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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全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特别是对内蒙古工作和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每周一次常委会会议跟进学，每月一次
中心组专题学。完善政治监督台账，加强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特别是对内蒙
古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聚焦政府债务化解、“一湖两海”生态环境治理、减税降费、农
村乱占耕地建房、冒名顶替上大学等加强监督执纪问责。全力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加强对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情况的监督检查，保障复工复产、复市复学等落实落地。2020 年，全区纪检
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违反政治纪律案件 202 件、同比增长 129.5%，处分处理 350 人、同比增长
107.1%。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建议，针对云光中、白向群、邢云、云公民等腐败
案件暴露出的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采取提级办一批、指定办一批、领办一批、督办一批、整改一批的“五个一批”方式，
以雷霆手段对涉煤腐败“倒查 20 年”，查办了一批重大案件，追缴挽回经济损失 337.91 亿元。2020 年，全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累计立案查处涉煤腐败案件 599 件 869 人，严肃查处了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杰等 31 名厅局级干部，鄂尔
多斯市煤炭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郭成信等 203 名县处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503 人，组织处理 687 人，
移送司法机关 78 人。

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绩单
2020 年，全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充分

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作用，纪检监察工作稳步向高质量发展迈进。2020 年，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民意调查群众满意率上升到了 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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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坚决整治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对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背后的腐败问题、作风问题、责任问题倒
查二十年，推动煤炭行业规范有序高质量发展。一年来，全区共立涉煤腐败案件 599 件 869 人，其中厅局级干部 31 人、县
处级干部 203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503 人，组织处理 687 人，移送司法机关 78 人，收缴违纪款 66.1 亿元，督促相关部门
追缴税费 112.45 亿元、采矿权收益金 131.04 亿元。二是打好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收官战，全年全区共处
置问题线索 1963 件，立案 665 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711 人，组织处理 396 人，移送司法机关 28 人。专项治理三年间，全
区共处置问题线索 11971 件，立案 3094 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3295 人，组织处理 2521 人，移送司法机关 198 人，通报曝
光典型案例 1416 件，有力保障了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三是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官战，全年全区共立案涉黑涉恶腐
败和“保护伞”问题 273 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804 人，组织处理 188 人，移送司法机关 101 人。专项斗争三年间，全区
共立案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1613 件，其中厅局级干部 25 人、县处级干部 144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2121 人，
组织处理 760 人，移送司法机关 238 人。四是深入开展人防系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深挖彻查人防工程建设、审批、缴
费、出租、管理中存在的违规、异常情况，全年全区共处置问题线索 592 件，立案 178 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34 人，组织处
理 105 人，移送司法机关 9 人，督促追缴易地建设费 30.2 亿元。五是全面开展基层“微腐败”大清扫行动，对全区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受理的反映乡、村两级干部问题的信访举报深入起底排查、分期交办清扫。截至目前，共分两轮梳理交办信
访举报 7840 件，办结 7406 件，其中立案 1644 件、结案 1596 件、给予党纪处分 2029 人、政务处分 131 人、组织处理 1083
人，收缴违纪违法所得 4313.91 万元，化解信访问题 2685 个，查处诬告陷害案件 4 件，为 392 名干部澄清正名。

一是以政治建设打造对党忠诚队伍。自治区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参加集体学习、支部学习、教育培训，持续深
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区范围内组织评选首批优秀纪检监察干部宣传人选，开展向“北疆楷模”
王晓东、江来柱学习活动。二是以人才培养打造骁勇善战队伍。深化全员培训，自治区纪委监委主要领导带头讲授业务
课，全年全区共举办培训班 311期、培训 1.24万人次。强化实战练兵，围绕思想政治工作、谈话突破、大数据分析“三项核心
技能”培养“尖兵突击队”。完成“百千万人才工程”建设，三年累计审核认定执纪监察组组长 137名、执纪监察尖兵 1369名、
执纪监察合格人员 10381 名。三是以大数据应用打造智能高效队伍。抓好纪检监察大数据实验室建设，推广运用大数据
信息查询、挂图作战、廉政档案、安全监管、大数据分析专案宝 5个具有软件著作权的核心业务系统。加强大数据应用人才
培养选拔，认定全区纪检监察大数据应用核心专家 8名、骨干人才 26名。四是以严格自我监督打造清正廉洁队伍。规范纪
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办理流程，梳理纪检监察干部履职5个方面13项被围猎风险点和5种被“围猎”主要类型及表现形式并
发出提醒。从严防治“灯下黑”，全年全区共立案118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7人，组织处理126人，移送司法机关2人。

一是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防“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全年全区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591 个，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 616 人，组织处理 129 人，通报曝光典型问题 757 起。二是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年来全区共立
案 1866 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927 人，组织处理 965 人，通报曝光典型问题 258 起。三是营造干事创业良好风气，以 1
号文件的形式制发《关于激励担当作为的实施意见》，落实容错纠错、“三个区分开来”要求，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推动基
层“清风干部”评定工作，在全区范围内评选“基层十大清风干部标兵”，弘扬新风气、传播正能量。

一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不断完善廉政档案系统，已收纳 67.3 万名党员干部 496 余万条廉政信息，录入
19.9 万余条问题线索。以廉政档案为依托严把廉政意见回复关，全年共回复党风廉政意见 19.8 万人次。二是持续打好净
化基层政治生态“组合拳”、净化机关政治生态“连环拳”，对全区政治生态、政法系统政治生态、乌海市政治生态进行分析画
像，提升净化政治生态的针对性、精准性。三是把监督任务一抓到底，健全完善问题线索和案件处置“四办”机制、领导干部
联点包案机制、专题督导机制。推行“末端工作法”，做到责任压实到末端、统筹调度到末端、监督下沉到末端、跟踪处置到末
端。推行“三务”公开再监督机制，提升基层监督工作信息化、公开化、精准化水平。四是贯通运用“四种形态”，全区运用“四
种形态”处理 41588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处置 29556人次，占处理总人次的 71%；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置 8511人次，
占20.5%；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置1835人次，占4.4%；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置1686人次，占4.1%。

一方面，推动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四项监督”贯通融合。建立纪委监委机关与派驻机构协调联
动、组团审查调查机制，制定巡视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统筹衔接工作流程导图，推进纪检监察职能向功
能区和乡镇苏木延伸覆盖，实现基层监督的纪法贯通。另一方面，深化派驻机构改革。推动盟市级以下开展派驻机构改
革，完成盟市、旗县级国有企业派驻机构改革。在生态环保系统开展垂直管理单位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盐业
公司、高路公司开展赋予监察权试点工作。研发区直企业、高校纪检监察机构网上考核系统，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国企
高校纪委书记实行单独考核，优秀等次评定以纪委监委为主；制定《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自治区直属金融企业纪检监察组
副组长任免办法（试行）》，明确对驻直属金融企业纪检监察组副组长的任免权。

一是立足政治巡视要求，全年共开展两轮巡视，第七轮巡视对7个盟市、4个厅局和3个国有企业开展煤炭
资源领域专项巡视，对15个国有企业党委开展常规巡视；第八轮巡视对12个盟市优化营商环境情况开展专项巡视、对24个区直
机关部门单位党委（党组）开展常规巡视，共发现问题2248个、问题线索1094件，巡视覆盖率达到87.08%，巡视震慑效应不断彰
显。二是稳步推进政治巡察，探索实行领导干部包联指导下级巡察工作制度，加强巡视巡察联动。全年全区各盟市旗县共巡察党
组织6063个，发现问题5.29万个、移交问题线索2050件；其中，延伸巡察村级党组织3884个，发现问题1.47万个，移交问题线索
441件。三是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巡视整改工作暂行办法》，统筹协调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六轮巡视、

“点穴式”巡视和第七轮常规巡视深入有序开展;对第七轮专项巡视整改进行巡回督导，确保煤炭资源领域专项巡视整改落地见
效。对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一轮至第五轮147个被巡视党组织的巡视整改进行“大起底”，推动巡视反馈问题清仓见底。

一是坚持“严”的主基调，反腐败斗争力度空前。2020 年，自治区纪委监委立案 134 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72 人；全
区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问题线索 34451 件，初步核实 24924 件次，立案 10265 件，结案 10719 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1435 人，涉嫌犯罪移送有关国家机关 641 人。在强大震慑下，307 名干部相继主动投案，1546 人主动交代问题。牵头
追回在逃人员 4 人，对“百名红通人员”白静贪污违法所得依法罚没，释放“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强烈信号。二是深化
以案促改，推进治理体系能力建设。制定《关于推进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的实施意见》，督促案发地区、单位解剖麻雀、
深挖病根、建章立制，压实以案促改主体责任。每起案件撰写案件剖析报告，案情重大、案件频发的地区、单位撰写政治
生态分析报告，分送同级分管领导，推动相关行业、系统深化以案促改。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以
案示警，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应日益凸显。三是完善制度体制机制，提高治理腐败效能。出台《关于
进一步提升监审分设效能的意见》，固化“四办”、组团办案、指定异地办案、模块化办案等工作机制，探索实践监审衔接贯
通工作模式。建立常态化开案培训模式，编写开案培训手册，编印《纪检监察实战讲解》培训教材，制作调查措施使用、办
案安全、谈话、搜查等 6 个开案培训教学片，切实提升办案人员能力素质。建立监督检查、审查调查、以案促改三类精品
案例评选机制，开展十大精品案例全区巡讲，打造高标准、高质量工作样板。

2020 年内蒙古正风反腐十大关键词
继续深化人防系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成立监督责任工作组，聚焦违规审批验收人防项目和资质、违

规减免使用易地建设费、违规出租人防工程牟利、落实主体责任不到位、违规决策和作风等 5 大类 18 种问
题，采取摸清底数、深挖问题线索、以事立案、以案找人、大数据核查等多种措施，严肃查处背后的腐败、责
任和作风问题，有效净化了人防系统政治生态。2020 年，全区共处置问题线索 592 件，立案 178 件 205 人，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34人，组织处理 105人，移送司法机关 9人，留置 6人，为国家挽回损失 30.2亿元。

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官战，运用直查直办、提级办理、指定异地办理、模块化办案、倒序办案等有力措施，开展“伞网
清除”百日会战，向“伞网”发起总攻。专项斗争三年间，严肃查处了通辽市委原书记傅铁钢、内蒙古自治区国资委原主任苏和
等 25 名厅局级“保护伞”和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政府原副旗长，公安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贾净博等 144 名县处级“保护伞”；
坚决清除了内蒙古大商城涉黑案“保护伞”和“关系网”，立案查处“保护伞”干部 28 人。2020 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
果显示，我区人民群众对专项斗争成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为 95.57%。自治区纪委监委被评为 2019 年度全国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先进单位，得到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2020 年 12 月 4 日，内蒙古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集中发布内蒙古自治区原国土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白盾，内蒙古矿业集
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苏日勒格，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原党委副书记、副厅长王来明，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原主
任邹万银，鄂尔多斯市政协副主席曹郅琛 5 名厅级干部落马的“五连发”消息，与此前发布的“双连发”“三连发”“四连发”以及
11 月 21 日的“六连发”，一度成为网络热搜词和各媒体转发的高频词，引发舆论高度关注。用“N 连发”密集公布审查调查和处
分信息是内蒙古重拳反腐的一个缩影。2020 年，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严肃查处了自治区农
牧厅原党组书记、厅长孙振云，自治区司法厅原党委委员、副厅长吴铁城等 57 名厅局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释放出有贪
必肃、有腐必反的强烈信号，社会反响强烈。在强大震慑下，有 307 名干部相继主动投案，1546 人主动交代问题。

完善大数据应用机制，围绕提升“1+9+1”智慧反腐体系的应用水平，建设并推广运用大
数据信息查询、挂图作战、廉政档案、安全监管、大数据分析专案宝 5 个具有软件著作权的核
心业务系统，推行“大数据+纪检监察”9 种战法、图谱分析 4 种战法、线索追踪 5 种战法，推动
大数据应用从意识向知识拓展，由工具向工作升级、从参与向创造的跨跃，纪检监察队伍单
兵作战能力、监督发现问题能力、案件突破能力、追逃追赃能力明显提升，大大降低了人力成
本，有力提升了办案效率。

2020 年 9 月 6 日至 11 月 30 日，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巡视安排 4 个巡视组对 12 个盟市优化营商环境开展专项巡视。巡
视组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大部署要求，结合被巡视地区党委、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单位的职责使命，
聚焦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简政放权、加强公正监管、提高服务效能、强化责任担当等重点任务深化政治监督、开展专项“扫描”，
发现和推动解决了一批贯彻落实不深入、简政放权不到位、承诺事项不兑现、监管和服务跟不上、法治和市场环境短板多等突
出问题，共发现重点问题 327 个、问题线索 215 件，现场巡视期间移交立行立改问题 82 个，为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

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自治区纪委监委从 2018 年开始实施“百千万人才工程”，用三年时间在全区纪
检监察系统审核认定 100 名以上执纪监察组组长、1000 名以上执纪监察尖兵、10000 名以上执纪监察合格人员。三年来，通过
采取深化全员培训、开展“两支精兵”、“尖兵突击队”培养、以案代训等多种方式，不断丰富拓展“百千万人才工程”内容，有效
加快了全区纪检监察干部专业化建设步伐，推动大量优秀干部脱颖而出。“百千万人才工程”逐步成为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的
重要渠道和平台，为推进全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人才支撑。截至 2020 年 12 月，累计审核认定执纪监察组
组长 137 名、执纪监察尖兵 1369 名、执纪监察合格人员 10381 名。

针对近年来我区教育系统特别是高校腐败和作风问题易发多发的
情况，全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严”的主基调，聚焦科研经费使用、项
目建设、基建工程、教学科研设备采购、附属医院药品和医疗设备耗材采
购等重点领域强力反腐，督促教育系统深化以案促改、消除风险隐患、堵
塞制度漏洞，推动全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2020 年，自治区纪委监委
严肃查办了李保卫、杜茂林、赵全兵、李怀柱、马仲奎、肖剑平等一批高校

“蛀虫”。

按照自治区十届纪委六次全会部署，自治区纪委监委联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银保监会纪检监
察组，通过央地协作、优势互补、突出重点、抓住主线等方式，以金融领域监管、审批、评级、工程、放贷、
入股等事项为重点，聚焦金融乱象背后的利益勾结和关系纽带，开展金融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严
肃查处了自治区金融监管系统刘金明、贾奇珍、薛纪宁、宋建基、陈志涛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揪出金融监管“内鬼”，重拳出
击，严厉惩治原包商银行等金融机构人员违法犯罪问题，全面清除金融机构“蛀虫”，净化金融领域政治生态，为全区经济社会
健康有序发展和金融安全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加强自身建设 打造纪检监察钢铁之师88

为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2020 年初，自治区纪委监委在全区部署开展基层“微腐
败”大清扫行动，聚焦 2019 年以来全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的反映苏木乡镇（街道）和嘎查村（社区）党员干
部及监察对象问题的未办结或办结后仍继续反映的信访举报，采取领导包案督办、直抵基层检查等方式深入
起底排查、分期交办清扫，坚决查处了一批违纪违法案件，化解一批信访问题，澄清正名一批不实举报，推动
基层信访举报清仓见底。第一轮基层“微腐败”大清扫行动共梳理排查出信访举报 5619 件，已办结 5612 件，
办结率 99.88%；第二轮行动已开展近三个月，截至目前共梳理排查出信访举报 2221 件，办结 1794 件。

关键词二：“微腐败”大清扫

关键词十：金融领域反腐

关键词九：高校反腐风暴

关键词六：人防系统整治

关键词七：营商环境专项巡视

关键词八：“百千万人才工程”

关键词一：倒查 20 年

关键词三：打伞破网

关键词四：“N 连发”

关键词五：大数据反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