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独派驻 16个 综合派驻 11个

派驻力量

2016年7月以来，全省各派驻纪
检组共对被监督部门提出问责建议
118条，督促相关部门追责 159人，处
置问题线索622起，立案127件

目前，全省各派驻纪检组共督促
协调被监督部门开展“六大纪律”和作
风建设专项监督检查 331次，发现问
题534个，提出整改意见建议508条

全省省、市（县）两级纪检监督机
构从改革前的262个精简为136个，监
督范围从512家扩大到1613家单位，机
构精简了48%，覆盖率提高了215%

省纪委27个派驻纪检组中

市县纪委 109个派驻纪检组中

单独派驻6个 综合派驻 103个

履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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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党组和省纪委驻
国土资源厅纪检组对检察机关移送的省土
地储备交易中心原副主任符玉严重违纪问
题进行了纪律审查，符玉严重违纪被开除
党籍和公职。”这是3月1日，海南廉政网

“纪律审查”栏目发布的一则消息。
严肃查处被监督部门干部违纪问题，

强化执纪审查力度这一履行监督职责的具
体抓手，使派驻监督威力更加突显。

全省各派驻纪检组，认真履行监督执
纪问责职能，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积极
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真正发挥了

“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
2016年7月以来，全省各派驻纪检组

共对被监督部门提出问责建议118条，督
促相关部门追责159人，处置问题线索622
起，立案127件。

“省纪委派驻纪检组在全系统调研督
导政治生态建设情况，既听汇报又发调查
问卷，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新的要求和警
示。”说起省纪委驻省工商局纪检组在全省
工商系统开展党内政治生态调研，省工商
局广告监测中心主任吴雅琼说。

吴雅琼说的党内政治生态调研，就是
省纪委各派驻纪检组今年的一项重点工
作。

“各派驻纪检组要准确把握‘树木’与
‘森林’关系，对被监督部门的政治生态作
出分析研判。”2017年初，省纪委作出统一
部署，要求各派驻纪检组积极开展被监督
部门政治生态调研，摸清被监督部门党委
（党组）和党员领导干部是否遵守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是否清正、廉洁，为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打好坚实基础。

“以往派驻纪检组专注查办违纪违规
案件，忽视了日常监督工作；现在工作重心
从查办违纪案件逐步向日常监督转变，强
化日常监督、维护政治生态已成为派驻纪
检组的‘必修课’。”省纪委驻省工商局纪检
组组长周豪表示。

目前，全省各派驻纪检组共督促协调
被监督部门开展“六大纪律”和作风建设专
项监督检查331次，发现问题534个，提出
整改意见建议508条。

“派驻纪检组要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
觉悟，把‘四个意识’落实到具体行动中，聚
焦全面从严治党，加强监督执纪问责，把严
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运用好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当好被监督部门党
内政治生态的‘护林员’。”省纪委有关负
责人表示。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

校准“探头”确保监督无“死角” 派驻机构督促整改问题32个驻巡结合锤炼前哨尖兵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通讯员 詹君峰

“3月4日，五指山市纪委成
立5个派驻纪检组，实现派驻监
督全覆盖。”“4月21日，三亚市纪
委成立14个派驻纪检组，实现派
驻监督全覆盖。”“5月11日，琼海
市纪委成立5个派驻纪检组，实
现派驻监督全覆盖。”……

随着我省各市县陆续完成派
驻纪检组进驻工作，标志着我省
的市县派驻监督全覆盖工作全面
完成，这也是继2016年7月实现
对99家省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
驻全覆盖后，我省实现了省市县
派驻监督全覆盖。

去年7月，海南省纪委27个派驻
纪检组成立后，各市县纪委也快速行
动、对标看齐，以省纪委派驻机构全覆
盖改革方案为蓝本，研究设计派驻机
构全覆盖改革方案。

“我们采取‘一对一’方式对市县
派驻机构全覆盖进行协调指导，并跟
踪督促落实到位。”省纪委组织部部长
赵文宁说。

海南省纪委派驻监督改革工作科
学整合原先分散的力量，优化结构、形
成监督合力，将监督范围扩大到省、市
县两级上千家单位。

据了解，省纪委27个派驻纪检组

中，单独派驻16个，综合派驻11个；
市县纪委109个派驻纪检组中，单独
派驻6个、综合派驻103个。

从机构配置和监督范围来看，全
省省、市（县）两级纪检监督机构从改革
前的262个精简为136个，监督范围从
512家扩大到1613家单位，机构精简
了48%，覆盖率却提高了215%。

组织架构完成了，干部就是决定
因素，派驻纪检组监督执纪工作能否
取得理想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配好
选优派驻纪检组干部。

6月7日，定安县纪委发布公告，
面向全省择优选调政治立场坚定、组

织观念强、有较强的事业心人员到定
安县纪委派驻纪检组工作。

“此次派驻机构人选不拘泥于从
原来的监督机构中调配，而是通过转
任、选调、遴选、招录等多种方式，面向
全省调配优势力量充实派驻纪检干部
队伍。”定安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赵
志刚表示。

选配派驻纪检组人员坚持突出忠
诚干净担当的要求，综合考虑干部的
年龄、文化层次、专业结构以及个人经
历、能力素质、任职回避等因素，通过
档案审核、信访核查、个人有关事项核
查、民意测评、谈话考察等程序，好中

选优、优中选强。
“我们面向全省选调干部，把政治

意识放在首位，按照忠诚干净担当的
标准，真正把那些敢于监督、善于监督
的优秀领导干部选任到派驻纪检组岗
位上来。”说起去年的省纪委派驻组干
部选拔，赵文宁记忆犹新。

截至目前，全省18个市县已全面
完成派驻机构设置工作，实现了组织和
制度创新。随着派驻工作陆续完成，一
大批政治素质过硬、学历较高、工作经
验丰富的干部加入派驻纪检组行列，为
派驻机构更好地对被监督部门进行监
督提供了坚强的人才保障。

机构和干部配好了，提升派驻干
部监督执纪能力是关键。

“派驻纪检组干部要坚定理想信
念，加强自身建设，正确把握派驻机构
定位，尽快适应工作环境、工作角色和
工作方式的转变。”5月17日，琼海市
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王华涛在全
市派驻纪检组干部业务培训班上对派
驻纪检组干部提出要求。

为了让新调入的派驻干部尽快熟
悉业务适应角色，提高监督执纪问责
的履职能力，全省纪检监察机关采取
多种措施加大对派驻纪检干部的培训

力度。
“现在让我再做案件初核、谈话提

醒，都轻车熟路了，再也不像刚刚划转
过来时那样手足无措了。”刚刚办结一
个问题线索初核的省纪委派驻省教育
厅纪检组干部王录坚一脸自信。

2016年7月，在省纪委派驻机构
改革时，王录坚从其他单位划转过来，
刚刚到省纪委工作，缺乏办案经验，王
录坚没少碰壁。

一年来，王录坚参加了中央和省
纪委的一系列培训班，监督执纪能力
明显提高，已陆续参与多起案件查办

工作。
和王录坚一样，2016年以来，省纪

委通过“走出去”“请进来”，陆续选派
109名派驻纪检干部参加中央纪委的
培训班，邀请中央纪委有关专家来琼给
派驻干部进行“充电”，不断提高了派驻
纪检干部队伍整体素质。

五指山市、陵水黎族自治县等市
县纪委自办派驻干部培训班，强化思
想、业务培训；

澄迈县纪委要求所有派驻干部至
少到委局跟班学习3个月，以干代训，
提高监督执纪能力；

儋州市纪委设立4个党支部，把
派驻纪检组干部教育与党建工作齐抓
共管；

……
机构成立了，人员素质提升了，如

何规范运行？制度是保障。
近年来，海南省纪委相继制定了

《海南省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
作暂行规定》《派驻纪检组初步核实
工作细则》《纪律审查工作规程》等
17项制度，进一步规范派驻组监督
执纪各环节，把派驻监督权力关进
制度笼子。

建机构选人才 打造强有力的派驻队伍

强素质建制度 提高派驻机构战斗力

拔病树护森林
当好党内政治生态“护林员”

陵水 屯昌

当好党内政治生态“护林员”——

我省实现省市县派驻监督全覆盖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通讯员 李艳

6月30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县委召开县纪委派驻机构全覆盖工
作动员部署会，会上宣布了新设立4
个派驻纪检组有关人员的任命决定，
这标志着，派驻纪检组将作为县纪委
的“探头”，实现对76家县一级党和国
家机关派驻监督全覆盖。

推进派驻机构改革工作，调配编制
和干部是基础。选配干部过程中，保亭
县纪委始终坚持以德为先的理念，克服
行政编制总量偏少等困难，争取县委和
县委组织部的支持，按照“忠诚、干净、
担当”的标准，选拔政治坚定、为人正
直、敢于担当、素质能力强的优秀干
部。不能一步到位的，实行动态管理，
成熟一名配备一名，以保障派驻队伍的
结构合理和素质作风优良。

“完成派驻机构改革仅是万里长
征的第一步，如何提高派驻纪检组的
实战能力和业务水平，‘伸长耳朵，瞪
大眼睛’，擦亮监督‘探头’，当好前哨
尖兵，督促被监督部门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强化党内监督，推动政治生态
持续向好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保亭县纪委常委王春天说。

4个派驻纪检组都是刚刚成立，
成员的个人专业和工作经历各不相
同，且大部分没有纪检监察工作经
历，为提高这支队伍的作战能力，保
亭县纪委积极探索驻巡结合的方式，
以打开派驻工作局面。

今年以来，保亭县纪委以开展巡察
为契机，将派驻机构人员全部纳入县委
巡察机构人才库，有计划、有步骤地安
排派驻机构的力量参与巡察工作，让派
驻与巡察有机互动、有效融合。

在新一届县委第二轮巡察中，安
排了13名派驻纪检组干部参与，占巡
察总人数的72.2%，6名巡察组组长、
副组长全部由派驻组干部担任。

“只有执法人员才能配备的执法
服装，为什么全员都有？”对某单位开
展巡察时，刚从保亭人社局转任县纪
委派驻县农业局纪检组组长邢孔亮
发现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循着露出的端倪，邢孔亮和组员
们紧抓不放，一步一步深入调查，通
过调阅会议材料、会计凭证和个别谈
话，发现了该单位在购买执法服装超
量超范围、购买价格虚高等问题，立
即作为问题线索进行核实。

“作为纪检干部队伍的一名新
兵，参与巡察工作后，我在实战中得
到了磨练，对执纪监督工作经历了从
陌生到熟悉的过程，深化了对所监督
单位的干部队伍建设以及政治生态
的认识，对下一步开展派驻监督工作
信心满满。”邢孔亮说。

“县纪委将继续加强派驻与巡察
的联系和交流，让派驻组、巡察办、纪
检监察室三者既分工各负其责，又协
同相互配合，互相搭台和补台，形成监
督合力。”保亭县纪委负责人表示。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

➡ 5月11日，琼海市纪委召开派
驻机构全覆盖工作动员部署会议，琼
海市纪委共成立5个派驻纪检组，实
现对全市87家市一级党和国家机关
单位派驻监督全覆盖。

图片由省纪委提供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通讯员 丰平

“你们单位4月份有没有在某某
饭店接待用餐？”

“有，脱贫攻坚文艺轻骑队到我县
演出，我们按标准接待用餐。”

“你们单位办公经费怎么用于购
买电磁炉、电饭煲这些生活用品？”

“我们单位有家科普基地，生活用
品是购买给基地工作人员的。”

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纪委驻县
委办公室纪检组的同志正和该县科
协、文联两家单位的相关人员谈话，核
实这两家单位的疑似大额发票问题。

复制有关资料、核实记账凭证、找
相关人员谈话，这是陵水派驻纪检组
成立后常见的工作缩影，不仅是驻县
委办公室纪检组忙碌，另外4家派驻
组情况亦如此，都在忙着充当监督“探
头”，确保派驻监督无“死角”。

今年4月，陵水在撤销7家单位内
设的纪检组（纪委）后，根据工作需要和
业务关联性，采取归口综合派驻的形
式，在不增加编制的情况下，通过划转、
调剂25个编制成立了5家派驻纪检组，
对全县89家党和国家机关进行综合派
驻监督，实现了党内派驻监督全覆盖，
彰显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

新成立的派驻纪检组全面履行党
章赋予的“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
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
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
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等三项

任务，体现党章对纪委的定位，切实把
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保证中央、省委
和县委决策部署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以前纪检组是单位的内设纪检
机构，‘吃人家的用人家的’，监督难免
受束缚、放不开。”县纪委驻县教育与
科学技术局纪检组组长王不切说，“现
在派驻纪检组由县纪委直接领导、统
一管理，向县纪委负责，身份相对独
立，监督起来容易放开手脚，监督执纪
问责工作更好开展。”

定位准才能责任清，责任清才能敢
担当。为让派驻纪检组找准职责定位，
该县纪委明确了派驻纪检组的工作职
责，要求派驻机构深化“转职能、转方式、
转作风”，集中精力专司监督执纪问责。

“派驻纪检组是‘小纪委’，要拉长
耳朵、瞪大眼睛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陵水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王家俊表
示，“充分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
势，抓住‘关键少数’，重点监督被监督
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陵水派驻纪检组自成立以来，共
核实问题线索8件，谈话函询2件 2
人；先后对11家单位行政审批事项办
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共发现问题33
个，提出意见建议26条。

“派驻监督是全面从严治党、强化
党内监督的重要举措，是县纪委伸出
去的监督‘触角’，通过校准监督‘探
头’，实现监督的常态化、长效性，真正
发挥派驻监督作用。”陵水县委书记麦
正华强调。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通讯员 孙维艺

“县粮食储备库原主任林书雄严
重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金流失28.5
万元，县纪委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并将其违法行为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这是屯昌县纪委派驻县公安局纪
检组查处的第一起严重违纪案。

2015年初，屯昌县纪委创新工
作机制、创新管理体制，按照“归口派
驻，分组监督”的思路，对掌握有重要
人、财、物的重点部门以及业务相近
的63个部门实行分类归口分组派
驻，整合县纪检监察机关编制、人员
力量，设置5个派驻纪检组。

为规范派驻工作，屯昌县出台了
《屯昌县派驻机构暂行规定》，紧扣纪
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问责主业和纪
检监察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要求，
从工作职责、工作关系、监督检查、执
纪审查、问责建议、工作联系、岗位职
责、纪律要求与内部管理等9个方
面，明确了派驻纪检组体制机制，使
派驻工作该怎么做变得一清二楚，有
效解决了派驻纪检组“我是谁、该干
啥、怎么干”的问题。

如何充分发挥好派驻的“探头”
作用，派驻纪检组在这方面下了很大
功夫。自成立以来，各派驻组坚持把
维护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作为首责，突
出政治监督，派驻监督的职责不仅对
焦于党的自我监督和纪律检查，而且
在于对公共权力机关运行的监督，以

确保公职人员依法履职、廉洁行政。
“项目已经完工，为什么只拨付

85%的资金呢？”在屯昌县科工信局
召开的一次局务会议上，当科室负责
人汇报称某工程项目现已完工需拨
付给施工方85%的项目资金时，屯
昌县纪委派驻县住建局纪检组长谢
凤鸾当即提出了质疑，叫停了对该项
目的审议，并要求调查。

经查，该项目已经于2015年12
月底完工，但尚未通过工程验收交付
使用，项目推进缓慢。

“县科工信局对该项目缺乏工作
统筹性，对工程后续工作不重视，存
在推进不力的问题。县科工信局要
制定整改时间表，并进一步明确职
责，细化相关制度措施，督促尽快落
实该项目，并按时反馈整改情况。”事
情查清楚了，纪检组及时对屯昌县科
工信局相关责任人进行提醒谈话。

“有派驻纪检组帮着搞‘政治体
检’，我们作决策更踏实、更放心
了。”屯昌县科工信局主要负责人如
是说。

从去年以来，派驻纪检组多次列
席被监督单位的“三重一大”会议，提
出不同意见，并针对存在问题，向被
监督单位发出《派驻纪检组工作建
议》，督促整改落实。2016年以来，
屯昌5个派驻纪检组发出工作建议
27份，督促整改问题32个，督促建
立健全规章制度8个。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