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电视上反映老百姓的事
情多了、规范执法执纪多了、勤
俭节约的多了，感觉现在的政府
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实事。希望
更多这种务实的作风，更多为群
众办实事的干部。

黔西南州晴隆县三宝街道新

箐社区群众 龙启情

我们县紧盯政务服务中心作风转
变，对全县营商环境整治、干部作风
建设开展专项监督，着力发现整治工
作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
题，群众到政务服务大厅办事更舒
心、更快捷了。

铜仁市石阡县人民政府政务服务

中心党组书记、主任 赵运金

过去我们老百姓反映问题，一
些干部总是语气生硬、没有耐心、
推诿扯皮。钟山区通过开展纠“四
风”十大专项行动后，干部作风有
了很大的转变，现在干部还主动上
门帮忙解决问题，再也不用到处
跑、反复跑。

六盘水市钟山区南开乡沙拉村

村民 王家国

我们在群众家门口张贴“纪
委书记便民服务卡”，公开监督
电话，持续深化整治服务群众工
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让群众从一个个具体问题的
解决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毕节市纪委监委民生监督检

查室主任 高扬

通过持续清理整治各类 QQ 群、
微信群、政务新媒体，现在盯着手机
屏幕的时间少了，我们也有更多时间
和精力去做本职工作了，希望进一步
精简文件、改进会风、规范督查检
查，让“基层减负”真正落到实处。

遵义市习水县住建局办公室工作

人员 何利勤

我们县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
问题，开设“清廉榕江·作风问效”电视
专栏后，群众居高不下的关注度让“懒、
散、慢、浮、拖”干部“红脸出汗”，全
县党员干部作风明显好转。希望针对“躺
平式”干部在全县开展专项整治，推动实
现系统治理提升。

黔东南州榕江县委组织部工作人员

韦俊文

最近经常在网上看到干部纪律作风
方面的案例通报，看得出纪委是下真功
夫整治干部作风问题，特别是对一些干部
不作为乱作为导致民生资金发放不到位
等问题，整治力度越来越大。建议这样的
作风整治一直坚持下去，让惠民政策真正
惠及我们老百姓。

黔南州三都自治县凤羽街道城南社

区群众 潘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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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项监督为抓手以专项监督为抓手
将将““三不腐三不腐””一体推进一体推进贯穿作风建设始终贯穿作风建设始终

■ 黔清风

贵
州
贵
州

“全省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 1044起，党纪政务处分 976人，其
中县处级干部 23 人，科级及以下干部
953人……”近日，贵州省纪委监委网
站公布今年上半年全省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释放对“四风”
问题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强烈信号。

“2022 年 是 贵 州 全 面 铺 展 ‘ 十 四
五’规划、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统揽全
局的关键之年，必须以优良的作风护航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纪委监委有
关负责同志介绍，贵州省委、省政府印
发 《2022 年贵州省改进作风狠抓落实
工作要点》，要求全省从上到下来一场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革命，
从“一把手”做起，从“指挥棒”改
起，从“小切口”抓起，通过扎扎实实
的举措、一步步努力，让干部群众看到
实实在在的变化。

贵州省纪委监委深入贯彻中央纪委
六次全会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在全省
部署开展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专
项监督工作，将“三不腐”一体推进贯

穿作风建设始终，坚持风腐一体纠治、
坚持纠“四风”树新风并举，坚决纠治影
响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加重基层负担
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入整治损害党
的形象、群众反映强烈的享乐主义、奢靡
之风，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

铜仁市德江县钱家乡政府工作人员
梅某，在负责代收群众养老保险金工作
中，不担当不作为，仅凭记忆上缴代收
资金，致使 111 名群众养老保险金被漏
缴，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贵阳市开阳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干
部王某某在贯彻落实上级安排部署中弄
虚作假，采取伪造图片、资料等方式，
谎报“完成”工作任务，造成不良影
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加强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整治力度，健全完善问题
查处月报告、典型问题通报曝光、问题
线索沟通协作等制度机制，紧盯“关键
少数”和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深入治
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

维护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今
年上半年，全省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处理 533 起，处理 748 人，重
点整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
为等问题643个，党纪政务处分498人。

坚持从一顿饭、一张购物卡、一次公
车私用等一件件“小事”抓起，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紧盯关键节点，严肃查处违规
公款吃喝、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私车公养
等问题，聚焦违规购买使用高档酒、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
治。截至今年 6 月，全省共查处享乐主
义、奢靡之风问题511起，处理691人。

与此同时，监督手段也在不断升
级。省纪委监委健全完善“三公”经费监
管系统、公务用车管理系统，督促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及时核查处置异常数据，用科
技手段赋能日常监督。安顺市纪委监委通
过公车监督管理服务信息平台发现并查
处了该市紫云自治县档案馆负责人陈某
违规公车私用问题；黔南州龙里县纪委
监委利用该县公务消费监管系统，迅速
查处某单位负责人罗某虚开办公用品及

耗材发票，冲销公款购酒费用的问题。
“既保持高压态势、确保震慑常

在，又加强教育引导、弘扬新风正气，
督促完善治理。”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
同志表示，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
纠树并举，以典型案例强化警示教育，
针对反复出现的问题，从制度机制上找
原因，建立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确
保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化风成俗。

“不准违规参与‘饭局’‘牌局’、
不准酒后驾驶机动车、不准违背社会公
序良俗……”近日，黔东南州台江县党
员干部通过手机收到了一条“特殊”的
短信提醒。

今年 5月，台江县纪委监委针对近
期查处的党员干部违规饮酒、公款吃喝
问题，整合纪检监察机关、相关职能部
门力量开展专项整治，在着力纠治享乐
主义、奢靡之风突出问题的同时，印发
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红线清单，
向全县党员干部划出 10个方面红线，要
求党员干部全面对照检视，扎实抓好以
案示警、以案为戒、以案促改。

处理人数 14391439人 （涉及县处级干部 3838人，
乡科级及以下干部 14011401人）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976976人

全省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0441044起

截至
6月30日

全省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511511起，处理691691人

其中，查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 196196起，违规发放津补贴

或福利问题 101101起，公款旅游以及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等旅游活动安排

2525起，违规吃喝问题101101起

全省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处理533533起，处理748748人
其中，查处“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

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

505505起，处理人数712712人

截至
6月30日

上半年全省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上半年全省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四风”顽疾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十二届省

纪委六次全会提出，加快推进大数据信息化建设应

用，利用科技手段提升专业化水平。今年以来，全

省纪检监察机关以借力信息技术提高监督效能为着

力点，不断创新监督方式：遵义市纪委监委紧盯

“四风”苗头性、倾向性、隐蔽性问题，在全市开

展“码上监督”；黔东南州纪委监委运用大数据比

对深挖违规公款吃喝问题线索；黔南州纪委监委根

据大数据分析发现的“吃公函”等易发多发问题，

强化公务接待费用报销流程的线上监管……各地纪

检监察机关通过信息化技术与纪检监察工作深度融

合，运用“大数据”手段不断拓宽群众监督渠道，

持续深入开展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专项监

督，有力祛除“四风”“障眼法”，坚决防止隐形变

异“四风”问题滋生蔓延。

评评点点

“现在办事方便多了，工作人
员也很热情，需要啥资料一次性就
说清楚，再也不用跑冤枉路，办事
速度更快了。”7 月 20 日下午，正
在遵义市桐梓县九坝镇政务大厅社
保窗口办完事情的张大哥开心地
说，以前办事要走几个窗口，现在
只需要到一个窗口交一套资料就办
完所有事。

今年 6月，桐梓县纪委监委充分
运用“码上监督·马上办”智能监督
平台，鼓励群众开展干部作风监督，
进行问题举报，通过将纪检监察日
常“线下监督”与群众实时“线上监
督”结合，倒逼干部作风转变。

不久前，县纪委监委在该平台
收到一条九坝镇村民张龙近反映该
镇派出所户籍窗口干部服务态度不
好、办事效率低，其办理分户手续
多次跑腿的问题。在对问题线索进

行分析研判后，县纪委监委立即开
展调查核实。

原来，张龙近因父亲过世早，
母亲外嫁，户口一直在叔叔名下，
成年后，他便想单独立户。但在办
理分户过程中，该镇户籍窗口人员
未尽到一次性告知义务，多次以材
料不全为由不予办理，张龙近在派
出所、自然资源所和村里来回跑，
而分户手续迟迟未办妥。

窗口服务工作，直接面对人民
群众，工作人员一言一行都关系到
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
针对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差、不认真
履职的问题，县纪委监委当即进行
批评教育，督促指导帮助群众办理
相关事宜。在到村委会、自然资源
所出具常住人口、自建房屋证明
后，张龙近很快办结了分户手续。

针对该问题暴露出的干部作风

短板，桐梓县纪委监委明确由党风
政风监督室牵头成立督查组，采取
明察暗访、突击察访等方式，对全县
特别是窗口部门干部执行工作纪
律、办事效率、服务态度等开展实地
督查，深入查找服务怠慢、故意刁
难、无故拖延办事群众，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等作风顽疾，并将发现
问题、暗访视频制作成警示教育专
题片，召开干部作风警示教育大会，
全县通报曝光，重申纪律要求。

截至目前，该县纪委监委共督
查单位部门65个，发现并交办问题
13个，制作微视频、微电影、警示
教育片 4 部；各单位部门自行查摆
问题 85 个，立行立改 68 个，开展
警示教育、干部集中约谈 108 场，
覆盖干部5000余人次。现在，该县
干部作风不断向善向好，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

“码上监督”助推“马上就办”

●●整治形式主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干部群众怎么说干部群众怎么说

●●监督故事监督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