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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3月 22日讯 （记者刘
操 通讯员文承彬）“近三年，县发改委
党组仅召开过1次民主生活会，没有组
织上专题党课，支部大会的召开时间
和主题内容随意性较大，内设的第二
党支部从2012年9月设立至今从未组
织党员学习……”昌江黎族自治县首
轮巡察就直指县发改委存在的“三会
一课”制度落实不到位问题。

2016年 11月至12月，昌江县委
剑指重点项目、脱贫攻坚等老百姓关
注度高的两个领域，派出2个巡察组
对县发改委、县扶贫办开展该县首轮
巡察。巡察期间共受理来信2件、来
访12人次、个别谈话95人次，调阅有
关资料549份，走访调研23处。

巡察前，巡察组根据被巡察单位
工作特点，着重分析研究容易产生
问题的“病因”，同时加强与审计、信
访、财政等部门协调，通过查阅资
料、实地调查、暗访等方式深入查找
问题线索。

“这次巡察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
面，是一次有效的政治体检，促进了被
巡察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有
效发挥了发现问题、形成震慑的作
用。”谈起首轮巡察的成效，昌江县委
书记林东在主持召开县委“五人小组”
会议听取首轮巡察汇报时表示。

“通过首轮巡察，我们发现党的

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问题比较
突出。党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明
显，对党建工作重视不够，重业务轻
党建。”县委巡察办负责人表示。据
了解，首轮巡察共发现问题 39 个，
推动整改问题 28个，发现问题线索
11个。

巡察过程只是一次“体检”，发现
问题及时整改才能把“病”治好。

“原汁原味地向被巡察党组织反
馈，真正体现辣味，压实被巡察单位党
组织主要负责人主体责任，确保巡察
整改工作的落实。”听取巡察情况汇报
后，昌江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委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林琳强调。

“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推进相对滞
后，项目跟进管理服务不到位，尤其
是七叉镇尼下村兴边富民项目迟迟
没有开工。如果项目不能按期完成，
我们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2016年11月30日，县委巡察办向县
发改委反馈了项目情况尤其是涉农
项目建设上存在的问题。“我们全部
接受，马上进行整改，加快进度。”县
发改委负责人在接受县委巡察组反
馈时表示。

“下一步，我们将对巡察发现的问
题进行核查，重点围绕发生在群众身
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开展监督执
纪问责，充分发挥巡察利剑作用，聚焦
群众‘获得感’。”林琳表示。

发现问题39个 推动整改28个

“衡量巡察工作成效的
标准，关键在于发现问题的
同时，巡察成果是否得到充
分运用。”省委巡视办副主任
董德成介绍说，市县党委、巡
察组对巡察发现的问题线索
实行分类处置，对巡察发现
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督促有关单位抓早抓小、严
抓严管，将纪律挺在前面。

“本轮巡察共发现问题
116个，发现问题线索26件，
涉及人员37人，其背后深层
次原因则在于长期监督的宽
松软以及党的领导弱化、党的
建设缺失和全面从严治党不
力……”1月22日，万宁市委
常委、纪委书记、市巡察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杨会春对第一
轮巡察单位主要负责人集中
约谈时直击要害，针针见血。

“在巡察市农业局期间，
我们发现海南某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存在拖欠2016年农
民土地流转租金共约300万
元，严重损害农民切身利益，

可能造成群体性事件。”海口
市委巡察一组副组长翁勗文
说，巡察组多次深入田间地
头，约谈市农业局局长李世
高、分管副局长梁其海，要求
尽快出台措施，解决该公司
拖欠农民土地流转金问题。
2016年底，该农业科技公司全
部支付所拖欠的蔬菜基地农民
土地流转租金300万元。

截至2月底，各市县巡察
组共反馈问题1393个，已完成
整改1118个，整改率80.26%；
巡察期间提出立行立改问题
542条，已整改506条，占比
93.36%；向市县党委有关部门
提出意见建议108条，已落实
78条，占比72.22%。“对巡察
反馈的意见，要建立整改问题
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提
出整改措施、提交整改报告、
公开整改情况。巡察整改情
况要‘回头看’、杀‘回马枪’，对
整改不到位、责任不落实的严
肃问责。”马勇霞表示。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

促进整改
落实确保巡察取得实效

本报海口 3月 22日讯 （记者刘
操 通讯员王符学）“巡察组指出的问题
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为我局党组敲响
了警钟，亮起了红灯。提出的整改意见
和建议，具体明确、真诚中肯，具有很强
的指导性、针对性、警示性。我局党组
完全认同、诚恳接受。”今年1月6日，
在海口市委巡察集体约谈（扩大）会上，
上一轮被巡察的市农业局、市民政局党
组书记就抓好抓实巡察整改工作郑重
表态。

这是一场辣味十足的约谈，除市
农业局、市民政局两个被巡察单位党
组负责人外，还有全市91个各级党组
（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市委巡察
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会议是
该市在巡察工作方面的一个创新做
法，目的是以约谈上一轮被巡察的2
个单位党组主要负责人为契机，要求
市委巡察对象提前对照开展自查自
纠，警醒、触动、教育全市各级党组（党
委）负责人，在全市起到震慑作用，体
现抓早抓小。

据了解，2016年下半年以来，海口
市开展2轮巡察，共巡察了市农业局、
市民政局、市市政管理局、市园林局、市
环卫局、市水务局等6个市直单位党组
织，把与群众利益关系密切，涉及惠农
涉农、城乡低保、救助救济等领域相关
工作，特别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作为巡察重点。

巡察期间，各巡察组共受理来信来
电来访22人次，个别谈话489人次，调
阅有关资料6295份，走访调研85处，
共发现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
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三大问题188个，问
题线索72件。

坚持边巡边改，市委巡察组及时纠
正了被巡察单位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
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三大问题
26个，推动解决了十大农业品牌创建、
拖欠农民土地流转金300万元等关系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海口市殡仪服务公司原经理秦齐
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市民政
局副局长张祖强违涉嫌严重违纪，目前
正接受组织审查”…

据了解，根据巡察移交线索，市
纪委已立案9件9人，巡察“利剑”作
用初显。

海口市率先探索构建市、区两级巡
察联动格局，目前已推动四个区全面启
动第一轮区级巡察工作，各区共派出8
个巡察组，对6个区直机关、2个区属事
业单位开展巡察。

“市委坚持把巡察作为党内监督向
基层党组织延伸的重要抓手，制定了
《十三届海口市委巡察工作规划》，从严
从实推动巡察工作逐步深化，不断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海口市委
常委、市纪委书记、市委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李湖表示。

约谈促整改 巡察利剑作用凸显
本报海口 3月 22日讯 （记者刘

操 通讯员蔡海艳）清晨6点，山雾环
绕，天还没有亮透，巡察组小张的手机
铃声便急促地响起，“喂，是县委巡察组
吗？我有问题要反映。”营根镇南丰村
委会城文村小组的王太军一开口便直
奔主题，“我家很贫困，平时靠打零工维
持生活，房子破旧，镇政府却把我剔除
出贫困户，请你们来看看。”

听完电话，小张立即向巡察组杨组
长进行汇报。2个小时后，小张与杨组
长来到王太军家实地察看。王太军家
房屋破损严重，基本属于危房，家庭收
入很少。巡察组与王太军进行了详细
交谈并记录在案，对房屋等进行拍照取
证。随后，巡察组将王太军的问题反馈
给营根镇党委，营根镇党委表示将尽快
调查核实，严格按照规定做到精准识
别。这是县委巡察组一日的工作实况。

2016年，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
委把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主动
贯彻省委部署，出台巡察工作办法，完
善规程，明确巡察工作原则、对象范
围、工作方式、工作程序等，明确在县
委每届任期内，至少对所有巡察对象
巡察一遍、实现全覆盖，必要时可对村
小组巡察。

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琼中
启动首轮巡察工作，组成三个县委巡察
组，采取“一托二”方式对营根镇、湾岭
镇、和平镇等6个乡镇党委开展脱贫攻

坚专项巡察。
“在确定首轮巡察主题时，我们反

复斟酌，最终确定了把脱贫攻坚工作作
为切入点，就是想通过首轮巡察，把身
子沉下去，倾听农村基层的声音，掌握
第一手信息，督促乡镇党委把涉农惠农
政策实实在在运用好，对群众的困难和
问题实实在在解决好。”县委常委、县纪
委书记、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司
亚杰说道。

首轮巡察，与当前工作重心结合，
把发现“脱贫工作中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主题，围绕
脱贫攻坚措施落实和任务进展情况，聚
焦贫困户精准识别、帮扶措施精准实
施、扶贫物资采购发放、解决群众实际
困难等方面，重点发现脱贫攻坚工作中
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走村入户”听民声，“田间地头”访
民情。巡察期间，三个巡察组受理来访
来电71人次，个别谈话222人次，走访
调研272处，涉及农户1100余户。

访问民情是手段，发现问题是根
本。据了解，首轮巡察，县委巡察组共
发现了乡镇党委主体责任缺失、扶贫政
策落实不精准、党委班子及成员履职尽
责不力、在涉农领域中监督管理不到位
以及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问题等
五大类问题95个，推动整改问题5个；
发现36个问题线索，已移送县纪委等
相关部门处理。

“下沉”到底 巡察“接地气”

我省扎实推进市县巡察工作全覆盖

把准定位带着问题去巡察

3月3日，七届中共
海口市秀英区委第一
轮对区卫生局和农林
局党组巡察正式启
动；3月6日，乐东黎族
自治县召开十三届县
委第一轮巡察工作动
员部署会，正式启动十
三届县委第一轮巡察
工作，县委5个巡察组
对全县11个乡镇开展
政治巡察……近期，随
着全省各市县党委换
届工作的顺利完成，新
一届市县党委巡察工
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
行。

近年来，全省各市
县党委坚决落实中央
和省委关于推进市县
巡察工作的决策部
署，把巡察作为履行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
重要抓手，把准巡察
定位，坚持问题导向，
用好巡察成果，取得
突破性进展。截至目
前，全省18个市县（三
沙市除外）先后派出
156 个巡察组对 225
个乡镇和单位开展了
巡察。根据巡察移交
的问题线索，各市县
纪检监察机关立案71
件 71人，给予党政纪
处分69人，移交司法
机关3人。

“要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推
动巡察工作的决策部署，探索
巡察制度，构建巡视巡察新格
局，将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去年4月，省委常委会传
达学习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
会和省区市巡视办负责同志座
谈会精神，省委书记罗保铭对
推动巡察工作做出重要部署。

省委高度重视市县巡察
工作，将市县巡察纳入巡视
监督总体部署，作为优化监
督格局、延伸监督触角的重
要制度创新，及时研究解决
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推动建
立巡视巡察联动机制，巡视
巡察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
体推进。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16次召开会议，对落实中央和
省委要求，推进市县党委巡察
工作做出具体部署。

定制度、建机构、组队伍，
巡察工作基础逐步夯实。

去年6月，经省委常委会
审议通过后，《中共海南省

委关于建立市县党委巡察
制度的意见》印发全省，为
巡察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和制度保障。

海口、屯昌、陵水等市县
先后制定了巡察工作流程
图、巡察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巡察干部行为守则、巡察发
现问题线索移交管理制度等
配套制度，确保巡察工作规
范有序开展。

参照巡视干部队伍架构，
组建巡察组组长库和人才库，
组长库人员从基层工作经验
丰富、勇于担当的领导干部中
挑选；人才库人员从纪检、组
织、审计、财政、公检法等部门
抽调业务骨干组成。

目前，全省18个市县（三
沙除外）党委全部成立了由
市县纪委书记担任组长的巡
察工作领导小组；全部设立
巡察办，巡察办共定编 62
个；共组建巡察组 56 个，巡
察组长库共370人，巡察人才
库共1011人。

夯实工作基础
建立市县巡察工作格局

“要牢牢把握巡察的职
责定位，紧扣‘六项纪律’，紧
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
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这

‘三大问题’，紧抓重点人、重
点事、重点问题，突出关键少
数、突出政治纪律、突出标本
兼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
记、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马勇霞在巡视工作会议
上反复强调。

带着问题去巡察，围绕
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重大
决策部署、推进市县党委和
政府中心工作、解决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确定巡察
重点，着力发现和推动解决
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宽松
软、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
风和腐败等问题。

“坚定政治方向，坚持问
题导向，坚持面向基层、贴近
群众，确保巡察取得实效。”
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麦
正华说。

陵水三才镇港演村原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万学
阳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
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处分；陵
水提蒙乡长坡村党支部原委
员、老内村经济社社长黎昌
正套取征地补偿款和农村公
路养护费，被给予党内警告
处分……

“通过巡察，推动惩处了
一批群众身边的‘蝇贪’‘蚁
贪’，警示教育了广大党员干
部，传导了全面从严治党的
压力，增强了群众获得感。”
陵水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
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王家俊表示。

截至目前，全省18个市
县巡察共发现党的领导弱
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
治党不力“三大问题”1654
个，发现违反“六项纪律”问
题839个，发现问题线索涉
及党员干部384人，解决了
一批涉及扶贫领域、惠民惠
农政策落实、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等突出问题。

坚持政治
巡察解决突出问题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詹君峰 王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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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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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进
驻
三
家

镇
巡
察
工
作
动
员
会
。

昌
江
县
委
巡
察
组
检
查
扶
贫
资
金
管
理
使
用
情
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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