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周口
HENAN LEGAL DAILY 2015/09/29

责任编辑 孙 燕

E-mail:jrabcyc@126.com ZZ33

当前县级国税系统
落实“主体责任”的现状

县级国税系统在贯彻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中积累了一些成熟的经验和
做法，特别是在贯彻落实“主体责任”上采
用了一些新的措施，但在实际工作中还存
在一定的问题，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不力的现象不同程度的存在。

（一）县级国税系统落实“主体
责任”采取的有效措施

县级国税系统在贯彻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中已经形成了一些成熟和固
定的做法，包括年初召开专题会议安排
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层层签订责任
书，定期召开党风廉政建设领导组专题
会议，每季度听取机关科室和基层税务
分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汇报，每半年各
部门负责人向县局党组述职述廉，开展
党风廉政建设年度考核，对出现重大腐
败问题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等。通过
对我市三个县级国税局贯彻落实“主体
责任”情况的调研，今年以来又采取了以
下几项新的措施：

1、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三个调研
对象单位均在年初认真学习了习总书
记、王岐山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两个
责任”的讲话和总局、省局《关于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实施意见》文件
精神，县局党组成员在贯彻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的思想认识进一步
提高。

2、厘清“主体责任”责任清单。三个
调研对象单位通过制定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分解表、印制“主体责任”
责任清单等方式，明确责任主体职责，对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进行了细化、
量化，就党组、党组书记、党组成员及科
室负责人职责范围内的责任进行了分
解，并制定班子成员和各部门负责人履
行“主体责任”的具体方案，使每项工作
职责都有相应的落实措施。

3、创新机制。三个调研对象单位在
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上均
有不同程度的机制创新。三个调研对象
单位均建立了党组书记和纪检组长定期
与不定期沟通会商机制，对一些重大问
题及时进行沟通和研究；两个调研对象
单位建立了班子成员与纪检组长定期沟
通机制，与纪检组长每年沟通不少于 2
次，共同研究分管范围内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两个调研对象单位建立了班子成
员对分管科室定期就党风廉政建设督导
机制。

4、采用痕迹化管理。各调研对象单
位为配合本单位贯彻落实“主体责任”
各项机制，均设计了相应的工作记录表，
对落实“主体责任”的各项具体工作实施
痕迹化管理。如三个调研对象单位均设
计了党组书记与纪检组长不定期会商情
况记录表，两个调研对象单位设计了班
子成员与纪检组长共同研究分管范围内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记录表，两个调
研对象单位设计了领导班子成员对分管
科室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半年
督导记录表。

（二）县级国税系统落实“主体
责任”存在的主要问题

1、认识不清、落实不力，履行“主体
责任”意识不强。在经过对某市国税系
统 10 个县级国税局的调研中发现，40%
的县局党组书记对“主体责任”认识不
清，只简单而模糊的认为党组以及党组

书记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主体，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出现问题党组以及主要负
责人要承担主体责任，对于党组领导班
子“主体责任”的五项责任内容和主要负
责人“主体责任”的六项内容掌握不准；
30%的县局党组成员对党风廉政建设的

“一岗双责”仅是表面上的理解，认为只
要在党组的领导下做好业务工作、自己
不出现廉政问题就是履行了责任，认为

“主体责任”是党组书记的事；100%的党
组成员表示愿意接受组织、其他党组成
员和群众的监督，但只有 20%的党组成
员表示曾经对党组其他成员进行过主动
监督；90%的中层领导干部（县局机关科
室以及税务分局负责人）认为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是县局党组以及党组成
员的事，对自己应该承担的“协助责任”
不清楚、不知道。

2、定位不准、责任不清，存在“监督
责任”代替“主体责任”的情况。十八届
三中全会决定第 36 条明确指出：“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
纪委负监督责任”，但在具体落实中，“主
体责任”定位不准确，造成“主体责任”和

“监督责任”有错位。总局王军局长就曾
指出：“当前税务系统有的一把手认为党
组是领导主体而不是工作主体，对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只挂帅不出征，当甩手掌
柜”。县级国税机关党组在落实“主体责
任”时，普遍存在“监督责任”代替“主体
责任”，在一些执法和行政风险事项的处
理上，往往是以纪检监察的参与为履行
责任的标志。

3、方法简单、手段有限，分解落实不
具体。总局王军局长指出：“有的单位在
总局出台两个责任实施办法后，仍未结
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落实措施。”个别基
层单位在落实“主体责任”时，仍然按照
以往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时的老模式，
认为党组就是领导主体，既不是工作主
体，也不是责任主体，只需要开个会、讲
一讲、签个责任书就算落实到位了。或
者是简单照搬、照转上级单位的文件，没
有对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和外部环境进行
认真分析，落实方案缺乏针对性，很难取
得成效，虽然对责任进行了分解，但措施
不具体。

4、思路陈旧、机制不全，合力发挥不
充分。省局《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的实施意见》明确了落实“主体责
任”，党组负全面领导的集体责任，主要
负责人负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其他
成员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主
要领导责任，各部门负责人对党组落实

“主体责任”负协助责任。但从调研对象
的落实情况来看，个别单位仍简单认为
落实“主体责任”是党组的事儿，甚至认
为就是主要负责人的事儿，抓业务和抓
党风廉政建设不能做到两手硬，没有严
格履行“一岗双责”，只会抓分管业务，对
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思路不清、
方法不多，甚至不管不问；科室负责人对
本部门的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对一些苗
头性、倾向性的问题不能及早发现、及早
处理，更做不到建立长效机制，以制度规
避党风廉政风险。

5、考核不力、监督缺位，工作成效不
明显。目前县级国税系统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考核形式单一，均为年底开展党
风廉政建设年度考核，且考核工作缺乏
力度，缺乏完善的常效考核机制，考核工
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普遍存在“走走
过场”的思想。考核方式简单，听听汇
报，划划选票，既不能引起基层负责人的
重视，也不能得到基层同志的积极参与，

年度考核很难掌握真实情况，更遑论查
出问题来了。据统计，近三年来，我省国
税系统没有因党风廉政建设年度考核被
追责的领导干部，也没有在党风廉政建
设年度考核中发现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线
索，逐步导致考核单位以及被考核单位
责任意识淡薄。

6、刚性不足、追究不力，警示震慑待
加强。从一年多来全国通报的情况看，
与从上到下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通报案例相比，对落实“主体责任”的通
报力度明显不足，没有形成有效的震慑，
部分县级国税机关的党组对落实“主体
责任”抱有侥幸心理，导致面对党风廉政
问题时“遮丑”、“护短”，对存在的问题
不能做到抓小、抓早，甚至因维护稳定、
保持荣誉等愿意对内部人员的违法违纪
行为“投鼠忌器”，不敢追究责任或者问
责追究力度过小，刚性明显不足，多在单
位内部通报批评了事，不痛不痒，使“主
体责任”落实流于形式，成为“纸老虎”和

“稻草人”，根本无法起到警示教育作用。

县级国税系统进一步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的对策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落
实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不断提升思想
认识，不断创新体制机制，结合税务系统
工作实际，我们认为县级国税系统在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落实上，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推进：

（一）以宣传教育为抓手，继续
提升对主体责任的思想认识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提高责
任主体的认识是基础。只有认识到位，
才能有抓这项工作的自觉性，才能对自
己所管辖范围的党风廉政建设敢抓敢
管，认真负责。根据调研情况，今年以
来，各个县级国税系统在党组成员层面
上对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相关文件
进行了多次专题学习，党组成员，特别是
党组书记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都有了很高的认识，但在具体责任内
容以及落实措施上还有待进一步学习探
讨；同时根据调研情况，各单位科室负责
人对“主体责任”认识模糊，作为责任体
系的最基础环节，科室负责人在履行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中负有协助责
任，在提升工作执行力、及早发现廉政问
题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对于防范大的
廉政风险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更加突出发挥党组书记的
核心关键作用

省局孙荣洲局长指出：“党组书记、
局长作为第一责任人，要时刻保持清醒
头脑，增强敏感性自觉性，经常分析思考
研究本系统、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状况，
做到心中有数。”党组主要负责人作为抓
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对党风
廉政建设负全面责任、直接责任、首要责
任，在实际工作中应切实做到讲党性、重
品行、作表率，守土有责、履职尽责，在思
想认识上树立“第一责任”的意识。在具
体措施上，应主动贯彻执行各项基础性的
规章制度，如党组议事规则、各项工作规范
等，做好示范、表率；应主动承担起领导和
组织责任，切实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
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
案件亲自督办；可以亲自参与、主动“升
格”、廉政谈话制度，增强廉政谈话的效

果；主动和纪检组长沟通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做好纪检监察监督工作的坚强后盾。

（三）促使党组成员切实履行
“一岗双责”

所谓“一岗双责”，是指一个岗位，既
要承担业务工作，又要承担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在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圆满
完成的同时，确保队伍高效廉洁。党组

“主体责任”能否真正落实到位，党组成员
履行一岗双责是重要抓手，县级国税系统
可以通过以下措施促使党组成员切实履
行“一岗双责”：

明确责任。每年年初根据当年的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总体部署，厘清每位党组
成员的责任清单，以文件形式予以印发，
力求做到责任清晰、措施具体，并引起责
任主体的高度重视。

压实责任。制定相应的制度，由党组
成员每季度向党组汇报履行“一岗双责”
情况，与纪检组长定期会谈，分析分管工
作廉政风险。

加大监督。纪检组长加强日常监督，
及时督导、督促党组成员认真履行业务范
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使其认清 责
任主体身份以及不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可能会承担的责任。

（四）建立健全落实主体责任的
制度体系

王岐山指出：“落实主体责任不是简
单表态，不能务虚，必须务实。”省局《关
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实施意
见》明确了“主体责任”任务清单制度、

“主体责任”签字背书制度等落实“主体责
任”的十项制度，县级国税系统应当在此
基础之上结合本单位实际，细化任务分
工，建立完善抓落实的责任体系，责任领
导、牵头部门、协办部门，各责任主体对照
任务分工逐条研究具体的落实方案，完善
相关制度措施，层层分解责任，形成齐抓
共管的工作格局，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责任制度落实体系和一级抓一级、层
层负责的责任链条，确保责任制度落地。

（五）建立严格的责任考核追究
机制

正如总局王军局长强调的那样：“动员
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检查考核与追究是
有效促进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的重要
环节，也是确保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落实的根本保证。县级国税系统可将“主
体责任”落实情况考核与年终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考核工作结合起来，同时加强日
常监督，可以采取述责述廉、日常督察、约
谈等多种方式进行责任考核，以追责倒逼
负责，既严肃追究直接责任，又严肃追究相
关领导的“主体责任”，逐步实现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追究的制度化、程序化和常态化。

（六）将落实“主体责任”与内控
机制建设相结合

内控机制是税务部门党员干部保持清
正廉洁的“保护伞”、远离腐化堕落的“防火
墙”。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可以借
助内控机制这个有效平台，科学理清权力清
单，将岗位职责、业务流程、权力环节紧密联
系起来，全面排查落实“主体责任”中可能引
发廉政问题的风险点，纳入信息化管理，实现
自动预警，并实行流程监控，把落实“主体责任”
制度体系职责分解到岗，镶嵌到软件中，完整记
录相关工作落实和制定防范措施情况信息，做
到痕迹管理，实现对落实“主体责任”的实时自
动考核和信息化防控，达到“主体责任”落实到
位，干部队伍不出事，从源头上保障廉洁从税。

（作者系周口市国税局副局长宋洪平
太康县国税局局长葛振华）

关于县级国税系统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现状与对策

□宋洪平 葛振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明确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全国税务
系统高度重视这一安排部署，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局党组相继出台了《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实施办法》和《关于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实施意见》，笔者就县级国税系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现状和对策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