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统计

《聚焦》栏目播出至今已超百期

采取现场调查和嘉宾访谈两种形

式进行问政

共监督作风建设问题21个
反映民生问题71个

160余名领导干部

“出镜”接受质询
主动认领任务

作出整改承诺

追责问责158人次

倒逼干部转变作风
提能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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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波荡漾，鸟
儿高歌……近日，
位于昌江黎族自治
县石碌镇的鹅毛岭
水库恢复了往日的
澄澈，过去水库私
搭网箱养鱼、下游
群众担忧水质等问
题一去不复返。“整
治后，水库下游的
水变清了，臭味没
了。”石碌镇水头村
村民陈海峰说。

而这喜人的变
化始于一档电视栏
目——《聚焦》的曝
光。该栏目由昌江
县纪委监委、县委
宣传部和县融媒体
中心三方合办，融
合纪检监察监督、
媒体监督、群众监
督为一体，紧盯干
部“不会为、不能
为、不想为、不敢
为、不真为”的问
题，立足于推动重
大决策部署和重点
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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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岂
能当作儿戏？”“公共停车位
为何不免费？”……《聚焦》栏
目自2018年5月4日播出至
今已超过百期，一个个尖锐
的发问，如同一把尖刀直插
问题核心。

记者了解到，栏目通过
“曝光+质询+整改+问责”的
“问政”途径，构建起“纪检监
察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
督”的正风肃纪新模式，形成
一种新的干群互动形式，成为
政府、媒体、群众三方沟通的
平台。以电视“问政”，架起与
群众之间的“连心桥”，吹响服
务群众的“监督哨”。

“节目播出至今，社会效
益很明显，投诉少了，职能部
门拖着不办的事情少了。”钟
海珍以自己每次去12345热
线办公室收集线索材料为例，
一开始工作人员给她提供职
能部门久拖不办的投诉件有
二三十份，如今只有几份。

“问题曝光不是目的，解
决问题才是关键。”昌江县纪
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表
示，县纪委监委对每期曝光
问题及时跟进，实行“一问题
一督办”，根据实际要求责任
单位“立行立改”或限时整
改，通过压力传导倒逼党政
机关及党员干部主动担当、
积极履职，不断推进党风政
风持续好转，一批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在公开曝光后相
继得到推动解决。

2021 年 8 月 27 日，《聚
焦》栏目迎来改版，从《昌江新
闻》栏目中分离出来，独自形
成一档栏目，时长为 15 分
钟。改版后的《聚焦》栏目采
取“主持人+现场记者调查+
嘉宾访谈”的方式进行，曝光
民生热点问题，狠纠各单位、
各乡镇干部作风问题，影响面
得到进一步扩大。

昌江县融媒体中心主任
林朱辉表示，栏目监督起到了
靶向作用，为维护百姓利益，
促进干部作风转变，扛起媒体
担当。

据统计，《聚焦》栏目播
出至今已超百期，采取现场
调查和嘉宾访谈两种形式进
行问政，共监督作风建设问
题 21 个，反映民生问题 71
个。其中生态环境类问题14
个，重点项目类问题9个，精
准扶贫类问题 8个，饮水安
全类问题 7个，交通出行类
问题7个，文化教育类问题9
个，卫生健康类问题5个，营
商环境类问题 2个，其他问
题10个。解决百姓“急难愁
盼”问题16个。160余名领
导干部“出镜”接受质询、主
动认领任务、作出整改承诺，
先后曝光问题 142 个，追责
问责 158 人次，倒逼干部转
变作风、提能提效。

（本报石碌5月19日电）

昌江《聚焦》栏目用好舆论监督，聚焦解决群众难题，推动干部作风转变

吹响“监督哨”
架起“连心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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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抓作风不懈怠，铁面执纪刹
‘四风’。”3月18日，当《聚焦》栏目
熟悉的开场音乐响起，主持人念出
开场词，昌江群众纷纷聚焦本期节
目《投料养鱼污染水质 鹅毛岭水库
何时能净化》。

过去2年，鹅毛岭水库一直存
在承包商违规私搭网箱、投料养鱼
问题，导致水资源污染，严重影响下
游村庄的群众生活用水安全。群众
多次反映，但相关职能部门却一直
查处未果。

《聚焦》栏目将这一问题曝光4
天后，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立行立
改，联合相关部门依法对鹅毛岭水
库64个违规建设网箱进行拆除，转
移鱼苗8万余尾。

鹅毛岭水库投料养鱼污染水质
问题得以解决，是昌江发挥媒体舆论
监督作用的缩影。因监督有力，解决
问题及时，如今，《聚焦》栏目已成为
畅通该县群众诉求渠道的有效出口。

2021年5月，《聚焦》栏目曝光
了群众反映的乌烈镇至棋子湾高铁
站道路5.5公里路段修了3年仍未
完工问题。据了解，由于相关职能
部门前期调研不充分、设计方案多
次调整、征地困难等，项目后期推进
不顺利，又因防护不到位、路面坑洼

不平、井盖外翻，过路群众常有摔
伤，路旁商户生意惨淡。

节目一经播出，引发省级媒体
关注，并跟踪报道。昌江县委主要
负责人现场办公，要求相关部门及
单位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从群众
的切身利益出发，积极协调解决项
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把好事办好
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与此同时，该县有关部门及时
整改，在短短一个月内，该路段实现
功能性通车，困扰当地群众多年的
出行问题得到快速解决。

“过去因修路，家里小卖部生意
惨淡，现在路通后不仅出行更方便
了，生意也好起来了。”乌烈镇居民
杨贵基说。

一个个长期未能解决的民生难
题背后，大多离不开干部不作为、慢
作为等问题。对此，《聚焦》栏目还
关注重要节点，将镜头对准顶风违
纪的问题干部，用监督保障执行，促
进作风整改。

2020 年 4月 17日，栏目播出
《无视党纪大操大办宴席 顶风作案
带坏一村风气》，曝光石碌镇孔车村
时任党支部书记违规操办宴席，整
治作风突出问题，努力营造风清气
正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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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要做出辣味，要让人红脸
出汗。”作为《聚焦》栏目开设初期主
要组织策划人之一，昌江县纪委常
委、县监委委员、县委巡察办主任李
家安介绍，该栏目在2018年开设，
把“话筒”交给群众，“镜头”对准干
部，借舆论监督之力纠正“四风”，促
进干部作风改进。

然而，栏目拍摄制作非常不
易。钟海珍是参与该栏目采访、
制作时间最长的记者。“自栏目开
播后，已经换了2个记者。”钟海珍
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任务。她
说，曝光类的节目大多需要采取
暗访的手段，栏目每周播出一期，
记者需要全程参与选题策划、现
场拍摄、后期制作等全过程，工作
量很大。

“栏目的初衷是通过整顿干部
作风，为老百姓解决难题，改善昌江
营商环境。压力再大，再辛苦也值
得。”钟海珍说，这是她坚定将节目
做下去的初心。

谈及暗访的酸甜苦辣，她分享
了拍摄《部门执法蜻蜓点水 噪音扰
民之痛何时解》这一期节目的背后
故事。过去，昌江石碌镇西苑小区
居民常常受水泥搅拌站日夜作业噪
音打扰，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居民
多次投诉，但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
处理结果。

接到任务后，钟海珍第一时间
前往现场暗访。“我拿着暗访设备溜
进搅拌站拍摄，假装是进来溜达的
居民，若无其事地和搅拌站工人闲
聊。”钟海珍说，施工方见到她时已
经起了疑心，当时她内心非常忐忑
不安，若是被识破，担心人身安全会
受到威胁。

“时间紧急，现场拍到的画面不
够，我们随即转移到小区门口的商

户楼上偷拍。”钟海珍说，经过多方
周折，最终“有惊无险”，节目成功拍
摄。

问题经曝光后，该县纪委监委
加大监督力度，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和县城投公司均派人到现场，与施
工单位协商解决问题。最终，该县
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施工方处罚1万
元，同时要求施工方在中午及晚上
休息时间不允许施工扰民，并做好
防尘防噪音工作。

2020年5月8日，《聚焦》栏目
播出《村民生命财产受威胁 纾难解
困岂能停歇》。据了解，在昌江十月
田镇姜园村曾有一条地势低洼的村
道，因村民建起围墙，导致雨季时积
水无法排出，形成一米多高的大水
塘，积水漫灌到附近村民家中，使村
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村民多次向
村委会反映情况，但一直没有得到
处理。

《聚焦》栏目在收到村民反映的
情况后，钟海珍立刻前往姜园村采
访调查。

“刮台风时，水漫到一楼有半
人高，轻的东西我可以搬到二楼，
电视和床柜我挪不动，只能躲到二
楼。”姜园村老村八队老人章结无
奈地说。

老人无助的话让钟海珍的内心
久久不能平静。“80多岁的老人，儿
女不在身边，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钟海珍说，节目播出后，村委会随即
采取措施，将路面填高，并利用污水
管道引水、排水，最终将积水问题彻
底解决。

“问题上了电视后，相关部门
和记者多次来到现场查看改进情
况，直到再也没有淹水的危险，他
们才放心。感谢他们帮忙解决了
大难题。”章结激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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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对鹅毛岭水库违规网箱进行拆除。

乌烈镇至棋子湾高铁站道路整改前坑洼不平，雨天泥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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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加快乌烈镇至棋子湾高铁站道路建设进度。
本版图片均由昌江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鹅毛岭水库整改前，承包商违规私搭网箱，投料养鱼，导致水源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