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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2日上午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
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3年来，我们
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
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使
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
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
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
在形成。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

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
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
变。全党同志对党中央在反腐
败斗争上的决心要有足够自
信，对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绩
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
带来的正能量要有足够自信，对
反腐败斗争的光明前景要有足
够自信。

习近平指出，做好今年工
作，重点要把握好以下几点。一
是尊崇党章，严格执行准则和
条例。二是坚持坚持再坚持，把

作风建设抓到底。要用铁的纪
律整治各种面上的顶风违纪行
为，有多少就处理多少。领导干
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
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三是
实现不敢腐，坚决遏制腐败现
象滋生蔓延势头。要加大国际
追逃追赃力度。四是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对基层
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
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
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
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五是

标本兼治，净化政治生态。
习近平强调，要增强领导干

部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各
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善于
从政治上看问题，站稳立场、把
准方向，始终忠诚于党，始终牢
记政治责任。

习近平指出，要完善监督
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
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
对国家机器的监督。要整合问
责制度，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
责必问、问责必严。要健全国家

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
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
察体系。要强化巡视监督，推动
巡视向纵深发展。对巡视发现
的问题和线索，要分类处置、注
重统筹，在件件有着落上集中
发力。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个武器，让批评和自我批评
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
要抓住“关键少数”，破解一把
手监督难题，领导干部责任越
重大、岗位越重要，就越要加强
监督。

近日，山东省纪委通报10起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典型问题：

聊城市科技局原党组书记、局
长刘淼因下属违规审批审核科技
项目、虚报冒领专项资金等问题受
到责任追究，聊城市委给予刘淼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按程序免去党组
书记、局长职务。

文登师范学校党委委员、纪委
书记邢玉威因学校组织公款旅游
受到责任追究，威海市纪委给予邢
玉威党内警告处分。

东营市东营区卫生和计划生
育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关涛和党组
成员、副局长王进文因单位纠正办
公用房面积超标问题不力受到责
任追究，当事人受党内警告处分。

莱芜市钢城区环保局原党组
书记、局长吕明义因单位公车私用
问题受到责任追究，莱芜市钢城区
委区直机关工委给予吕明义党内
警告处分。

平原县司法局原党组书记、局
长刘传国因下属违规兼职等问题
受到责任追究，平原县纪委给予刘
传国党内警告处分。

滨州市滨城区农业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主任科员戴书三因下
属单位违规收费、设立“小金库”问
题受到责任追究，滨城区纪委给予
戴书三党内警告处分，对“小金库”
予以收缴。

东明县农业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乔青松因该县多次发生村集体
虚报冒领、扣取群众粮食直补款问
题受到责任追究，东明县纪委给予
乔青松党内警告处分。

济宁市兖州区兽医站党支部
书记、站长王伯川因下属违纪违法
问题受到责任追究，兖州区纪委给
予王伯川党内警告处分。

枣庄市市中区周村水库管理
处党支部书记、主任倪大千因单位
落实处分决定不力受到责任追究，
枣庄市市中区农业局党委给予倪
大千党内警告处分。

泰安市岱岳区房村镇南阳关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冯党，
党支部副书记、纪检委员冯海洋因
该村挪用危房改造资金、违规发放
奖品受到责任追究，房村镇党委给
予冯党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冯
海洋党内警告处分。

通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
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要承担
起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认真履行监督责任，严格落
实“一案双查”，持续加大责任追究
力度，对典型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
光，推动“两个责任”落地生根。

据山东省纪委监察厅网站

下属冒领专项资金

科技局长被免职

过节前一天

“一把手”先开会

下下属属公公车车私私用用，，““一一把把手手””也也要要受受处处分分
我省加强“两个责任”落实，强化党员责任担当

习习近近平平：：今今年年实实现现不不敢敢腐腐
坚持再坚持，把作风建设抓到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对下属违纪问题，作为“一
把手”，以前往往碍于情面，得
过且过。但在2015年，省委、省
纪委坚持把落实“两个责任”作
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狠抓压力传导，强化责任追究，
促使各级党委、纪委特别是“一
把手”必须重视自己肩负的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
任。

本报记者 陈玮

2015年1月，山东某县局
长赵萌在省纪委监察厅网站
上看到一则新的通报——— 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通报。
在通报中，有的“一把手”因
为中层干部违纪被给予党纪
处分，有的镇领导因为村干
部违纪被诫勉谈话，甚至有
的领导因为下属公车私用被
给予党纪处分。

2015年，省纪委把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发生系
统性、区域性腐败问题作为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重
点，落实“一案双查”，既追究

领导责任，又追究主体责任、
监督责任；分期分批集中通
报曝光责任追究典型案例，
持续释放严肃问责信号，扎
实推动“两个责任”落实。

“以前觉得不好意思管，
尤其是下属办婚宴，基本不
管，觉得这是别人的私事，不
应该泼冷水。”赵萌说，“现在
意识到自己有主体责任，应
该要把违纪行为管起来。”

潍坊一村支部书记说，
2015年10月，有名下属的孩
子结婚宴请同事，他出面制
止，对方不听，他就把1月份

的通报拿出来给他看。“对方
理解了，就没再继续，避免了
违纪行为。”

在省直机关处级干部
王东看来，单位的“一把手

“和负责纪检的领导也开始
重视“两个责任”。每到节日
放假前一天，领导都会召集
处级以上干部开会，强调过
节纪律。2015年，山东全省
共实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追究1036人，党纪政纪处分
257人。王东认为，处罚力度
加大，倒逼着主体责任和监
督责任的落实。

谁的宴请

也不参加了

为推动“两个责任“落
实，不少地方推出了新制
度，有的对党委、纪委履行

“两个责任”实行清单化管
理，切实提升针对性和实效
性。

“责任追究正在倒逼着
制度细化，落实到个人”。王
东说。

寿光市羊口镇党委书
记吴广兴曾公开表示，“以
前凡是党风廉政建设方面
的工作一律交纪检组织办

理，自己很少过问，对自己
的责任也不是十分清楚。”
如今，吴广兴通过定期组
织班子会议专题研究推进
措施，定期听取纪委书记
汇报，组织完善作风建设
长效机制，落实与班子成
员谈心谈话制度，重要案
件会亲自督办，脑子里自
觉 绷 起 了 主 体 责 任 这 根
弦。”而同时，赵萌也在规
范着自己的行为，按照要
求 一 条 条 地 给 自 己 画 红

线。“自己做好了，才能更
好地落实责任，让大家信
服。”

一位负责纪检的干部
说，原来碍于情面，也会参
加 同 事 和 下 属 单 位 的 宴
请，但都是正常的吃饭，没
有超标行为。“今年我取消
了所有同事的宴请，只跟
家人、朋友一起出去吃饭，
本来我就是搞纪检的，要
在纪律问题上给自己把好
关。”

子女从业、个人收入

当面被质问

山东省在2015年开展
的述廉工作中统一加上述
责的内容，有效强化了各级
党政主要负责人的“第一责
任人”意识，同时也调动了
纪委委员履行监督责任的
积极性。据介绍，我省4个试
点市的述廉述责共有135名
领导干部参加，128名市纪
委委员现场提问、质询问题
256个。

德州市纪委工作人员

说，要针对述廉述责对象
的职务、行业特点及个人
报告事项，综合纪律审查、
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提前收集市纪委委员的质
询问题和建议。在述廉述
责过程中，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个人廉洁
从政以及个人收入、配偶
子女从业、房产、投资、出
国（境）等情况都要如实汇
报，市纪委委员就汇报情

况进行询问质询。询问质
询后，市纪委委员根据述
廉 述 责 及 平 时 掌 握 的 情
况，对述廉述责对象进行
现场评议、量化打分。“红
脸出汗”，有的负责人这样
形 容 自 己 的 述 廉 述 责 过
程，“述廉述责的形式，促
进自省，更好地落实两个
责任。”

（应受访人要求，赵萌、
王东为化名）

2015年10月，有名下属的孩
子结婚宴请同事，他出面制止，对
方不听，他就把1月份的通报拿出
来给他看。“对方理解了，就没再
继续，避免了违纪行为。”

“今年我取消了所有同事的
宴请，只跟家人、朋友一起出去吃
饭，本来我就是搞纪检的，要在纪
律问题上给自己把好关。”

在述廉述责过程中，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个人廉洁
从政以及个人收入、配偶子女从
业、房产、投资、出国（境）等情况
都要如实汇报，市纪委委员就汇
报情况进行询问质询。

山东首届廉政书画漫画大赛
漫画类获奖作品《我的老伴》。

据山东省纪委监察厅网站

相关新闻


	A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