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纵容“黄、赌” 以罚代管
——澄迈县福山派出所原所长受处分

劳俊光在担任澄迈县公安局福
山派出所所长期间，对辖区内长期
存在卖淫嫖娼现象失察，监管不力；
以罚代管默许私彩销售；对赌博行
为没有进行有效打击，造成不良社
会影响。

2013年 7月 31日，澄迈县纪委

监察局给予劳俊光同志党内警告处
分。同年，劳俊光被免去福山派出
所所长、福山镇党委委员职务。

核心提示：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

一百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国家行政

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
位工作人员，在履行经济调节、市场
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
职、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
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案例

2013年10月25日，《海南日报》
第一版刊登题为《办个证咋就这么难》
的报道，曝光了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
金盘社区居委会“办证难”的情况。

经查，金盘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吴
英、流动人口协管员洪华翔在接待黎某
办理生育服务证过程中工作态度敷衍，
办事拖拉，责任心不强，多次以材料不齐
或电脑故障办不了业务等理由拖延办

证时间，造成黎某7次往返居委会依旧
办不了证。

海口市龙华区纪委给予吴英党内
警告处分，取消洪华翔预备党员资格，
对金盘社区居委会给予全区通报批
评，责令限期整改。

核心提示：
《海 南 省“ 庸 懒 散 奢 贪 ”行 为

问 责 办 法（试 行）》第 五 条 明 确 规
定 ，“ 对 应 公 开 的 信 息 不 及 时 公
开 ，应 受 理 的 事 项 不 及 时 受 理 ，
应 告 知 的 事 项 不 一 次 性 告 知 ，推
诿 扯 皮 ，敷 衍 塞 责 ，办 事 拖 拉 ，或
者 人 为 设 置 障 碍 ，歧 视 、刁 难 服
务 对 象 ，态 度 生 硬 ，作 风 粗 暴 ，造
成 不 良 后 果 和 影 响 的 ”，应 当 问
责。

群众七次登门，社区一证难办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金盘社区居委会两名干部被查处

C
2012 年 4 月以来，定安县非法

开采河砂问题突显。县委、县政府
成立了河道采砂专项整治联合执
法工作组，由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水务局牵头，联合 10 多个部门开
展了 21 次联合打击行动，但在整
治过程中上述部门个别领导干部
和工作人员精神懈怠、执法不严、
查处不力，非法开采问题未得到根
本遏制。

2014 年 6 月，定安县纪委、组
织部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发现：
县国土、水务部门在多次巡查中
曾发现无证采砂现象，但并未予
以立案查处，仅以“批评教育”或

“下达通知书责令整改”了事，对
非法采砂行为未能有效打击；县
水务部门虽然向各个非法采砂点
送达了责令停止通知书，但没有
进行跟踪落实；县交通管理总站
对改装车辆运砂的违法行为大多
视 而 不 见 ，从 未 认 真 查 处 ；县 国
土、水务、交管、公路等部门明知
非法采砂主要发生在下半夜，却
未安排人员落实“24 小时巡查制
度”。由于各责任单位领导干部
不敢担当和不作为，客观上纵容

了非法采砂行为，严重破坏了南
渡江、龙州河段生态环境和安全，
群众反映十分强烈。

根据《定安县党政领导干部问责
暂行规定》，定安县委对县国土环境
资源局局长王三觉、分管领导符广
流，县水务局局长洪直锋、分管副局
长陈元京，县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吴
烽，县公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叶敏
群，路政股股长梁枫等7名责任人进
行了诫勉谈话；对打击非法采砂不力
负直接责任的县国土环境资源执法
监察大队大队长苏琦、副大队长蓝海
铭，定城交通管理中队中队长周彤，
县水务局水政监察大队大队长王冲，
县交通管理总站站长符传忠给予免
职处理。

核心提示：
《海南省“庸懒散奢贪”行为问责办

法（试行）》第五条明确规定，“对上级布
置的工作任务，消极应付，措施不力，无
正当理由未能按期或按标准完成，影响
工作推进，或者工作中懒政怠政，挑肥
拣瘦、拈轻怕重，拒不承担组织分配的
工作的”，应当问责。

（本报记者 彭青林 整理）

执法不严落实不力 非法采砂屡禁不止
——定安县5名干部被免职7名干部受诫勉

F

2014 年 3 月，海口市龙华区文
化市场稽查大队大队长罗海睿在接
到有关海口原朗网吧接纳未成年人
上网的举报后，主观认定这是一间黑
网吧，应由工商行政部门负责查处，
因此没有派人第一时间到现场调
查。该文化稽查大队工作人员钱卫
明受理来访工作时态度怠慢，工作推
诿。此事被媒体曝光后，在社会上造
成不良影响。

海口市龙华区纪委分别给予罗海
睿、钱卫明党内警告处分。

核心提示：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

一百三十一条明确规定，由于“工作
中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对
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
的问题能解决而不解决”，“给党、国
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

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严
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造
成重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
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负有
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撤销
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负有重
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
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造成巨大损失
或者恶劣影响的，对有关责任者，依照
前款规定加重处分”。

第一百三十九条明确规定：“对
因工作失职、渎职，所造成的后果虽
不够较大损失的标准，但给本地区、
本单位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直接责
任者，以及所造成的后果虽不够重
大损失的标准，但给本地区、本单位
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主要领导责任
者，根据损失的数额及影响程度，给
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
务处分。”

万宁市万城镇新海社区居委会委
员王光荣在负责农村城镇低保管理工
作时，不按照低保动态管理的有关规
定，按时向民政部门上报情况，造成杨
进昌等10名享受低保人员在死亡之
后，其家属继续冒领低保金共计
49427元，造成国家专项资金流失。

万宁市纪委给予王光荣党内警
告处分。

核心提示：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

一百三十一条明确规定，由于“工作
中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致
使“社会福利”方面发生严重事故，

“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
产造成较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
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
职务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负
有直接责任者，给予留党察看或者
开除党籍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者，给予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或
者留党察看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
任者，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

党内职务处分。“造成巨大损失或者
恶劣影响的，对有关责任者，依照前
款规定加重处分”。第一百三十九
条明确规定：“对因工作失职、渎职，
所造成的后果虽不够较大损失的标
准，但给本地区、本单位造成严重不
良影响的直接责任者，以及所造成
的后果虽不够重大损失的标准，但
给本地区、本单位造成严重不良影
响的主要领导责任者，根据损失的
数额及影响程度，给予警告、严重警
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群众举报不调查 本职工作却推诿
——海口龙华区文化市场稽查大队两工作人员被处分

干部眼下“死人”领低保 基层失职国家损失大
——万宁市社区居委会干部失职致国家专项资金流失被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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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 本报记者 彭青林 通讯员 林映

省整治庸懒散奢贪专项工作领导
小组日前发出通知，在全省开展“不干
事、不担事”突出问题专项监督检查，掀
开了我省深入整治庸懒散奢贪行动的
新篇章。全省上下，共同向“不干事、不
担事”等庸政、懒政、怠政的消极腐败现
象说不。

从重点整治“乱作为”到专项整
治“不作为”，从中央“规定动作”到海
南“自选动作”，此次行动以整治庸懒
散奢贪行动的进一步深化，来促进干
部作风进一步改进，服务水平进一步
提升，行政效能进一步增强，发展环
境进一步优化，重大项目建设进一步
提速。

履行主体责任
重拳整治庸政懒政怠政

据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各
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和省二十条规定精神，以踏石留印、抓
铁有痕的决心和力度反对“四风”，深入
持续整治庸懒散奢贪，作风建设取得明
显成效。特别是吃拿卡要、贪污腐败、
奢靡之风、侵害群众利益等“乱作为”的
情况得到了明显遏制，但一些地方和机
关单位“不作为、不担当，不干事、不担
事”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地方
还比较突出。

省整治庸懒散奢贪专项工作领
导小组有关负责人指出，这种现象不
仅与作风建设的要求是相悖的，也完
全违反了党的纪律。在《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中，对失职、渎职、滥
用职权和违反工作纪律的“不作为”
情况都有明确的规定。本次专项督
查正是根据党纪规定开展，做到于纪
有据。

该负责人表示，从全国加强作风

建设、反对“四风”的情况来看，在
“乱作为”得到有效治理后，“不作
为”必将成为下一阶段作风建设的
整治重点。

与此同时，此次监督检查也是对
各级党委落实省委决定、履行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的检验。本次督查
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认真对照检查
本单位存在的“不干事、不担事”庸政
懒政怠政等消极腐败问题，建立整改
台账。纪检监察部门将采取多种形
式对被监督检查单位开展明察暗访，
推动主体责任落实，确保督查工作取
得实效。

服务海南改革发展
对照检查26项重点问题

9月份，省政府在全省开展重点项
目建设“集中解决问题月”活动，重点解
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其中不
少问题是“不作为”引起的，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项目建设进度和地方经济发展，
表现比较突出。

“庸政懒政怠政损害的是党和政府
的公信力，损害的是干部队伍形象，损
害的是海南发展环境，必须坚决整治和
遏制。”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黄

克忠告诉记者，海南将此作为“自选动
作”先走一步，在全国较早开展“不干
事、不担事”的全省范围督查，也正是服
务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海南经济社
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在实际工作中，主要存在两种
错误的消极思想。”黄克忠表示，一是
认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求有
功、但求无过，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
事”；另一种是随着反腐力度加大，不
敢拿、不敢吃就没有干劲了，“脸好
看、门好进、但事难办”。“上述两种消
极思想，实质上都是‘不给好处不办
事，给了好处乱办事’贪念的延续。”

他说。
为此，此次专项督查将项目建设作

为监督检查的重中之重，同时重点打击
在民生工程、行政审批、群众工作等方
面的庸政、懒政、怠政，明确提出了26项
重点检查的问题。此举便于有关单位
和领导干部可以一一对照检查自身存
在的问题，积极整改，也方便社会监督
和群众投诉举报。

整治“不作为”
是作风建设应有之义

“在‘庸懒散奢贪’5个字中，‘奢贪’
的乱作为是腐败，那么‘庸懒散’的不作
为同样是一种消极腐败现象。”黄克忠
说，整治庸政懒政怠政，本身就是我省
整治庸懒散奢贪行动和开展作风建设
的应有之义。

从2012年省第六次党代会决定，在
全省深入治理庸懒散奢贪，从源头上遏
制腐败发生以来，我省持续开展集中整
治庸懒散奢贪专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
效，使广大干部群众切实感受到党风政
风行风好转的可喜变化。

两年多来，整治庸懒散奢贪工作
几乎月月有活动、行行有整治，将作
风建设在全省上下一步步推进、一层
层深入，有效防止了作风建设“一阵
风”，推动了全省党政机关作风持续
转变。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省整治
庸懒散奢贪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有关
负责人表示，整治“不作为”只是作风
建设在我省不断深入推进的最新成
果。各级党委（党组）和纪委（纪检
组）都要认真履行好党风廉政建设

“两个责任”，树立不抓作风建设就是
严重失职的意识，通过作风的持续转
变，为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营造
风清气正、敢于担当、勤政廉政的发
展环境。

从重点整治“乱作为”到整治“不作为”，从中央“规定动作”到海南“自选动作”——

海南向“不干事、不担事”说不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彭青林 通讯员林

映）“不干事、不担事”的具体表现如何界定？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如何处理？——就全省开展深入
整治庸懒散奢贪“不干事、不担事”突出问题专项监督
检查行动中的这些问题，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
人表示，专项督查行动是根据党纪规定和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结合我省实际中存在的问题
制定方案并开展的。党纪对“不作为、不担当，不干
事、不担事”的现象，已有明确的规定、认定标准和纪
律处罚要求。

“在现阶段，‘不干事、不担事’越来越成为‘四风’
的外在表现形式。”该负责人说，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工作会议上，习近
平总书记列举并剖析了4个层面比较突出的25种“四
风”表现形式，其中有20种都与“不作为、不担当，不干
事、不担事”有关。

事实上，党的纪律对此已有明确规定。在《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十二章“失职、渎职行为”中，
对不作为、不担当、不正确履行职责的党和国家工作
人员或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作出了纪律处罚规定。
根据规定，失职、渎职行为共包括31种情形和具体行
为，基本囊括了“不干事、不担事”的主要具体表现。

此外，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十三章“侵
犯党员权利、公民权利的行为”、第十四章“严重违反社
会主义道德的行为”、第十五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
行为”中，也对一些“不干事、不担事”表现明确了处罚
规定。例如，少数基层干部工作作风粗暴、侵犯他人自
由的，在台风等灾害中擅离岗位、不救灾救人的，参与
黄赌毒或为其提供方便条件的，等等。

省整治庸懒散奢贪工作领导小组根据上述党纪规
定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明确了26个
重点检查的问题，有利于把监督检查工作落到实处。

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表示，对于督查发现
的突出问题，将严肃执纪问责。处罚标准也将按照《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执行，根据情节轻重、造成
损失大小和社会影响，予以相应的党纪处分。涉嫌违法
的，将移交司法机关。

省纪委解读“不干事、不担事”突出问题
专项督查——

为官不为 党纪不容

（一）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重点检查以下问题：
1、在省政府重点项目建设中，一个项目、一个分

管领导、一个责任单位、一个工作班子、一个倒排工期
计划、一竿子抓到底“六个一”的责任模式落实不到位，
推进迟缓，效益低下；

2、在项目推进涉及的规划、环保、用地、用林、项目
审批、资金落实等方面回避矛盾和困难，被动应付，议而
不定，久拖未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3、学风文风会风积习甚深，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作表面文章，下基层“身下心不下”，与群众交心、办实
事不够；

4、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换一任领导变一套
思路，负债累累、寅吃卯粮，只顾眼前、不顾长远；

5、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合
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打折扣，搞变通；

6、拍脑瓜决策，搞“一言堂”，容不下他人，听不得
不同意见；

7、不敢担当、不愿负责，当太平官、逍遥官；
8、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松弛，信口开河，口无遮拦；
9、玩心很重，玩风很浓，吃喝玩乐，文恬武嬉，花天

酒地，乐此不疲。
（二）对直属机关和单位重点检查以下问题：
10、办事拖拉，推诿扯皮，浑浑噩噩地混日子，上

班时间斗地主、嗑瓜子、玩手机、逛淘宝；
11、随意离开工作岗位，外出溜达消闲；
12、作风漂浮落实不力，工作底数不清，基层情况

不明，唱功好、做功差；
13、服务不主动、不作为、慢作为，只求过得去，不

求过得硬；
14、工作“中梗阻”，对上级交办的任务找客观原因

顶着不办，对群众要办的事情找各种理由拖着不办。
（三）对执法监督部门和窗口单位重点检查以下

问题：
15、“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口号响当当，服务

冷冰冰，办事慢腾腾，尤其是普通群众办事难上加难；
16、服务不主动、不作为、慢作为，没有认真落实一

次性告知制、公开承诺制、限时办结制和首问负责制；
17、该下放的权力不下放、该取消的审批不取消、

不按行政审批目录实施审批，或者违规设置前提条
件、增加审批环节，人为设置障碍，拖延审批、多头审
批，增加管理服务对象负担；

18、“懒政”现象突出，出工不出力，懒懒散散，不下
基层，不联系群众，迟到早退现象严重；

19、执法不公，搞选择性执法、随意性执法，办关
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四）对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等基层组织重点检
查以下问题：

20、不关心群众冷暖，责任心不强，坐等上门多，
主动问需少，用上网代替上门，用空话代替见面，遇到
矛盾绕道走；

21、落实惠民政策缩水走样，机械执行，死板操
作，好事办不好；

22、工作不专心，在位不在岗，天天走读，有事找
不着人，领导职责空置；

23、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哄骗上级，糊弄群众；
24、方法简单粗暴，对待群众态度恶劣，随意训

斥，“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
25、软弱涣散，服务群众意识和能力不强，办事不公；
26、侵犯群众利益，克扣群众财物，拖欠群众钱

款，打白条、耍赖账。 （彭辑）

专项监督检查的
26个重点问题

上班时间上网玩游戏带小孩
——乐东黎族自治县三工作人员被通报批评

D

2014年4月25日，乐东县政务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工作人员羊少燕上班
时间玩游戏，县交通运输局窗口工作
人员张美玉上班时间浏览与工作无关
的网页，县住建局窗口工作人员林生
菊上班时间将小孩带进工作区域。

针对上述问题，乐东县纪委监察

局对羊少燕、张美玉进行通报批评并
诫勉谈话，对林生菊进行通报批评。
县政务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青因负
有领导责任，被诫勉谈话并通报批评。

核心提示：
《海南省“庸懒散奢贪”行为问责

办法（试行）》第五条明确规定，“上班
时间无故迟到、早退，不按规定请销
假，中途擅自脱岗，或者打麻将、玩游
戏、上网聊天、研究彩票、炒股和外出
喝茶、购物以及从事其他与工作无关
活动，造成不良后果和影响的”，应当
问责。

海口观澜湖项目进展顺利，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门积极作为。重点项目建设中的“不作为”问题，是全省开展“不干事、不担
事”专项监督检查的26个重点问题之一。图为建设中的海口观澜湖兰桂坊项目。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