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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起来紧起来，人力、物力、精力尽可能沉到一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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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疫情发生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齐心协力、迎难而上，作风整肃、纪律
严明，广大人民群众携手同心、共渡难关。但
极少数党员干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泄露工
作秘密，影响极坏。

9月18 日，成都市纪委监委公开通报曝光
3 起泄露疫情防控工作信息典型案例，一经发
出，迅速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警示震慑作用即
时显现。“疫情防控工作信息泄露，会造成大量
人员无序流动、抢购、涨价、囤积等一系列问题
和风险发生，对失泄密者，必须严肃处理。”成
都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相关负责人说。

疫情防控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容不得半点闪失。成都市纪委监委
坚决纠治查处思想松懈、麻痹大意，执行不力、
流于形式，责任走空、作风漂浮等违规违纪行
为。其中，严肃问责相关市属医疗机构院内感
染等典型问题，给予相关领导和人员党内警告
处分或组织处理。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打赢疫情防控歼灭
战的大敌。市纪委监委紧盯党员干部不落实
疫情防控管理规定、耍官威搞特权等官僚主义
作派，严肃问责 2 人。与此同时，市纪委监委
与市委网信办建立互联网应急响应机制，强化
网上监测，认真研判分析群众关注的生活保
障、隔离转运、核酸检测、就医困难等热点问
题。针对 15 件涉疫网络舆情，成立工作专班，
坚持从严从快、分类处置，及时核实澄清。

非常之时用非常之力，非常之时守非常之
纪。成都市纪委监委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
来”要求，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目前，全

市已追责问责 36 人，正在审查调查 17 人。其
中已作出党纪政务处分13人，组织处理23人；
先后通报曝光典型案件4件23人。

一场疫情就是一场大考。在抗疫这场大
战大考中，我们看到了一支关键时刻特别有担
当、考验之中特别敢战斗、面对群众特别能奉
献的干部队伍。同时，纪检监察机关如何用好
监督利器，以什么样的方式更有效更有力融
入、参与疫情防控的面上工作、大局工作？怎
样找准职责定位开展督查，纪委的督查与其他
部门的督查有什么区别？非常时期如何依规
依纪开展追责问责，做到规范有序、实事求
是？与公安、网络理政中心等部门如何畅通问
题移送机制？如何适时向社会发布追责问责
等相关工作信息，达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
效果有机统一？如何构建高效的指挥体系，做
到有条不紊、忙而不乱？⋯⋯都需要反思总
结，做好复盘分析。

“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认真审视，工作中也还存在对疫情形势掌
握不全不深不细、监督预判性和前瞻性不足、监
督成果转化为疫情防控有效措施不多等问题。”
成都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踏星光无畏前来，迎晨曦无恙归去。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拼经济、搞
建设、抓发展是第一位任务，如何在赶考中更
加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
用，全市纪检监察机关义无反顾、责无旁贷，信
心满怀书写新的答卷。

李明韬 黄彭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
艾 程廷静 图片由成都市纪委监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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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刻书写非常答卷
——“8·25”疫情成都纪检监察人战“疫”记

金桂飘香，秋意渐浓。鏖战20

余日，成都终见来之不易的战“疫”

成果。

这是众志成城的胜利，这是义

无反顾地奔赴。连日来，成都纪检

监察人牢记政治机关属性，闻令而

动、各司其职，践行“四边工作法”，

通过压实防控责任、强化监督检查、

严肃追责问责，全力以赴投入疫情

防控“阻击战”。面对疫情，他们主

动请缨，既督又战，用实际行动检验

了“铸忠诚、创一流、振衣冠”专题教

育的最新成效，用责任与担当展现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铁

军风采，在坚守与温情中书写出非

常时刻的纪检战“疫”答卷。

锦悦西路 88 号。“8·25”疫情发生以
来，深夜的市纪委监委机关楼内灯火通
明，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地紧张进行。

“当此非常时刻，要全面动起来紧起
来，把疫情防控监督作为当前首要政治
监督任务。”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形
势，成都市纪委监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省委、市委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
要求，第一时间组织传达学习省纪委监
委《统筹做好抗震救灾、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监督工作的通知》，并转发各地
各部门贯彻落实。

“人力、物力、精力都尽可能沉到一
线去，力争‘全覆盖’。”8 月 31 日前后，成
都市纪委监委先后制发《进一步严明纪
律要求加强疫情防控监督工作的通知》

《进一步聚焦聚力开展疫情防控督查的
通知》，重申《众志成城抗击疫情六条禁
令》，要求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在做好自身
防控、严格落实防疫规定基础上，坚决纠
治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
问题，全力以赴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提供坚强保障。

“要坚持监督更深一层、更进一步，
着力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入查找表象背
后的作风、责任、机制等问题。”成都市纪
委监委主要负责人强调。市纪委监委党
风政风监督室制定疫情防控监督清单，
要求各督查组聚焦主责主业，紧盯上级

党组织部署要求是否落实、工作责任是
否“断链”、工作举措是否严实、工作作风
是否严谨、工作纪律是否严明、执行群众
纪律是否到位等精准监督，推动构筑严
密防线。

与时间赛跑，与疫情竞速。参加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专班和未进专班的
委班子成员，转换角色、迅速到位，有的
全周期、全链条参与指挥部的工作，有的
临危受命、雷厉风行，特殊时期特殊点位
特别要求，为市委和指挥部决策提供高
质量第一手真材实料；有的在多个重灾
区连轴转战、全程奋战在街道一线；有的
上下左右、里里外外、协调各方、服务保
障；有的领命而行、精准问责、宣传舆情、
有序调度；有的办案引领、一刻不停、审
查调查、齐头并进⋯⋯

上下联合，全体动员。前端室、后端
室、综合部门、巡察机构全员参与，成立
疫情防控督查组，兵分七路，下沉一线既

“督”又“战”；办公厅全力做好协调联络、
后勤保障，稳稳守住大后方；宣传部采编
相关新闻稿件 32 篇，收集网络舆情 36
条，发挥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桥梁作
用；党风政风监督室形成疫情督查报告
17 份，机关党委发出《战“疫”先锋快报》
13 期⋯⋯面临疫情考验，市纪委监委机
关干部以强担当、勇作为迅速进入“战
时”状态，与全市抗“疫”工作者一起共克
时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下沉监
督前，市纪委监委组织督查组全体成员
集中学习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疫情防
控的部署要求，全面掌握疫情防控各项
政策措施，仔细分析预判可能存在的风
险点和薄弱点，找准切入点、关键点，在
不影响防疫工作正常开展的前提下，让
监督更精准、更有力、更有效。

监督检查，重在用双脚“丈量”土地，
沉下去、沉到底。“半个多月时间，和同事
们一起走遍武侯的11个街道72个社区。”
市纪委监委第四疫情防控督查组负责监
督检查武侯区，组长告诉记者，“这两年
跑得比较多，跟一些社区干部成了‘老熟
人’，有时在菜市或小区门口遇见了，他
们还会拍拍胸脯告诉我‘随便看’。”

有相同感受的，还有第三督查组组
长。“锦江区书院、春熙、牛市口等街道老
旧院落较多，人员密集且管理规范性相
对较弱，根据以往工作经验，这些区域需
要重点监督提醒。本以为每天两万步可
以稳居朋友圈前三，忙里偷闲一盯，发现
还未进前十，同事们更是在拼啊。”

白天铺开监督，晚上集中分析。组
员们戴月而归后，各督查组详细汇总当
天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现象，组织集中
总结分析研究，由点及面、由表及里，抽
丝剥茧找出背后存在的作风、责任、机制
等深层次问题，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并
及时调整监督检查方向。

“督查期间，考虑到防疫和工作需
要，大家把家搬到了办公室，晚上讨论的
时间很充裕。”市纪委监委第一督查组组
长表示，“疫情防控督查是一次难得的学
习调研机会，每天大家讨论都很激烈，既
有理论性的，也有实践性的，一定程度上
实现了共同进步、共同提高。”

各核酸检测点也不乏纪检监察干部
的身影。市纪委监委会同市委办公厅、
市政府办公厅和市卫健委，成立全员核
酸检测质效督查组，对全市 56 个核酸检
测机构的规范化检测、检测质量等情况
开展24小时全天候驻点督查。

“监督的目的不仅是发现问题，更重
要的是将严的主基调传递至疫情防控各
环节，督促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各项部署
要求，及时查漏补缺、整改完善，把疫情防
控网织得更密更牢。”成都市纪委监委党
风政风监督室相关负责人介绍，其间，市
纪委监委疫情防控督查组共下沉 23 个区

（市）县开展靠前监督，发现并督促整改问
题320余个。

卫健、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承担着
重要职能职责，其履职履责情况是监督
重点之一。市纪委监委驻卫健、文广旅、
教育、交通运输、市场监管、民政、商务、
公安等部门纪检监察组全员参与、全面
下沉，推动做好风险人员排查、风险场所
管控、生活生产物资供给等工作。

保障市民“菜篮子”尤为重要。市纪
委监委驻市商务局纪检监察组组成 2 个
生活物资保障督查组，深入批发市场、零
售市场，对全市粮油、蔬菜、肉类等生活
必需品市场运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现
场反馈并纠正问题，要求企业坚决落实
保供人员“核酸日检”措施。

区（市）县纪委监委也在迅速行动。
成都 23 个区（市）县纪委监委强化“室组
地”联动，发挥“监督共同体”作用，分层分
级成立督导组，累计派出 3960 余人次，深
入定点救治医院、集中隔离场所、核酸检
测点等24970余个点位现场督导，建立“通
报+报告”工作机制，发现和纠治问题2150
余个。

“将严的主基调传递至疫情防控各环节”

“我是纪检监察干部，也是转业军人，虽然
年龄稍长，但身体素质尚可，可以上！”8月29日
下午，在看到市纪委监委机关疫情防控志愿者
招募动员令后，数十名干部踊跃报名，主动请缨
参加防疫志愿者服务队支援一线。“８·25”疫情
发生后，锦江区卓锦城小区疫情形势严峻，急需
人力支援。成都市纪委监委机关迅速组织成立
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先后两批次赶赴高风险区
卓锦城小区，支援一线疫情防控工作。搬运生
活物资、协助核酸检测、现场秩序维护、防疫政
策答疑、社区街道巡逻⋯⋯市纪委监委机关党
员志愿者服务队到达封控区后立即投入工作。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参与疫情防控，也
是对自身能力作风的一次淬炼。”市纪委监委研
究室干部张启迪是此次支援锦江区疫情防控的
一员，他表示，“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在志愿
服务中更应体现迎难而上的担当和‘严细深实’
的作风，保证每一项任务都做细做实。”

按照市防控指挥部要求，原则居家的部分
纪检监察干部也没有停下来，他们积极响应市
委、市纪委监委号召，就地加入志愿者服务队
伍，参与所在小区、院落疫情防控工作，与大家
一起齐心战“疫”。有的夫妻携手齐上阵，加入
小区志愿者队伍同心战“疫”；有的驻守村（社）

一线，与村（社）两委干部一道挥汗如雨、昼夜
鏖战；有的化身隔离点点长，在特殊的战场中
隔离风险、温暖相守；有的包干负责小区楼栋
单元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每天爬楼下楼、敲门
询问，成了居民口中的“楼管长”。

“感谢你们非常时期的帮助，不顾个人安危
守护好离我们最近的一道防线。中秋节来临之
际，希望你们家庭和睦，身体健康，事业顺心
⋯⋯”中秋前夕，成都市纪委监委机关志愿者服
务第二分队的队员们，收到一封特殊的感谢信，
来信者是锦江区成龙路街道卓锦城6期的住户。

“每天我们和社区、物业一道为居民做好
核酸检测、运送物资、清理垃圾等工作，没想到
今天收到了住户的感谢信，还有一些月饼和酸
奶，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温暖。”市纪委监委机关
志愿服务第二分队队长、市委巡察办巡察二处
副处长罗锐很感动。

市纪委监委第八纪检监察室副主任王磊的
感动来自于他正在读中学的女儿。“因为这次志
愿工作，我们第一次吃到了女儿做的饭。”9月2
日中午，为了支持父母参加小区志愿服务，平常
只是给家人打打下手的女儿独立做了顿午饭。

“不仅仅是女儿的爱，还有对自己党员身份的认
同，相信下一代以后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冲得上去”

“非常之时用非常之力，非常之时守非常之纪”

金堂县纪委监委干部在居住小区就地转为党
员志愿者，协助开展核酸采集信息录入工作

成都市国资国企纪检监察工委深入农产品市
场对疫情期间保供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锦江区纪委监委会同驻区委办纪检监察组深
入社区开展疫情防控监督检查

成都市纪委监委疫情防控督查组下沉一线开
展监督检查

成都市纪委监委机关志愿服务队下沉
高风险小区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工作

锦江像一条绿色长廊穿过城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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