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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揖概况铱 2016 年袁 在省纪委和无锡
市委领导下袁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尧 市各项
决策部署袁 认真履行党章赋予的职
责袁监督执纪问责袁为改革发展大局
清障护航袁推动野两个责任冶渊党委负
主体责任尧纪委负监督责任冤落到实
处袁严肃查纠野四风冶渊形式主义尧官
僚主义尧享乐主义尧奢靡之风冤突出
问题袁织密全面从严治党监督网络袁
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袁 加强
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袁 提升纪检监察
队伍素质袁 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取得明显成效遥 全年共接
受信访举报 4360 件次袁 立案 1472
件袁处分 1206 人袁其中涉及县处级
干部 20 人尧乡科级干部 74 人袁移送
司法机关 38 人遥 全市党员干部纪律
规矩意识增强袁党风政风持续好转遥

4 月 13 日袁 全省苏南片区专题
调研座谈会在无锡召开遥 无锡市委
常委尧 市纪委书记王唤春汇报全市
加强纪律建设袁用好野四种形态冶的
做法和体会遥

7 月 11耀12 日袁省委常委尧省纪
委书记弘强在无锡调研经济社会发
展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遥

渊徐丹妍冤

重要会议

揖全市执纪审查工作情况通报会铱
2 月 23 日袁 市纪委尧 监察局召开
2015 年全市执纪审查工作情况通报
会袁回应社会关切袁加大野开门办纪
检冶力度遥 市纪委副书记许峰通报全
市 2015 年执纪审查工作情况袁通过
25 组数据袁 总结执纪理念上坚持高
压态势尧执纪方式上坚持抓早抓小尧
执纪重点上坚持打野虎冶拍野蝇冶尧执
纪时效上坚持快查快结尧 执纪效果
上坚持以案治本工作特点遥 通报会
介绍 2016 年执纪审查重点工作袁强
调继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袁一
着不让纠正野四风冶问题袁坚决整治
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遥 叶新华日报曳尧江苏人民广
播电台尧叶无锡日报曳 等 12 家省尧市
新闻媒体在听取情况通报后袁就野形
成无处不在的监督网冶野快查快结成
效冶野四风随手拍冶等 7 个问题袁与市
纪委党风室尧信访室尧案管室相关负
责人进行互动交流遥

渊徐丹妍冤
揖市纪委十二届六次全会铱 2 月 26
日袁 中国共产党无锡市第十二届纪
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召
开遥 会议贯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系列重要讲话和中央纪委尧 省纪
委全会精神袁 分析当前形势袁 部署
2016 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遥 省委常委尧市委书记李小敏强
调袁 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重要讲
话精神袁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取得新成效袁 全面落实从严
管党治党新要求袁 提高党内监督水
平和实效遥 全会审议通过市委常委尧
市纪委书记王唤春代表市纪委常委
会作的叶忠诚履行职责袁狠抓工作落
实袁 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清
障护航曳工作报告遥 全会认为袁2015
年袁 各级纪委认真履行党章赋予的
神圣职责袁找准定位袁突出重点袁监
督执纪问责袁 推动全市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进展和新成
效遥 全会研究部署 2016 年无锡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袁 强调全面
贯彻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尧四
中尧五中全会精神袁深入落实习近平
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江苏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袁按照中央纪委尧省纪
委六次全会和市委九次尧 十次全会
部署要求袁保持坚强政治定力袁坚持
全面从严治党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袁
以党纪为基本准绳袁 加强党的纪律
建设袁忠诚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袁
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袁 健全法规
制度袁强化党内监督袁锲而不舍改进
作风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袁切实维护
群众利益袁 积极构建不敢腐尧 不能
腐尧不想腐的体制机制袁开创全市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局面遥
会上袁 市委与各地各部门签订 2016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遥

渊徐丹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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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无锡市纪委

揖市纪委十三届一次全会铱 9 月 29
日下午袁 中共无锡市第十三届纪律
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遥
全会应到纪委委员 35 人袁 实到 35
人遥 王唤春受中共无锡市第十三次
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主持全会遥 会
议选举产生中共无锡市纪律检查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曰 选举王唤春
为中共无锡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
记袁许峰尧孙英尧方力为副书记袁许麟
秋尧钱群尧陈熹尧程波尧李晓为常委遥
王唤春强调袁 新一届市纪委肩负的
使命光荣尧责任重大袁一定要在市委
和省纪委的领导下袁 全面履行党章
赋予的职责袁讲政治尧讲担当尧讲学
习尧讲廉洁袁做立场坚定的表率尧做
履职尽责的表率尧 做本领过硬的表
率尧做严于律己的表率袁以实际行动
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遥

渊徐丹妍冤
揖举办野两学一做冶专题报告会铱 6
月 29 日袁市纪委举办市纪委机关暨
市直机关纪检监察干部野两学一做冶
专题报告会袁市委常委尧市纪委书记
王唤春以 叶从党史中看如何做一名
合格的党员曳为题作专题报告遥 报告
会以宏阔的视野尧丰富的事例尧翔实
的史料真实再现建党以来波澜壮阔
的历史进程和毛泽东尧 周恩来等老
一辈革命领导人崇高伟大的精神丰
碑袁 讲述合格党员必须是一个有信
仰的人尧有情怀的人尧有担当的人尧
有操守的人遥 市纪委尧监察局机关全
体党员干部袁市各委办局纪检组渊纪
委冤尧监察室袁市各人民团体纪检组袁
市各直属单位纪委尧 监察室全体党
员干部参加报告会遥

渊徐丹妍冤
揖红军后代特别报告会铱 6 月 12 日
上午袁 市纪委邀请江西干部学院红
军后代授课团成员赵珈珈尧彭程尧赖
沛龙作 野红色故事会要要要追忆前辈
人生坐标冶特别报告会袁报告会以对
话形式讲述革命先辈的光辉事迹袁
教育引导领导干部继承和发扬党的
优良传统遥 报告会采取电视电话会
议的形式袁 全市四套班子领导和县
处级领导干部在主会场参加报告
会袁各市渊县冤尧区设分会场袁1200 多
名领导干部聆听报告会遥 市委常委尧
市纪委书记王唤春主持报告会并强
调要结合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袁把
优良家风立起来袁 把优良传统贯彻

始终袁为无锡产业强市发展战略尧为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
野强富美高冶新无锡而奋斗遥

渊徐丹妍冤

重要工作

揖出台野1+3冶系列文件铱 12 月 6 日袁
无锡市出台叶关于运用监督执纪野四
种形态冶 的意见曳叶关于建立容错纠
错机制的办法 渊试行冤曳叶关于治理
野为官不为冶行为的办法渊试行冤曳和
叶关于对党员和公职人员侮辱诽谤
诬陷他人行为的查核处理办法 渊试
行冤曳渊简称野1+3冶文件冤袁文件用高标
准尧 严纪律约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袁激励干部干净尧干事袁体现管
党治党到边到底的全面要求袁 是运
用监督执纪野四种形态冶相关要求在
无锡的具体化袁 是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尧 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的重要举措遥

渊徐丹妍冤
揖成立 野两个责任冶 办公室铱 2016
年袁无锡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野两个
责任冶袁成立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小组袁 省委常
委尧市委书记李小敏任组长遥 领导小
组下设主体责任办公室和监督责任
办公室袁负责协调落实野两个责任冶
贯彻落实中的重大问题遥 主体责任
办公室设在市委办公室袁 主要承担
落实主体责任的综合协调尧 统筹推

进尧检查考核等 6 项职责曰监督责任
办公室设在市纪委袁 主要承担落实
监督责任的统筹协调尧监督执纪尧问
责追究等 6 项职责遥

渊徐丹妍冤
揖柬埔寨反腐败委员会代表团访问
无锡铱 6 月 22 日袁柬埔寨反腐败委
员会代表团到无锡访问袁 重点考察
构建政商野防火墙冶等工作遥 省委常
委尧 市委书记李小敏会见柬埔寨国
务大臣兼反腐败委员会主席翁仁典
一行袁 双方就深化交流合作进行深
入探讨遥 省纪委副书记尧省监察厅厅
长江里程袁市委常委尧市纪委书记王
唤春参加会见遥 李小敏表示袁反对和
消除腐败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重
大课题和重要责任袁 希望双方加强
交流合作袁 携手推进反腐败工作取
得新成效遥 翁仁典感谢无锡对代表
团的热情接待和在西港特区建设上
给予的支持帮助遥 他表示袁柬埔寨反
腐败委员会为无锡在柬埔寨投资的
企业提供帮助袁 营造良好的经营发
展环境遥 希望今后双方在反腐败领
域加强合作交流袁 探索构建良好政
商关系袁 推动两地经济社会健康发
展遥 在无锡期间袁代表团考察红豆集
团等地袁并召开座谈会袁详细了解无
锡市构建政商野防火墙冶和非公企业
廉洁建设等方面的情况遥

渊徐丹妍冤
揖启动市一级纪委派驻机构改革铱
2016 年袁 市纪委认真贯彻中央和省
委关于纪律检查体制改革部署要

2016 年 远 月 员圆 日袁红军后代赵珈珈尧彭程尧赖沛龙为全市 员圆园园 多名领
导干部作野红色故事会要要要追忆前辈人生坐标冶特别报告会 渊徐锦华 摄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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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袁 在全省率先启动市级纪委派驻
机构改革袁把市级机关原本 44 家共
计 76 个纪检监察组袁 改成 16 个派
驻纪检监察组袁由市纪委直接领导尧
统一管理袁对 82 家市级单位实行综
合派驻袁实现派驻监督全覆盖遥

渊徐丹妍冤
揖强化执纪审查工作铱 2016 年袁全
市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抓早抓小尧动
辄则咎袁扩大谈话尧函询尧诫勉范围袁
让有反映的干部讲清问题袁 认识错
误袁及时改正遥年内袁共谈话尧函询 93
件次袁 对 2 名函询时隐瞒掩盖违纪
问题的干部立案审查尧公开通报遥 给
予党纪轻处分和组织调整 688 人袁
占处分总人数的 57.05%遥 坚持有案
必查尧有腐必惩袁全市共接受信访举
报 4360 件次袁 处置问题线索 1525
件袁立案 1472 件袁处分 1206 人袁其
中涉及县处级干部 20 人尧乡科级干
部 74 人袁移送司法机关 38 人遥 市纪
委查处蒋醒吾尧缪红尧施忠尧骆永辉尧
陈耀才等一批严重违纪案件遥 坚持
以案治本尧以案明纪袁做好省纪委监
督执纪案例综合分析试点工作袁对
32 起典型案件实施 野一案五报告冶渊
对查办的典型案件袁 分别形成案件
调查报告尧查案总结报告尧整改建议
报告尧 典型案例报告和工作建议报
告冤遥 开展执纪审查期间即时警示教
育活动袁 在 3 家案发单位举办警示
教育现场会袁62 名党员干部主动上
交违纪款物 80 余万元遥

渊徐丹妍冤
揖构建和谐新型政商关系铱 2016
年袁市纪委以野梁溪大讲堂冶为平台袁
举办廉政讲座袁 市纪委主要领导为
党员领导干部授课袁 帮助建立政商
交往的规矩和底线遥 组织全市民营
企业家开办 野构建和谐新型政商关
系研修班冶袁100 多名民营企业家参
加袁市纪委主要领导亲自授课袁引导
民营企业家坚守诚信价值理念袁与
政府携手共建良好政商关系袁 受到
企业家热烈响应袁 联名倡议争当新
型政商关系践行者遥规范行业管理袁完
善诚信体系袁促进企业廉洁经营遥

渊徐丹妍冤
揖签订个性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铱
2 月 26 日袁 市委与全市 90 个地区尧
部门党委 渊党组冤 主要负责人签订
2016 年党风廉政建设个性化责任
书袁覆盖全市所有地区和部门袁压实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遥 2016 年个
性化责任书袁 既突出共性任务又有
个性要求袁在推行野五张清单冶渊党委
主体责任清单尧 班子成员领导责任
清单尧 纪委监督责任清单尧 问题清
单尧整改清单冤基础上袁结合各地各
单位实际袁 有针对性地明确责任任
务袁细化野一把手冶履行主体责任的职
责袁使主体责任更具体化尧操作性遥

渊徐丹妍冤
揖以严肃问责倒逼责任落实铱 2016
年袁 无锡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袁 加大问责追究
力度遥 突出问责重点袁对执行市委决
策部署不力尧 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缺
失尧监督责任缺位尧野四风冶和腐败问
题多发频发等情形袁 对土地违法问
题督查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尧环保督
查移送问题查处尧钢铁去产能和野地
条钢冶整治督办尧作风面对面效能投
诉等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袁 严肃追究
责任遥 全年问责 156 人袁其中移送司
法机关 1 人袁 党内警告处分 20 人袁
行政警告 13 人袁 诫勉谈话 103 人袁
组织处理 2 人袁 提醒谈话处理 19
人遥 规范问责程序袁严格落实叶中国
共产党问责条例曳袁既查清当事人违
纪违规事实袁 也追究主体责任和监
督责任履行情况遥 对野一案双查冶渊指
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处案件时袁 既要
查清当事人的违纪问题袁 又要查清
主管领导或分管领导的责任范围及
责任冤执行不力尧问责不到位的重点
督导袁 对连续多年没有问责情况的
上门督导袁实现野零查处尧零报告尧零
问责冶地区基本消灭遥

渊徐丹妍冤
揖严肃查纠野四风冶问题铱 2016 年袁
市纪委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
省市委十项规定要求作为严肃的政
治问题袁驰而不息纠正野四风冶遥 对元
旦尧春节尧五一尧中秋尧国庆等重要节
点加强明察暗访袁共派出检查组 169
个袁组织明察 637 次尧暗访 352 次袁
督查单位 1894 家袁 提出整改建议
421 条袁发现和处置问题线索 77 件遥
对顶风违纪一律严查快办袁 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24 起 27
人袁点名道姓通报曝光遥 对重点领域
开展专项治理袁 督促有关部门规范
商业预付卡管理袁 及时核查处理发
现的问题线索曰贯彻落实市委野八个
严禁冶渊严禁超标准公务接待尧 严禁

变相违规吃喝尧严禁相互宴请尧严禁
在工作中接受宴请尧 严禁接受可能
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尧 严禁使
用公车参加任何性质的私人宴请活
动尧 严禁出入私人会所或到高档餐
饮场所进行高消费活动尧 严禁在餐
饮等公共场所发生有损公职人员形
象的行为冤要求袁从严查处违规吃喝
歪风曰开展野小金库冶治理野回头看冶
督查袁问责追究 21 人遥 对野为官不
为冶强化检查监督袁督促办结市野作
风面对面冶栏目受理投诉 609 件次袁
及时办理省政风行风热线下转的投
诉 512 件次袁挂牌督办不作为尧慢作
为问题 28 个遥

渊徐丹妍冤
揖巡察工作铱 2016 年袁 市纪委加大
巡察工作力度袁促进巡察提档升级袁
提升巡视联络和巡察工作水平遥 加
强组织领导袁 市委主要领导多次召
开巡察专题会议袁 确定新一届市委
巡察全覆盖工作目标袁 推进巡察向
基层延伸覆盖遥12 月 9 日袁市委办印
发叶关于贯彻掖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加
强市县党委巡察工作的意见 渊试
行冤业的实施办法曳袁明确巡察机构及
人员设置和全覆盖对象范围袁 规定
巡察方式方法尧 工作流程尧 成果运
用尧上下联动以及工作体制机制遥 规
范巡察工作程序袁 编制巡察工作手
册及流程图袁制定下发叶巡察发现问
题线索的分类处理意见曳遥 建立巡察
人才库袁起草叶市委巡察人才库管理
办法曳袁加强巡察干部队伍建设遥 年
内袁市尧市渊县冤两级共巡察单位 34
家袁发现问题 559 个袁移送问题线索
132 件遥 中央和省委巡视组交办的
686 件重点信访件全部办结袁立案 43
件袁处分 43 人袁移送司法机关 12 人遥

渊徐丹妍冤
揖举办首届廉政公益广告优秀作品
展播铱 4 月袁 无锡市纪委和市广电
集团联合启动首届野廉政公益广告冶
征集展评活动袁 共征集到视频广告
作品 120 余部尧 平面广告作品 180
余部遥 经过组织专家初评尧复审袁评
出 叶方圆有度曳 等优秀视频广告 22
部尧叶点亮清廉光明一生曳 等优秀平
面广告作品 19 幅遥 9 月 21 日袁无锡
市举行首届廉政公益广告优秀作品
展播会袁市委常委尧市纪委书记王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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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为获奖作者颁奖袁 并指出廉政公
益广告的征集展评是弘扬廉洁文化
一次有益的尝试尧成功的探索遥 展播
会后袁获奖作品在报纸尧电视尧网站
等媒体平台以及高铁尧机场尧公交尧
地铁等户外广告媒体集中播出遥

渊徐丹妍冤
揖开展专项行动铱 2016 年袁 全市纪
检监察机关坚持重心下移袁 关注基
层袁 坚决整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
的不正之风及腐败问题遥 突出城乡
征地拆迁补偿尧基层工程建设尧基层
野三资冶渊资金尧资产尧资源冤管理尧民
生救济救助尧惠农政策落实尧基层服
务执法领域袁 组织开展整治和查处
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及腐败问题
专项行动遥 督促有关部门认真履职袁
积极开展整治袁建立问题清单尧线索
排查尧制度完善尧整治情况等台账袁
组织检查 850 余次袁 发现问题 2961
个袁推动建立完善相关制度机制 572
个遥 全年对 4 批 43 件有关问题线索
实施挂牌督办袁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和组织处理 59 人袁 移送司法机关 7
人袁通报曝光 32 起遥 查处江阴长山
村原党支部书记钱建校尧 无锡 渊太
湖冤 国际科技园管委会产业促进科
原科长华竹平等一批基层典型腐败
案件遥 抓好基层站所公共服务标准
化建设袁26 个部门 36 项公共服务标
准在 3436 个基层站所尧服务窗口规
范运行遥

渊徐丹妍冤
揖县处级干部廉政档案信息系统建
设铱 7 月 1 日袁市委出台叶关于建立
健全县处级领导干部廉政档案信息
系统的暂行办法曳袁落实领导干部廉
政档案的纸质档案填报和系统建设
工作遥 按照信息无遗漏尧单位全覆盖
的标准袁督促全市渊含党组织关系在
地方的垂直管理单位冤134 家单位
2100 名县渊处冤级干部完成填报袁初
步建立纸质廉洁档案内部调阅规
范遥 同时袁做好野领导干部廉政档案
系统冶软件开发相关工作袁年内袁实
现纸质档案电子化尧 信访与案管信
息关联尧初步查询与统计功能遥

渊徐丹妍冤

揖开展问题线索野大起底冶铱 2016
年袁市纪委尧监察局在机关全体干部
中开展问题线索全面清理工作袁对
所有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 野大起
底冶袁确保全面清理尧不留死角遥 下发
通知明确清理对象尧 清理范围和清
理程序袁 要求机关全体干部自觉清
理在手各类问题线索袁 做到 野零持
有尧零报告冶袁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
由留存问题线索袁确保无死角尧零暂
存遥 规定时间节点袁要求在 2 月 6 日
中午 12 时前完成清理袁重点清理查
信办案尧执纪执法尧巡视巡察等工作
中发现的袁下级纪检监察机关尧执纪
执法机关移送的袁 以及其他问题线
索严格对照尧一清到底遥 对清理出来
的问题线索袁纳入问题线索库袁统一
管理尧规范处置遥 至规定时间点袁共
清理问题线索 370 件袁市纪委尧监察
局全体干部填写叶本人在手问题线索
登记表曳袁主动作出野零持有冶承诺遥

渊徐丹妍冤
揖开展涉案款物全面清理铱 2016
年袁市纪委尧监察局机关开展涉案款
物全面清理工作袁明确清理时限袁要
求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留存
和处理涉案款物袁 对清理出来的涉
案款物袁规范登记尧建立台账袁按照
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曰隐瞒不报袁或侵

占尧毁损尧隐匿款物的袁一经查实袁将
依纪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袁 对领
导不力尧 监督不到位的相关领导干
部予以严肃处理遥 涉案款物清理范
围包括在查信办案尧执纪执法尧巡视
巡察等工作中袁暂予扣留尧封存尧收
缴的现金尧有价证券尧支付凭证尧房
产尧金银珠宝尧文物古玩尧字画尧家
具尧电器尧交通工具尧通信工具等遥 本
次涉案款物清理工作中袁市纪委纪检
监察干部均签订野零持有冶承诺书遥

渊徐丹妍冤
揖开展野学思践悟冶系列活动铱 4 月袁
市纪委下发叶关于认真组织学习野学
思践悟冶系列文章的通知曳袁在全市
纪检监察系统开展野学思践悟冶系列
活动遥 向 1500 名纪检监察干部编
印尧分发叶学思践悟曳书籍袁开展形式
多样的主题学习征文尧体会交流尧荐
书读书活动袁营造野学思践悟冶良好
氛围遥 坚持学以致用袁要求全市纪检
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努力培养
和形成野学思践悟冶习惯袁把学思践悟
成果放到实践中检验袁 创一流业绩袁
干一流事业袁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遥

渊徐丹妍冤

编辑 罗秋云

圆园员远 年 怨 月 圆员 日袁 无锡市举行首届廉政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会袁市
委常委尧市纪委书记王唤春为获奖作者颁奖 渊徐锦华 摄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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