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先后建立和完善9项内部管
理规章制度，有效规范内部权力运行

2 进一步理顺和驻在单位之
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先后制定
完善了 10项工作联系机制，初步形
成无缝对接、运行顺畅的协作机制

3 突出行业特点，规范各类监
督检查，结合驻在单位权力运行机
制和行业特点，全面梳理 200多个
突出问题和廉洁风险点，对监督清
单进行再造

规范化建设开展以来
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

“怎样开展监督检查、怎样确定管辖权
限、采用哪种调查措施、如何履行调查程序，
这本《海南省纪委监委机关监督执纪执法工
作流程细则》（以下简称《流程细则》）里都有
详细规定，为我们开展监督执纪执法工作提
供了详细参考。”刚领到这本《流程细则》，省
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符尚儒就
急忙翻阅起来。

为进一步推动监督执纪执法工作规范
化、法治化，省纪委监委近日印发《流程细
则》。《流程细则》紧扣监督执纪执法工作流
程，对标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出台的
法规制度，围绕规范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巡
视巡察等工作制定了237条规定，确保监督

执纪问责、监督调查处置全流程实现有规可
依、有章可循。

“我们根据《流程细则》制作了70份业务
流程图和280份纪检监察业务文书模板，为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了一个标准、一
把尺子，推动监督执纪执法工作规范化、法
治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省纪委监委调研法
规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是我省纪检监察机关把制度建设摆在
突出位置，实践探索在前、总结提炼在后，循序
渐进将制度笼子逐步扎紧的一个生动实践。

“我们紧紧围绕‘五个规范化’工作任
务，以领导决策规范化为根本、以业务运行
规范化为主线、以执纪执法行为规范化为保

障、以机关管理规范化为支撑、以队伍建设
规范化为关键，坚持用制度管住权力，以程
序规范业务。”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建立分管领导、协管领导和部门负责人
集体决策的“铁三角”制衡监督机制，在全国
率先制发被巡视市县和单位党委（党组）巡
视整改30项主体责任清单和省委巡视整改
34项监督责任清单……据了解，规范化建设
工作开展以来，省纪委监委共制定出台相关
制度152项，各市县纪委监委也结合各自实
际，有针对性地制定完善相关制度机制579
项，基本建立起一整套全面覆盖、较为科学
完备的规范化建设制度体系，为各项业务工
作顺畅衔接、有序运行奠定基础。

制度先行 构筑依规依纪依法履职的“四梁八柱”

海南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问题线索初核了结率由48.1%下降至 7.4%

出台
《海南省纪委监委机关监督执纪执法工作流程细则》

规范化建设工作开展三年以来

制定了237条规定

确保监督执纪问责、监督调查处置全流程实现有规可依、有章可循

制作了 70份业务流程图和280份纪检监察业务文书模板

为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了一个标准、一把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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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察作风“后评估”
扎紧权力“铁笼子”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朱德权

“您是否发现巡察组干部有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打
招呼、谋取利益等行为？”……日前，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司法局党组巡察反馈会各项议程全部完成后，该局与
会人员手中多了一份巡察后评估调查问卷，让大家为参
与巡察县司法局党组的9名干部进行“评价”“打分”。

这份巡察后评估调查问卷，内容涵盖了巡察组干部
执行党的纪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遵守保密纪律等
9个方面17项具体内容，测评分为正、反两个方面，努力
实现“画像”精准、评价中肯。

“通过‘角色互换’方式监督巡察干部，很接地气，也
很管用，让监督者感受到被监督的压力，更有利于巡察
组为我单位‘听诊’‘把脉’，提供更为精准的‘体检清
单’，我们也好‘照单抓药’。”琼中县司法局干部在填过
问卷后说道。

巡察工作担负着特殊使命和重大政治责任，要发挥
好巡察的利剑作用，开展好对各单位的“政治体检”，就必
须锻造一支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的巡察干部队伍。

据琼中县委巡察办主任黄春燕介绍，填写巡察后评
估调查问卷，只是琼中对县委巡察组作风纪律情况开展
后评估的措施之一。

为切实规范权力运行，筑牢制度约束“铁笼子”，打
造过硬巡察队伍，确保巡察工作依规依纪依法开展，2019
年8月，根据《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巡
视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参照上级有关要求，琼中县委
结合工作实际，研究出台《关于对县委巡察组作风纪律情
况开展后评估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包含制
定依据、制定目的、评估内容、评估方式、评估结果运用
等，积极探索巡察作风“后评估”工作。

“‘巡察后评估制度’不仅对巡察组纪律作风情况进
行评估，也注重强化评估结果运用。”琼中县纪委副书记、
县监委副主任苏秦说。

截至目前，琼中县委巡察组已开展自我评估21次，
结合巡察反馈会向22个党组织发放927份调查问卷，收
到意见建议29条。据介绍，《规定》解决了“干与不干、干
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推动巡察干部进一步
改进工作作风，提升工作能力。

琼中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县委巡察
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刘星福表示：“开展巡察组纪律
作风后评估，着力破解‘如何监督监督者’的问题，是严防

‘灯下黑’的有力举措，更是把规范权力运行贯穿规范化
建设始终的有力抓手，确保党纪面前一律平等。”

（本报营根10月29日电）

推进工作制度规范化
推动警示教育增实效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王昱程

“从第一次心存侥幸心理到后来不及时刹车，自己开
始迷失方向，防线逐渐松懈，底线开始瓦解，导致一步步
走向违纪违法的道路。”2020年10月，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三道镇党委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就三道镇原党委书记
王某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以案说纪释法，敲警示钟。

与以往发案单位自行开展教育，再向县纪委监委报
送整改教育情况不同，此次警示教育大会由县纪委监委
领导班子成员全程出席指导，违纪违法人员现身说法，强
化以身示教的感染力。

“纪检监察机关规范化工作开展以来，我们对业务运
行流程进行了全面梳理，发现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存
在用力不均，不同案件警示教育标准不一，警示教育大会
公式化、走过场的问题较突出，后续整改跟进监督也不够
有力。”保亭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在摸清警示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后，保
亭县纪委监委制定印发《关于规范“一书两会三报告”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教育整改对象、工作程
序、后续监督措施等方面进行明确，为持续用好“身边案”
这个治本“利器”定好标准、划出重点，推进警示教育工作
规范化。

立足于突出重点，增强预防腐败的针对性，《通知》明
确将以第三、第四种形态查结处理，扶贫领域违纪违法以
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三类案件纳入警示教育范围，
要求查办部门在案件查结1个月内，指导发案单位召开全
系统警示教育大会，达到以点带面精确发力的教育效果。

“《通知》解决了警示教育对象是谁的问题，还列出
流程清单，解决了警示教育大会讲什么、怎么开的问
题。”保亭县纪委监委调研宣教室负责人介绍，《通知》明
确规定，发案单位领导要结合整改表态发言，防止流于
形式走过场。

除规范操作流程外，保亭县纪委监委对如何监督发
案单位整改也作了进一步规范。各单位警示教育会后提
交的整改报告必须反映存在问题、整改措施及整改期限，
由相关派驻纪检监察组在日常监督中跟踪落实，形成监
督闭环，真正做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规范一方。

据悉，今年以来，保亭县纪委监委共督促发案单位召
开专题警示教育大会9场，制定完善整改措施33条，警示
教育在以案促改工作中的支点作用不断彰显，实效明显
提高。 （本报保城10月29日电）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莫凡

规范化建设工作开展三年来，省纪委监
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立足职责定位，聚
焦主责主业，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扎
实推进决策管理、业务运行、执纪执法行为、
队伍建设等方面规范化建设。

“派驻组在监督第一线，规范化建设促
进我们把监督‘探头’擦得更亮。”该组相关
负责人介绍。

据悉，规范化建设开展以来，省纪委监
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先后建立和完善
了组务会、专题会、问题线索管理、文件档案
管理等9项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做到有章可
循、有迹可查，严格按制度管人管事，有效规
范内部权力运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不
断完善集体决策机制，组内重大事项和重要
问题通过组务会、专题会集体研究，形成会
议记录，与会成员签字背书，防止“一言堂”，

保障工作有序开展。
与此同时，该组通过建立工作机制，规

范与驻在单位的工作联系。“进一步理顺和
驻在单位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坚持实
践在前，总结提炼在后，先后制定完善了10
项工作联系机制，双方就参加会议、材料报
送，以及有关重要情况了解、通报、定期会商
等工作进行规范，初步形成无缝对接、运行
顺畅的协作机制。”该组相关负责人介绍。

坚持“全覆盖、无死角”，该组通过参加
会议、调研、谈话等方式，加强对监督对象的
日常监督，推动省国资委党委出台《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实践运用监督执纪第
一种形态的实施办法（试行）》，压实党委主
体责任，规范对“关键少数”的日常监督。

此外，该组还突出行业特点，规范各类
监督检查。例如，结合驻在单位权力运行机
制和行业特点，全面梳理200多个突出问题
和廉洁风险点，对监督清单进行再造。

为深入贯彻落实纪检监察体制改革部署
要求，切实解决监管企业纪检监察体制机制不
顺、组织领导不到位、履职责任不清等问题，该
组成立专班，在省纪委监委组织部、调研法规
室等部门指导下，制定了《关于在省国资委党
委管理领导班子的省属重点监管企业贯彻落
实“三为主”的工作协作办法（试行）》，进一步
强化对省属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

“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坚
持以调研成果助力规范化建设。每年都结
合国资国企行业特点和党风廉政建设形势
确定调研题目，形成一批调研成果。”该组负
责人表示，该组目前正会同驻在部门共同开
展“鼓励创新和容错纠错机制研究”“廉洁自
律长效机制研究”等专题调研，争取出台相
关规定措施，着力从制度层面解决该系统一
些领导干部和企业领导人员干事创业精神
不佳、敢闯敢试勇气不够等问题。

（本报海口10月29日讯）

海南省纪委监委深入推进执纪执法规范化建设，确保依规依纪依法行使纪检监察权。图为省纪委监委第
八审查调查室召开案情分析会，讨论审查调查中遇到的证据、程序问题。 （省纪委监委供图）

三年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规范化法治化要求融入工作全过程

抓规范化建设促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赵雅婧 庞德斌

推进反腐败工作规范化、
法治化，前提是纪检监察工作
自身运行要规范化、法治化。
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代
表的是党和国家公信力，维护
的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
须时刻牢记权力来自哪里、界
限划在哪里，切实把规范化、
法治化要求体现到工作的全
过程、各方面、各环节。

2017年起，省纪委就着手
研究谋划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规
范化建设，将法治化要求贯穿纪
检监察体制改革全过程一体研
究进行部署。三年来，全省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按照“把制度建设
贯穿始终、把规范权力运行贯穿
始终、把信息化建设贯穿始终、
把强化督促指导贯穿始终”的工
作思路，将规范化建设作为有效
提升纪检监察机关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落
实到监督执纪执法工作全过程、
各方面，基本实现了“三年初见
成效”的既定目标，为全省纪检
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规范化建设本身不是目
的，通过规范化建设推动纪检
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才是目
的。新的起点，我们要继续坚
持目标导向，在已有成果的基
础上，着力强化制度执行、规
范权力运行，在持续提升治理
能力的过程中，更好地服务保
障海南自贸港建设。”省委常
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
蓝佛安强调。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2020
年8月，在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解放海南登
陆作战基地，琼海市交叉巡察组临时党支部
12名党员面向纪念碑重温入党誓词，缅怀革
命先烈，接受革命精神洗礼。

“交叉巡察组一进驻澄迈县，就第一时
间成立临时党支部。”交叉巡察组组长、临时
党支部书记何人龙介绍，临时党支部建起来
了，在异地参加交叉巡察的党员就有了归属
感，也为交叉巡察工作规范运行提供了坚强
组织保障。

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既是规范化建

设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实现规范化建设目标
的重要保障。2019年4月，省纪委监委印发
《海南省纪委监委机关临时党支部管理办法
（试行）》，实现对党员教育管理监督全覆
盖。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标对表，及时
规范党支部建设，坚持把临时党支部建到巡
视巡察组、审查调查组，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

三年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充分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不断优化纪检监察机构职能，
强化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铁腕整治“灯下
黑”，稳扎稳打推进干部队伍规范化建设。

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的同时，海南

严格落实“全员培训”要求，常态化开展应知
应会知识测试，对拟提拔和晋升职级干部专
业能力进行评估，组织开展全省监督执纪执
法能力竞赛和青年岗位能手评选等。

通过一系列队伍建设组合拳，让依规依纪
依法的意识内化于心，让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外
化于行，激励纪检监察干部做德才兼备、纪法
皆通、敢于善于斗争的勇士，干部队伍专业化
水平不断提高。据悉，规范化建设工作开展三
年以来，海南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问题线索初核
了结率由48.1%下降至7.4%，对问题线索的研
判和处置更加规范、更加精准，案件查办质量
显著提高。 （本报海口10月29日讯）

严管厚爱 锻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纪律部队”

“现在信访件转办和下级单位自收自录
情况都在网上全程留痕，便于我们精准掌握
各级数据、及时督办并综合分析运用检举控
告情况。”儋州市纪委监委信访室负责人介
绍，不久前，该市16个乡镇全部实现从检举
举报平台签收办理来自上级的信访举报转
办件。

这一改变得益于省纪委监委牵头开展
的检举举报平台信息化建设，打通了基层检
举控告信息化平台建设“最后一公里”。

不断提高信访举报信息化、数据化水
平，建设应用纪检监察检举举报平台是我省
纪检监察机关运用信息化助力规范化建设
有序高效推进的积极探索之一。

在深入推进规范化建设过程中，全省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信息化建设贯穿始
终，注重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向大数据要资
源、向信息化要效益，在实现让数据多跑
腿、让人员少跑路的同时，将制度规定嵌入
办案信息系统，加强对审查调查措施使用
情况的监督管理，全过程严格监督，发现问
题及时纠正，最大限度减少自由裁量空间，
降低执纪执法风险，推动规范化建设向纵
深发展。

“如何加强自我约束，确保依规依纪
依法履行职责，是纪检监察机关信息化建
设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省纪委监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案件监督管理系统，通
过固化执纪监督、审查调查工作程序，把
各项制度规范、业务流程嵌入系统，做到

纪检监察业务全程网上办理、全程留痕备
查。

同步推进的还有监督执纪执法大数据
平台、监察对象采集管理系统和廉政档案管
理系统等，同时推动纪检监察内网向市县纪
委监委、派驻机构延伸，实现综合办公、干部
综合管理等系统同步覆盖，形成全省“一张
网”格局。

在加快信息化建设的同时，全省纪检监
察机关还注重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的规范
化监管，开发人脸视频识别系统、实行审批
程序“一事一提请”“一用一审批”等多种举
措。一个个规范权力运行和监督执纪执法
小细节，折射出我省纪检监察机关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取得的成效。

科技支撑 打通规范化建设有序高效推进的“任督二脉”

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

规范化建设擦亮派驻监督“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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