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条挂帐 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2020 年 9 月的三湘大地，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 习近平总书记来湖南考察调研，让三
湘儿女精神振奋。

习总书记考察时强调，要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贯彻新
发展理念， 着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内陆地区改革
开放的高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
子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 ，在推
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彰显
新担当，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湖南新篇章。

总书记的讲话为湖南发展指明了新方
向。 考察结束后，当天下午省纪委监委就召
开常委会，传达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并
举办全省纪检监察领导干部培训班，第一时
间将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到县一级纪
委监委。 系统梳理总书记重要讲话，明确五
个方面重点工作，开具 22 条任务清单，下发
专门文件要求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跟进监督
精准监督全程监督。

此外，省纪委监委还完善习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专门监督机制， 对 2019 年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涉湘、涉纪重要指示批示拉
条挂帐，紧盯不放，逐一落实。 对习总书记作
出重要批示的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
情况整改、供销合作系统腐败问题等部署整
治，坚决查处对党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
置若罔闻、应付了事、弄虚作假、阳奉阴违等
行为。 全省共查处违反政治纪律案件 293 件
293 人、 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
件 173 件。

全力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 保卫人民生命安全

“同志们，在督查中遵守工作纪律，戴好
口罩 ，注意个人卫生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 ”这是每日督查前衡山县纪委监委
第五监督组组长杨光玖都要提醒组员的话。

2020 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美好春节假期，困在家
中寸步难行。 为了抗“疫”，湖南“纪检人”风
雨无阻 ，冒着寒冬 ，穿梭在各大医院 、隔离
点、汽车站等人员流动大的地方进行监督检
查，生怕遗漏监督死角。

大战大考中方显担当本色。 为了全力打
赢这场疫情狙击战，保卫人民生命安全。 全

省纪检监察干部闻令而动 、勇担使命 ，科学
精准稳慎有效实施监督，确保党中央和省委
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疫情防控阻击战一打响，省纪委监委闻
令而动，全员进入“战时”状态 ，公开发布 10
项纪律、9 条措施，要求全省各级纪委监委在
大局下行动，服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统一
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调度。 设立专门举报电
话，建立涉疫举报“五个当天”的快查快处机
制，省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紧扣驻在单
位职责，针对病员救治、防疫物资生产管理、
物价监管、野生动物退养 、重点部位防疫等
强化监督 ；各县市乡纪委挺身而出 、连续奋
战，既“贴身”从严监督，又精准审慎问责。 严
肃查处擅离职守、临阵脱逃的张家界市疾控
中心李文杰等涉疫案件 724 件 845 人， 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 470 人； 为 35 人容错纠错，为
18 人澄清正名，保障了抗疫顺利进行。

从抓好疫情防控监督工作，到聚焦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跟进监督，全
省纪检监察机关突出政治监督、严格日常监
督 ，在大战中践行了初心使命 ，在大考中交
出了合格答卷。

服务保障“六稳”“六保” 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

走进湖南圆梦医疗器械公司生产车间，
机器轰鸣，员工在生产线上熟练地操作。 这
是怀化应对疫情招商引进的防疫物资生产
企业，从审批注册到投产仅用了一个多月时
间。

“即使不发生疫情 ，过去医疗器械注册
往往需要 6 到 9 个月时间，拿到医疗器械注
册证后还需办理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方可
投入生产，又需要花几个月时间。 ”公司负责
人苏靖雯说。

2020 年，怀化把保市场主体放在“六保”
中的突出位置 ，成立了 “两需求一贯通 ”（贯
通行政审批、融资和政策需求）办公室，怀化
纪委监委同步成立督查督办组，督查破除影
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的各种障碍和壁垒，全
力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

怀化市的举措是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服
务保障“六稳”“六保”，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一个缩影。

过去一年 ，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把服务
“六稳”“六保” 作为硬任务， 围绕保要素供
给、促服务升级、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等，
加强对财政资金下拨 、减税降费 、稳企稳岗
稳就业、深化“放管服”和“一次办结”改革等

工作的监督。 省纪委监委会同省政府有关部
门深入长沙、益阳等地，就复工复产、减税降
费等政策落实情况开展 “解剖麻雀 ”式调研
督导。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 省纪委监委出台
《关于规范政商交往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
关系的意见 》， 列出政商交往 15 条正面清
单、12 条负面清单，鼓励干部亲而有度、清而
有为。 在每个市州明确 2 家企业派员驻点调
研，班子成员分头深入 58 家企业实地走访。
建立健全营商环境问题线索受理、移送和督
办专门机制，处置落实惠企政策不力的问题
线索 785 件，处理党员干部 347 人。

强力整治违规举债。 深挖细查违规举债
背后的腐败问题和利益链，加强对各级各部
门投融资平台公司的巡视巡察，加大对政府
债务问题的跟进监督和跟踪审计力度。 2020
年发现并查处了常德市 5 家投融资平台公
司违法违规收取融资顾问费和衡阳县违规
新增政府隐性债务等问题，对湘西经开区原
党工委书记向顺荣、湘潭经开区原党工委书
记喻湘等采取留置措施。

聚力防治污染攻坚战 守护好一江碧水

冬日里 ，益阳大通湖碧波荡漾 ，迎来了
15 种超 10 万只候鸟过冬。 继去年首次迎来
小天鹅后，今年还迎来了 4 只一级保护动物
白鹤、400 余只珍稀鸟类灰雁。

益阳大通湖 ，素有 “洞庭之心 ”的称号 。
因为农业面源污染 、城乡生活污染 、水体富
营养化等问题突出，2016 年大通湖水质被评
为劣 V 类。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守
护好一江碧水”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纪委监
委“洞庭清波”专项行动要求，益阳市纪委监
委坚决扛起保障生态环境治理制度执行的
重大责任，坚持把推进问题整改清零作为大
通湖水环境治理的主线， 建立《益阳市环境
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总台账》， 其中涉及大通
湖水环境治理问题 190 件，已办结或完成整
改 166 件。 对地区和部门履职情况进行全程
监督，推动政策措施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

据数据显示 ， 目前大通湖流域已完成
2.442 万亩精养池塘的退养和 2.12 万亩池塘
生态改造 ；清退欧美黑杨 2.67 万亩 ；大通湖
流域周边的 14 个乡镇已全部建成污水处理
设施，完成厕所改造37093 户，有效解决了大
通湖流域城乡生活污染等问题。 昔日劣 V 类
湖泊已演变成了鸟类天堂。

今年来，牢记习总书记“守护好一江碧水”的
嘱托，省纪委监委牵头开展“洞庭清波”专项行
动， 全面梳理环洞庭湖 4市生态环境污染问题，
制定下达两张“清单”，交办 44 个突出环境问题
和 66项具体任务， 直接挂牌督办突出环境问题
10个，督促推动张家界大鲵保护区 86 座小水
电全部退出。 紧盯环保项目审批建设和资金
分配使用 ， 严查环境污染背后的利益链和
“保护伞”，共问责追责 1295 人，其中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 247 人。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 ”规划
收官之年，全省各级纪委监委自觉将纪检监
察工作置于大局大势之下思考谋划，时刻对
“国之大者 ”心中有数 ，聚焦各方责任 、政策
措施 、纪律要求等落实情况 ，推动政治监督
具体化常态化，为实施“三高四新”战略提供
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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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
将“两个维护”落实落细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雷昕
通讯员 吴哲

2020 年是中国历史上极
不寻常的一年。 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决战脱贫攻坚、决胜
全面小康、 聚力污染防治等
各种压力与挑战纷至沓来 。
习近平总书记来湖南考察调
研，提出“三高四新”新战略，
更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指明了
新路子。

国之大者， 是党员领导
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为落实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及党中央、省委的重要工
作决策部署， 湖南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坚定不移扛起管党
治党政治责任， 不断推动政
治监督常态化具体化，将“两
个维护”落实落细。

绿头野鸭在大通湖湖面上
悠然自得戏水， 把这里当
作了赖以生存的“天堂’。

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 清水潺潺，消
失的大鲵渐渐回来了。

改善后的大通湖水质清澈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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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各种
压力挑战， 湖南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坚决贯彻中央纪
委和省委部署， 紧紧围绕
高质量发展主题， 充分发
挥监督保障执行、 促进完
善发展作用， 推动全省党
风政风、 政治生态持续好
转。 即日起，湖南省纪委监
委联合法制周报开辟 “清
风瞭望 ”专版 ，刊发 “清廉
湖南 2020·推动纪检监察
工作高质量发展” 系列报
道， 回顾过去一年我省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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