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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李林俊

纪检 监 察 机关 是 政 治 机
关，纪检监察工作是政治工作，
开展政治监督是纪检监察机关
的首要任务。

过去一年 ， 湖南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紧扣党和国家中心工
作强化政治监督， 推进政治监
督具体化 、精准化 、常态化 ，努
力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在湖南落实落
地， 为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心系“国之大者”
保障重大决策落地
2020 年 9 月， 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湖南，勉励湖南打造“三
个高地 ”、践行 “四新 ”使命 ，从
战略和全局高度为新时代湖南
发展确立了新坐标、 锚定了新
方位、赋予了新使命。

聚焦 “千年大计 、 国家大
事”。 两年多来，全省纪检监察
机关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
殷嘱托， 围绕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主
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跟进监督、
全程监督、精准监督，确保政令
畅通、令行禁止。

“我们将监督科技部门强
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推进创
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作为政治监
督的重点内容， 建立监督任务
台账督促落实。 ”省纪委监委驻
省科技厅纪检监察组相关负责
人介绍，去年，该组推动省科技
厅出台 《精准服务企业科技政
策》及其配套工作机制，并围绕
该政策以及其他惠企政策落实
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同时，督促
省科技厅开展“走出机关、主动
服务”活动，深入高新技术企业
了解技术需要和困难，助推“湖
南制造 ”向 “湖南智造 ”大步迈
进。

为提升监督质效 ，2022 年
上半年， 省纪委监委驻省工信
厅纪检监察组出台《关于“项目
化” 推进政治监督的实施办法
（试行）》， 建立监督任务清单 、
责任清单、 问题清单、 落实清
单，实行清单式管理、销号式对
账，着力打造链条化、闭环式监
督，持续督促推进产业发展“万
千百”工程，助推重大项目快速
落地落实。

强化政治监督 ， 既要明确
“抓什么”，还应注重“怎么抓”。
为确保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省纪委监委
持续开展 “洞庭清波” 专项监
督，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2 年 2 月， 省纪委监委
印发 《全省巩固深化 “洞庭清
波 ”专项监督工作方案 》，明确
将“五个严查”列为巩固深化专
项监督阶段工作重点。 同时，省
纪委监委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反馈、《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
示片》 披露和省级环保督察发
现的问题为重点， 聚焦年度整
改任务制定问题整改清单和监
督工作清单， 督促各级党委政
府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
任。

两张清单成为推动整改的
有效抓手。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针对清单中的问题进行全面梳
理，将问题摆上台面，加大督办
问责力度， 推动政治监督往深
里走、往实里走。

从“打虎”“拍蝇”到保障和
改善民生， 从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到全面乡村振兴，从推动“湖
南制造”到“湖南智造”，湖南纪
检监察机关开展政治监督的焦
点始终围绕关乎全局、 关乎长
远、关乎根本的“国之大者”，确
保党中央战略决策落实在湖南
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

做实专项监督
推进重点领域治理
“主营业务收入 1.52 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7677.34 万元，
增长 102.25%。 ”这是聚宝金昊
农业高科有限公司的 2022 年
度成绩单。 公司负责人介绍，得
益于真查 、真改 、真治 ，企业体
制机制进一步理顺， 企业活力
被充分激发。

2022 年 9 月， 湘潭市纪委
监委开展全市粮食购销领域腐
败问题专项整治。 在专项整治
和专项巡察过程中发现， 聚宝
公司存在政策性资产与经营性
资产未分离、 内部管理存在漏
洞、财务不规范等问题。 市纪委
监委召集公司所属集团党委
主 要 负 责 人 共 商 整 改 方 案 ：
调整 7 个重要岗位工作人员
19 名 ；修订完善 26 项制度，建
立了粮食保管安全监管等 7 项
制度。 经过实打实的整改，湘潭
这一粮食龙头企业实现浴火重
生。

这是湖南纪检监察机关做
实做细监督、 不断提高监督效
能的一个缩影。 聚焦常态化、长
效化防范和治理腐败及作风问
题，去年来，湖南持续开展并深
化巩固违规举债和虚假化债 、

“洞庭清波 ”等专项监督 ，社保
基金领域、 工程项目招投标突
出问题和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
题等专项整治， 解决了一批问
题、净化了一方政治生态。

2022 年上半年， 湖南深化
整治领导干部违规收送红包礼
金问题， 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体
制机制、优化工作方法。 专项整
治明确 “自查从宽 、被查从严 ”
原则， 探索设立两个半月的自
查自纠窗口期， 凡是当年 6 月
30 日前主动上交违规收受红包
礼金的，视为主动整改；对不主
动上交或在自查自纠后仍违规
收送红包礼金的， 一律先免职
再从严处理。 自查自纠后，全省
纪检监察机关再对巡视巡察 、
监督检查、 审查调查和信访举
报中发现的领导干部违规收送
红包礼金问题线索进行全面核
查， 让妄图掩人耳目的违规收
送行为无处遁形。

针对工程建设招投标监管
难题， 湖南充分发挥大数据作
用 ，共采集 、校核全省 47331 个
工程建设招投标项目标段数
据，并形成了一整套数据分析、
问题线索分办、核查情况分析、
针对性整改的全周期闭环工作
模式， 深挖彻查职业串通投标
团伙和背后的 “保护伞 ”，推动
招投标专项整治向纵深发展。

理顺监督机制
监督常在形成常态
“针对现阶段一些党员干

部出现的躺平现象， 要树立鲜
明的选人用人导向， 激发党员
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对
‘关键少数’的监督管理不够严
紧硬，压力传导不够。 ”2022 年
7 月 27 日， 在永州市委常委班
子召开的“镜鉴”以案促改净化
修复政治生态专题民主生活会
上， 班子成员之间的批评充满
辣味。

去年初， 省纪委监委针对
高建华 、唐湘林 、颜海林 、张贺
文以及周立夫、周新辉、唐军严
重违纪违法案， 决定在永州部
署开展为期一年的“镜鉴”以案
促改净化修复政治生态专项活
动， 通过 7 个方面的 “规定动
作”，强化“关键少数”的教育管
理监督， 推动净化修复永州政

治生态。
过去一年，湖南把紧盯“关

键少数”，突出对“一把手”的监
督， 作为做实政治监督的重要
抓手。 去年 1 至 10 月 ，全省纪
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各级
“一把手”646 人，严肃查处了曹
炯芳 、汤跃武 、阳卫国 、赵应云
等一批市县、 省直、 金融机构
“一把手”腐败案件，谢高进、周
建光等多名 “一把手” 主动投
案。

2022 年 4 月，省委印发《关
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
监督的若干措施》，围绕强化上
级党委（党组）对下级“一把手”
和领导班子的监督、 强化同级
领导班子监督、 强化纪检监察
机关的专责监督、 强化各项各
类监督的贯通融合 4 大方面 ，
实化细化 28 项具体监督举措 ，
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湖
南落实落细、见行见效。

为确 保 制 度措 施 生 威 发
力，全省通过一级抓一级、层层
抓落实 ，督促 “一把手 ”主动接
受监督。 张家界桑植县纪委监
委多措并举织密“一把手”监督
网， 通过下发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提醒卡、 开展常态化提
醒谈话和旁听庭审现场等 ，积
极探索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
有效路径和措施； 益阳市资阳
区探索开展科局级单位 “一把
手” 向区纪委委员述责述廉评
议活动 ，进一步督促 “一把手 ”
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

此外， 湖南坚持把谈话作
为“一把手”监督的重点。 《若干
措施》第 20 条规定了纪检监察
机关委托谈话的内容， 明确对
一些反映轻微且具有普遍性和
倾向性的问题，委托上级“一把
手”及时进行面对面约谈提醒，
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

“加强对 ‘一把手 ’履行管
党治党主体责任情况的政治监
督，推动‘两个责任’同向发力、
同频共振， 督促各级领导干部
严以律己、 严负其责、 严管其
辖。 ”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将持续
强化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
督 3 类措施的综合运用， 不断
提高对 “一把手 ”的监督效能 ，
让监督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湖南纪检监察机关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

聚焦“两个维护” 强化政治监督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过去一年，湖南纪检监察机关深刻把
握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即日起，《湖南法治报》推出“永远吹
冲锋号”系列报道，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湖南实践鼓与呼。

岳阳市纪委监委干部在洞庭湖水域现场监督检查生态环境治理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