域问题33起，党纪政务处分32
人。同时，加大优化营商环境
监督执纪问责力度。2019年，
共查处营商环境领域问题9起，
党纪政务处分10人。

本报通讯员张利平 罗喜
林报道 近日，神木市孙家岔镇
出台了《孙家岔镇关于规范党员
和国家工作人员办理婚丧喜庆事
宜的暂行办法》，对全镇春节前后
的婚丧喜庆事宜进行了安排。

办法要求，党员干部要坚持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反对铺张
浪费，严禁收受与行使职权有关
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单
位和个人的礼品、礼金，严禁大
操大办，规定党员干部凡办婚事
的一律按规定及时申报，并接受
广大群众的监督。

孙家岔镇

规范党员干部办理婚丧喜庆事宜

本报通讯员徐晓明报道
“这些年你为村集体付出很多，大
家是认可你的，但你重复领取工
作补贴就不应该。”“感谢组织上
对我及时提醒，我将以此为戒！”
这是绥德县深化运用监督执纪

“第一种形态”，坚持抓早抓小、治
病救人的一个缩影。

2019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
运用“四种形态”处理520余人次，

其中“第一种形态”295人次，占比
61.98%。“实践好‘四种形态’，关键
是要运用好‘第一种形态’。突出各
党组织的主体责任和党委书记第一
责任人的责任，把功夫下在‘第一道
防线’上，坚持关口前移、防患未
然，使‘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
党员干部的强力‘清醒剂’，助推
基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该县纪
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绥德运用“第一种形态”处理295人

榆阳区打造过硬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市纪委监委

廉洁短信敲响警钟

让“收送礼金”顽疾无处藏身
张毅 董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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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县纪委监委

聚焦“五个专项”精准执纪问责

近 日 ，横
山采油厂组织
统战人员开展

“ 不 忘 合 作 初
心、继续携手前
进”主题教育集
中学习活动，并
向参与人员赠
送学习书籍。

本报通讯
员惠靖茹摄

廉洁过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