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

查处问题数

处理人数

给予党政纪处分人数

总计

329

516

253

级 别

地厅

3

4

4

县处

15

37

18

乡科及

以下

311

475

231

类 型

违规公

款吃喝

11

（3.34%）
38

（7.36%）
20

（7.9%）

公款国

内旅游

13

（3.95%）
19

（3.68%）
18

（7.11%）

公款出国

境旅游

0

0

0

违规配备

使用公务

用车

29（8.81%）

30（5.81%）

14（5.53%）

楼堂馆

所违规

问题

0

0

0

违规发放

津补贴或

福利

10（3.03%）

24（4.65%）

17（6.71%）

违规收送

礼品礼金

10（3.03%）

11（2.13%）

11（4.34%）

大办

婚丧喜庆

9

（2.73%）
9

（1.74%）
8

（3.16%）

不干事、

不担事

217

（65.96%）
339

（65.70%）
132

（52.17%）

吃拿卡

要拖

27

（8.20%）
43

（8.33%）
31

（12.25%）

其他

3

（0.91%）
3

（0.58%）
2

（0.79%）

备注：“其他”包括通报批评、责令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等问责方式。

中秋、国庆“两节”临近，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又
开始了一项看似“例行”，却事关作风建设“落地生
根”的明察暗访活动。

明察暗访、严肃问责、通报曝光……今年以来，
全省各级党委（党组）和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精神，深入整
治庸懒散奢贪，推动作风建设进一步取得实效。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精神，驰而不息纠
正“四风”，持续深入整治庸懒散奢贪，必须坚持一
个节点连着一个节点抓，一个阶段扣着一个阶段
推，一项工作接着一项工作做，巩固深化纠正“四
风”工作成果，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推动
作风建设落地生根。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段小申 严磊

严肃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
和腐败问题，努力取得让群众看得到、体
会得到的成果，是推动党风廉政建设落
实到基层的重要任务。今年，这项任务
被中央纪委监察部列为专项工作，也是
我省纪检监察机关的重点工作。

为贯彻落实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
查处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等
一系列工作部署，我省相继出台《2015
年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
败问题专项工作要点》、《全省开展发生
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线索
集中排查活动工作方案》等通知办法。

今年6月16日，全省农村基层党
风廉政建设现场会在乐东召开，省委
书记罗保铭作出专门批示，会议对查
处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进行
部署，明确要着重解决发生在基层和
群众身边的生冷硬推、吃拿卡要、与民
争利、欺压百姓等“四风”问题。8月6

日，全省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
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推进会在琼海召
开，对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
和腐败问题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要求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把全面从严治党落
到实处，压实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四风”和腐败问题的主体责任和监督
责任，各项工作要与中央纪委精准“对
表”，不折不扣执行落实。

为了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对于发生
在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线索，省
纪委安排委厅领导进行一对一的督办，
坚决查实问题，给群众满意的答复，通
过调阅案卷资料、发函督办、约谈交办
等方式，加大督办力度。同时，相关领
导适时抽查督办件办理情况，督促提高
督办件办理质量和效率；建立党风政风
工作数据网络统计系统，定期汇总分
析，公布进展情况。

三亚市海棠区龙海村党支部书记

兼村委会主任陈家茂等人违规组织村
党员干部公款旅游被查处；万宁市建筑
设计院负责人陈昌敏违规发放补贴被
查处；临高县博厚镇美所村党支部书记
兼村委会主任王智清等违规使用征地
补偿款被查处……

在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我省各
级党委（党组）将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强化责任担当，严明纪
律，严格管理，严格执行有关规定要
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切实履行监
督责任，继续看住一个个节点，解决一
个个具体问题，强化执纪问责，对“四
风”问题突出、发生顶风违纪问题的，在
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同时，严肃追究顶风
违纪者所在地区、部门和单位党委（党
组）、纪委（纪检组）的责任，确保“问责
一个，警醒一片”，持续保持对“四风”的
高压态势。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

我省巩固深化作风建设成果，持之以恒纠正“四风”——

弛而不息推动作风建设落地生根

今年重要的“两节”节点即将到来。
对于各地群众来说，这是喜迎佳节、欢欣
鼓舞的时节；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这
还是考验党性的廉洁关、自律关。

每逢佳节，“四风”问题仍有可能借机
“抬头”或身着“隐身衣”以各种形式出
现。全省各级党委（党组）和纪检监察机
关采取多种形式，敲响警钟、打预防针；着
力抓住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中秋、
国庆等一个个重要节点，持续发力、强化
监督，早发通报、早提醒、早打招呼。

——去年元旦前夕，省纪委、省整治
庸懒散奢贪专项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
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春节前夕，省纪委通报了5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五一、端午前夕，省纪委、省整
治庸懒散奢贪专项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
8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并制定了明察暗访工作方案；

——今年中秋、国庆前夕，省纪委、
省整治庸懒散奢贪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再
次密集通报五起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
风”和腐败典型问题，七起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各市县纪检监察机关积极响应，节

前发信号、严明纪律要求，节中抓检查、
紧盯违纪问题，节后严问责、加强通报曝
光，狠刹节日不正之风，形成了高压态
势。文昌市纪委下发通知，要紧盯中秋、
国庆，防止节日期间公款送礼、公车私
用、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反弹回潮。五
指山市纪委下发通知，要求严格执行“四
个严禁”规定，严防中秋、国庆期间“四
风”问题反弹回潮。

同时，省纪委还创新工作方式，充分
运用两个自媒体平台“海南廉政网”和

“海南廉政”微信公共号，释放节前各种
纪律要求和执纪必严的信号。

查看省纪委监察厅微信公众号“海
南廉政”推送的微信，大家可以看到，谨
防“四风”借机“抬头”，已成为节日到来
前广大党员干部的“必修课”。从“过好

‘年关’，守好‘廉关’”到“饭前要‘三问’
饭局‘红线’要认清”再到今年端午节前
的廉政微考堂等，“海莲君”以喜闻乐见
的方式，引导、告诫党员干部以身作则，
与“四风”问题划清界限。

“审计发现，一些省直单位存在将会
议费、培训费的预算资金转移到有关酒
店挂账，并在酒店长期签单消费、公款吃
喝或提取现金以及设立‘小金库’用于发
放补贴、违规消费等行为。”省审计厅有
关负责人表示。

对此，今年5月省审计厅、省监察厅
联合下发《关于开展违反财经纪律事项
专项清理的通知》，要求省直各单位开展
违反财经纪律事项自查自纠工作，对违
规行为限时整改。

根据审计掌握的情况和省直各单位
自查自纠上报情况，9月10日，由省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办公室牵
头，省纪委、省审计厅、省地税局、省直机
关纪工委、省财政国库支付局各抽调业
务骨干组成明察暗访检查组，对部分省
直有关单位违规套取资金、违规设立“小
金库“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隐形

“四风”问题开展联动协查。
按照工作部署，省直机关纪工委、省

纪委各有关派驻组将对检查获取的线索

进行筛选，对疑似违规问题线索将开展
进一步的核查，一旦查实，将严肃问责并
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此次监督检查的顺利进行，还得益
于目前已建立的行之有效的联动协查机
制，该机制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工作合力，
让违反中央八项规定问题无处藏身、无
所遁形。

去年，省整治庸懒散奢贪专项工作
领导小组制定了《关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问题联动
协查责任分工方案》。根据方案，税务部
门重拳打击违规开票，财政部门严格公款
开支审核，审计部门加强审计预警监控。
各部门按照中央和省委关于纠正“四风”、
整治“庸懒散奢贪”工作部署，结合各自工
作职责，建立联动协查和信息共享常态化
机制，着力核查各类违纪问题。

目前，我省纪检监察机关与财政、审
计、税务等部门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形成
了查纠“四风”突出问题和整治“庸懒散
奢贪”的工作合力。

在全省今年上半年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精神、反
对“四风”、整治庸懒散奢贪工作情况通
报中，记者注意到了这样一组数据：全
省各级党委（党组）和纪检监察机关共
受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
风”、整治庸懒散奢贪问题群众举报
639件次，比上年同期减少0.03%；开展
明察暗访 1232 次，比上年同期增加
71.34%。

“这表明，各级党委（党组）工作力
度进一步加大，形成了抓作风建设的常
态高压机制，也得到了群众的认可。”省
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黄克忠说，虽
然群众举报问题少了，但是另一组数据
说明我省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
政府二十条规定精神、反对“四风”、整
治庸懒散奢贪工作丝毫没有放松。

今年上半年，我省受理的639件次
群众举报中，查实问题329件，处理人
数516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53人、
组织处理6人、诫勉谈话170人、其他
处理87人。

在上半年查实的329件问题中，不
干事、不担事问题217件，处理人数339
人，分别占总处理问题数的65.96%和总
处理人数的65.70%，排在违规公款吃
喝、公款国内旅游等11类问题中第一
位；查处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问题29
件，处理人数30人，分别占总处理问题
数的8.81%和总处理人数的5.81%，位
列第二；查处吃拿卡要拖问题27件，处
理人数 43 人，分别占总处理件数的
8.2%和总处理人数的8.33%，位列第三。

一方面是铁面无私的严查，一方面
是点名道姓的通报曝光：比如屯昌、万

宁、三亚等市县先后查办、通报了数十
名“不干事、不担事”公职人员，他们违
规办理残疾人证领补助、违规收取渔船
年检费、管理失职致林区幼树被偷砍、
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等。此外，我省还
严肃查处通报了海南省档案局违规设
置隐匿“小金库”、违规发放伙食补贴
等问题；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调
研员曾庆义等人违规公款吃喝问题；
三亚市文联原党组书记、主席吴国华
公车私用问题……

省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
半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设的“落
实八项规定 坚决反对四风”监督曝光
专栏，共通报了海南24起问题。全省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分96批对157个单
位419人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和公开
曝光。

紧盯关键节点 守好过节廉关

发挥协调机制作用 形成工作合力
关注群众身边问题 提升群众获得感

保持严查高压 持续通报曝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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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持续深入整治庸懒散奢贪问题——

治“为官不为”
护清风正气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段小申 曹晋

今年3月，省纪委和省整治庸懒散奢贪专项
工作领导小组对八起“不干事、不担事”典型问题
发出通报；

5月，因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推进不力，白沙黎
族自治县水务局、住建局等 25家单位主要领导
被集体约谈；

6月，昌江黎族自治县民政局工作人员“不作
为、慢作为”，县民政局相关领导被全县通报批评；

……
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查处的329件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整治庸懒散
奢贪问题中，不干事、不担事问题有217件，处理
人数339人。

一份份通报、一次次约谈表明，海南誓将整治
“不干事、不担事”进行到底。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马勇霞在全省开展“不
干事、不担事”突出问题专项监督检查动员部署会
上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整
治庸懒散奢贪、纠正“四风”绝不是一阵子、一股风，
绝不能半途而废、虎头蛇尾，绝不给庸懒散奢贪、

“四风”等不良风气卷土重来、死灰复燃的机会。

多措并举 严肃整治

“虽然是集体约谈，但当时面子上还是有些挂不
住。”谈及今年7月被县委主要领导集体约谈，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某单位一把手至今还觉得“很尴尬”。

今年7月24日，针对省、县重点项目推进和
公共财政预算安排项目资金支出缓慢中存在的

“不干事、不担事”问题，保亭县委主要领导集体约
谈全县120个单位“一把手”，强调各单位既要种
好“责任田”，又要打好“主动仗”，努力提高党员干
部的“干事、担事”能力和水平。

除了约谈，明查暗访、监督检查、严肃问责等
也是作风专项整治重要的方式。今年7月13日
至7月30日，海口市抽调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组成
机关作风检查组，采取明查暗访、实地查证、交叉
检查和个别走访等形式，深入市直机关、市直各

“窗口”单位，四个区、乡镇及街道办、居委会等单
位，重点对干部作风情况进行检查。据统计，检查
发现违纪人员76人，涉及70个单位，并对有关情
况和人员进行通报。

近期，针对国务院第二次大督查通报我省部
分重点项目推进缓慢问题，省政府有关部门认真
进行核查，提出处理意见，对其中确因在审批、决
策和监督等政策执行过程中懒政怠政、失察失职
渎职等不作为、慢作为原因导致项目推进缓慢的，
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面对不干事、不担事违纪违规行为，纪检监察
机关铁面执纪，坚决查处，严肃问责。”省纪委党风
政风监督室负责人介绍，省纪委对查处的“不干
事、不担事”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曝光，向全社会释
放了坚决整治“为官不为”突出问题的强烈信号。

今年6月3日，海南廉政网刊载了一条“三亚
市崖州区梅东村党总支书记孙有波被处分”的案
件。该案中，作为村党总支书记的孙有波对他人
多处占用基本农田搭建铁皮棚不制止，也不积极
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强制拆除，并且妨碍执法人员
执法，致使拆迁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最终受到撤销
村党总支书记职务的处分。

省物价局收费管理处副调研员王海红在受理
海南某学院申请学费标准调整过程中，不认真履
职，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

通过一系列举措，让“当太平官、混事官”、“为
官不为”的干部受到警醒，自我反省，让“创业、敢
于担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思想观念凝聚
成干事创业满满的正能量，在全省上下得到广泛
的认同和传递。

建章立制 着眼长效

“制度才能管长远。”省纪委监察厅有关负责人
说，我省在作风建设专项整治工作中，既解决当下
问题，又注重长远规划；深入分析把握特点规律，将
工作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形成规章制度。

今年6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启动
对庸政懒政怠政行为行政问责工作的通知》，明确对
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出台政策不力，行政
审批和行政服务过程中不作为、慢作为等“不干事、
不担事”突出问题，要按照《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
问责的暂行规定》、《海南省“庸懒散奢贪”行为问责
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责。

7月2日，省纪委、省委组织部联合下发《关于
为全省整治违法建筑三年攻坚行动提供坚强有力
纪律和组织保障的通知》，明确要求全省共产党
员、各级干部和公职人员要自觉做到“六个不准”，
对负有整治违法建筑职责的单位和工作人员敷衍
塞责，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导致整治
工作进展缓慢、任务不落实的，要严肃问责，以确
保省整治违法建筑三年攻坚行动部署的实现。

各市县积极行动，出台相关制度措施。今年8
月5日，澄迈县系统总结了整治工作中的经验成效，
出台了《澄迈县行政问责暂行办法》，进一步明确，行
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导
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
害公共利益或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
响和后果的行政行为都将进行责任追究。

针对重点项目推进、打击违建工作中存在的
党员干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今年
7月31日，万宁市出台了《万宁市整治庸懒散奢
贪推进重点工作问责办法（试行）》，对重点项目推
进、打击违建等重点工作中存在的“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的党员干部进行问责。

作风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制度建设也不可
能一步到位。海南将在作风建设过程中，不断加强
制度建设，继续以制度促规范，建立健全“为官有
为”常态化的长效机制，着力营造海南风清气正、干
事担当的政务环境。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

备注：“其他”包括通报批评、责令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等问责方式。

受理群众举报数

639

查实问题数

329

处理人数
总数
516

党政纪处分人数
253

组织处理人数
6

诫勉谈话人数
170

其他
87

通报和公开曝光典型问题

批数/单位数/人数
96/157/419

全省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整治庸懒散奢贪工作情况表
（2014年12月至2015年6月）

9月10日，明察暗访检查组到某会计核算站核实有关问题。林琳 摄

表一

表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