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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石宗强 记者文新军

自中央第二巡视组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
馈意见整改工作开展以来，象山区聚焦突出
问题，着眼标本兼治，从严从实做好巡视整
改“后半篇”文章。

坚持以上率下，层层压实整改责任

书记办公会、区委常委会、巡视整改领
导小组会议……象山区委坚持以上率下，层
层压实整改责任，推动整改往深里抓、实里
做。

成立由区委书记任组长、全体常委参
加的区委落实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落
实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综合、监督、问责
等 3 个工作组，分别由区委常委牵头负
责，有序推进整改工作。对照中央巡视组
提出的 4 个方面 10 个问题，制定了 40 条
具体整改措施，明确了具体整改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确保问题不遗漏、任务清晰明
确、措施有的放矢、整改取得成效。专门

印发全面深入推进整改落实工作的通知，
对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抓好巡
视整改提出明确要求。区委各常委主动认
领责任，分别制定整改措施，带头抓落
实，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全区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对照中央巡视反馈
意见，按照巡视整改工作部署，全面落实
巡视整改任务。

坚持强化督导，从严从实抓好整改

区委成立了整改督导组和责任追究组，
由区委区政府督查室主任带领督查工作组，
对巡视整改工作进行实地专项督导检查，对
整改不力的部门给予通报批评和诫勉谈话，
推进全区整改工作提档升级。区委主要领导
亲力亲为，直面问题、勇于担当，直接抓、
抓具体，对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一抓到底，
先后同部分处级领导、“一乡三办”党政主
要领导、区机关有关部门党组（党委）书记
专门谈心谈话。新任政府主要领导到任后，
即赴相关单位进行调研督导，检查指导巡察
整改工作。区纪委监委、区绩效督察办先后

8 次到各部门调研督察巡视整改工作进
展，进一步压实各级巡视整改责任。

坚持标本兼治，做好巡视整改

“后半篇”文章

在整改推进过程中，象山区委坚持举
一反三，把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推动
巡视整改既就事论“事”，更就事论
“本”，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强化有效制
度供给，切实解决全面从严治党和改革发
展稳定等各项工作的难点痛点堵点。

针对巡视反馈和辖区普遍存在的问
题，深刻剖析制度性原因，在充分征求干
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全面加强制度创
新，把巡视整改标本兼治战略作用落到实
处。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
攻坚和视察广西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确定
制度创新项目 3 个，目前 2 个已经成
熟，近期将研究实施。完善《十届区委巡
察工作五年规划（ 2017-2021 年）》等
长效制度，实现整改问题到位，推进解决
新问题到位。

坚持成果运用，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象山区委坚持把推进巡视整改工作落
实作为加快发展的有利契机，把巡视整改
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专门召开
全区领导干部务虚会，到各兄弟城区项目
现场进行参观学习，深入讨论反思，不断
优化发展战略，着力解决好思想解放不
够、体制机制不活、发展环境不优等制约
全区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同时，把巡视整
改与培育壮大新动能结合起来，在整改过
程中深入企业调研，了解企业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制定扶持计划，提出
服务措施，以整改的实效性扎实推进
“ 355 ”战略目标的实现。把巡视整改
与扶贫攻坚结合起来，全面做好全州县和
灌阳县的对口扶贫工作，确保按时按质完
成扶贫任务。把巡视整改与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结合起来，使问题整改成为推动改进
工作、落实决策部署的过程，实现以巡视
整改落实推动全区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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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政策真扶贫，传递党恩暖民
心。”自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工作开展以来，平乐县纪委监委把“两个维
护”贯穿专项治理工作始终，按照“精准、
严格”的标准，通过“访、改、查”措施
“三轮驱动”，助推扶贫领域专项治理工作
提质增效。仅今年 1 — 3 月全县共排查扶
贫领域案件线索 24 条，立案查处扶贫领域
案件 24 件，涉黑涉恶案件 2 件，占立案总
数的 74％ ，给予 15 人党纪政务处分， 2
人诫勉谈话，收缴违纪金额 4 .3 万元。

“访”字先行，“三带三进三宣

传”入一线探问题

平乐县纪委监委严格落实县委、县政府
的决策部署，精准谋划，结合“三带三进三
宣传”走访制度，要求全县各乡镇各单位领
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贫困村后盾单位帮扶人
员、驻村工作队员每个月至少 1 次带着问

题、带着责任、带着感情，进社区、进村
屯、进基层一线，宣传扶贫领域正能量、宣
传扶贫领域政策方针、宣传扶贫领域专项治
理成效，了解群众对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治理的意见和建议，关心群众特别是未脱
贫群众的生产生活，集中精力解决群众困
难。同时，平乐县纪委监委变“坐等上访”
为“主动下访”，由班子成员带头深入一线
走访，用“一竿子打出水”的态度深挖线
索。 1 月至 3 月，县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
员 7 人蹲点调研共 27 天，发现问题 7 个，
带头完成走访 620 余户，接访村民 1900 余
人次，排查发现的 7 个问题已全部按照规
定程序进行处置。

“改”字发力，“即知即转即整

改”提作风增实效

县纪委监委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
工作思路，进一步加强与 16 个扶贫领域职
能部门的协调联动，定期召开扶贫领域专项
治理工作联席会议、中央第二巡视组巡视整
改反馈意见问题整改反馈会，直击专项治理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科学、有
效、创新的整改办法，解决存在的问题。
通过一项项抓整改，做到解决一项、销号
一项、巩固一项，祛除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的“顽疾”和“诟病”。另外，利
用“以案促改”的方式覆盖到边到底，组
织 10 个乡镇、 26 家县直单位开展扶贫
领域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利用“清廉桂
林·昭州清风”网站、“昭州清风”微信
公众号等平台开展 2 次全县范围的“以
案促改”警示教育活动，强调纪律底线，
整顿干部职工作风。今年以来，共解决作
风问题 26 个，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 6 个，给予 4 人党纪政务处分， 2
人诫勉谈话，切实将正风反腐的“触角”
向基层延伸，转变工作作风，解决脱贫攻
坚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确保脱贫攻坚工作任务按质按量
完成。

“查”字问责，“倒查倒逼护

民生”严责任重落实

县纪委监委深入开展腐败和不正之
风专项治理、“护民生、促脱贫”监督
执纪问责工作，重点聚焦扶贫领域，坚
持把惩治“蝇贪”同扫黑除恶结合起
来，严肃查办扶贫领域及涉黑涉恶腐败
问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 1
-3 月全县共排查扶贫领域案件线索 24
条，立案查处扶贫领域案件 24 件，通过
与政法部门协作配合，逐案筛查涉黑涉
恶案件 37 件，摸排问题线索 10 条，其
中群众身边涉黑涉恶腐败问题线索 1
条，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线索 5
条，工作推动不力等失职失责问题线索 4
条，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问责全覆盖。
同时在通报曝光上下功夫，通过公文系
统、“昭州清风”网站、“昭州清风”
微信公众号等发布通报 3 期，对 8 名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领导干部和 4
名侵害群众扶贫资金的典型案例进行了
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各乡镇也及时把典
型案例通报张贴到村屯宣传栏中，坚决
遏制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
象。

聚焦突出问题 着眼标本兼治

象山区“四个坚持”抓好巡视整改工作

“一访一改一查”

平乐县“三轮驱动”助力专项治理提质增效

本报讯(通讯员俸溪 周密 文/摄)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以来，恭城瑶族自治县纪委监委主动作为，聚焦党员干部涉黑
涉恶腐败和充当“保护伞”问题，以“一督二筛三查”工作法强化监
督执纪问责，为打赢扫黑除恶人民战争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一督”，即走访督导。县纪委监委坚持全县一盘棋及监
督定位要求，对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的线索摸排和
深挖彻查情况，组织人员开展了扫黑除恶专项督导工作。督导
组走访了 8 个乡镇、 11 个县直单位、 6 个行政村，通过与单
位主要或分管领导个别谈话，听取行政村支部书记或工作队员
意见，到综治办公室查阅台账、会议记录等相关资料的方式，
重点了解公检法及交通、住建、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线索排
查情况，为下一步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截至目前，县纪委监
委向县扫黑办移送了 2 条线索，县扫黑办及政法部门向纪委
监委移送线索 7 条，正在处置中。

“二筛”，即个案筛查。按照“两个一律”的要求，不仅
对公安部门提供的 2 件涉黑涉恶案件实行底稿制度和阅卷记
录制度，进行逐案过筛，同时对公安部门提供的上级流转已办
结的 9 件涉黑涉恶线索查阅案卷，进一步进行排查。

“三查”，即“一案三查”。既查办黑恶势力，又查黑恶势力背
后的“关系网”和“保护伞”，还要倒查有关部门的监管责任。其中
2018 年查结的某水库涉黑涉恶举报案件，县纪委监委与政法部
门进行联合会商，公安部门对相关人员进行刑拘，县纪委监委倒
查追究了相关部门 4 人国有资产管理失职的党政纪责任。

上图为恭城瑶族自治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向群众宣传扫黑
除恶专有关知识。

恭城：“一督二筛三查”

强化扫黑除恶

监督执纪问责

严督细查 较真碰硬

灵川县扎实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
本报讯（通讯员路清 记者文新军）为

确保高质量、高标准全面完成中央第二巡视
组对广西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
改工作，近日，灵川县组成专项督导组，利
用一周时间对 12 个乡镇、 50 个县直部门
开展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
导，促进整改工作落地出实效，扎实做好巡
视整改“后半篇”文章。

聚焦突出问题 强化靶向治疗

“我们发现会议记录本上存在标题式的
学习会议记录，只有一个标题，有些记录内
容过于简单，有些甚至没有任何内容……”
这是灵川县督查组工作人员在督查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

该县切实把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
落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政治责任，严督细
查、较真碰硬。

在县落实中央第二巡视组对广西开展脱
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以下简称巡视整改办）统一安排部
署下，专题研究制定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专项督导方案，抽调精干力量组成 6 个督
导组，并实行组长负责制，有效促进整改措
施整改工作落地落实。目前，督导组向相关
单位反馈发现的问题 112 个，提出整改意
见建议 256 条。

与此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在制定督
导问题清单过程中聚焦中央第二巡视组对
广西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督导
调研的五方面内容，结合灵川县实际，制

定《开展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项督
导清单》；督查内容聚焦各单位研究落
实整改、整改机构和人员落实、制定和
出台整改措施、具体问题整改等四方
面。督查方式改变以往惯例式召开汇报
会的形式，直接以书面报告和查阅各类
台账资料的方式开展整改“体检”，发
现“病灶”，深挖“病因”。督导工作
中共听取有关工作汇报 70 余次，与干部
谈话 200 余人次。

注重压实责任 确保取得实效

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切实增强各巡视
整改相关单位党委（党组）整改自觉，督
促党政“一把手”带头履行职责，班子成

员履行好“一岗双责”。对督导组提出的
问题和意见，整改单位主动认领，举一反
三，并按照督导组要求，进一步完善整改
方案、细化整改措施，不折不扣地贯彻落
实整改要求，确保巡视反馈问题按时间节
点全面完成整改。

同时进行严肃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
实，对督查中发现的比较严重的问题形成
问责建议书，上报县追责问责领导小组，
按照追责问责程序启动问责。开展督查督
导“回头看”，针对存在的问题，督导组
以“钉钉子”精神持续发力，确保巡视反
馈问题真正整改到位，着力提高整改实
效，把落实巡视问题整改作为推动脱贫攻
坚的有力抓手，做到“两手抓、两不误、
两促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更好发展。

本报讯(记者文新军 通讯员赵理君)“针对我们新发现的
问题线索，请大家抓紧研判，尽快拿出意见，争取同步办
理……”这是日前七星区纪委监委联合公检法定期召开线索分
析会上的一个场景。

今年以来，在持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七星区
纪委监委加强同公检法等部门的协调联动，定期召开主要负责
人联席会进行线索分析研判，深挖问题线索，快查快办，不断
将惩治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工作向纵深推进。截至目
前，共收到问题线索 3 条，通过核实移交公安机关 2 条，公
安机关通过审查立案拘留 5 人，纪委监委正在处理 1 条。

为深挖彻查黑恶势力“保护伞”，七星区纪委监委主要负
责人与公检法主要负责人定期召开会议，就黑恶势力线索收集
及涉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审理判决过程中出
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重点围绕案件认定标准、统
一法律适用、统一证据标准、实行提前介入机制、建立立案通报
制度等问题展开交流与沟通，并在相关问题上达成共识。

同时，七星区纪委监委转变工作方式方法，摒弃“等靠
要”，主动出击，针对专项巡查发现的问题线索，立即成立核
查小组，通过实地调查、谈话问话等方式进行深入核查，并严
肃处理。区纪委监委还与乡(街道)纪(工)委、各派驻纪检组上
下联动，充分利用网络、网格微信群、邮箱、举报电话等平
台，发动群众“挖”线索，主动排查掌握本单位和驻在部门干
部职工、服务监管对象涉黑涉腐问题线索，确保所有充当“保
护伞”的党员干部均受到应有的惩处。

“七星区将坚持边扫边整治边建设，通过督导检查、明察
暗访、‘回头看’等方式，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有效铲除黑
恶势力滋生土壤，达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方的效
果。”对于下一步工作，七星区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定期研判 主动出击

七星区深挖彻查

黑恶势力“保护伞”

▲日前，七星区纪委监委联合公检法召开线索分析会。

本报讯(通讯员全纪宣)近日，全州
县监察委员会召开特约监察员聘请会
议，从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中优选聘请 8 名政
治素质高、群众基础好、社会责任感
强、热心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同志担任
县监委特约监察员，并为特约监察员颁
发了聘书。

会后召开了特约监察员座谈会，专
题学习《全州县监察委员会特约监察员
工作办法》，并就特约监察员如何履行
好监察职责进行了讨论。特约监察员纷
纷表示：将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担
负起光荣使命，积极建言献策，为营造

全州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的干事
创业环境贡献力量。

据悉， 2019 年，全州县特约监察
员将重点参与扶贫领域资金项目的监
督检查，着力围绕产业扶贫项目、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一事一议”项
目、农村低保民生等群众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收集意见建议，着重着力发
现扶贫领域政策落实不到位、资金使
用管理不规范、项目组织实施不力以
及公职人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等突出问题，切实把监督贯穿到脱贫
攻坚全过程，进一步促进全县规范扶
贫资金管理使用。

全州县 8 名特约监察员上岗
今年将紧盯扶贫领域资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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