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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扎实开展巡视巡察工作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政治监督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6 月 9 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七轮煤炭资源领域专项巡视

组受理信访时间在延长 12 天后正式截止。第一巡视组联络员黄

建闽告诉记者：“这几天新增来信来电来访 48 件次，其中群众

来访 35 次。”

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十九届中央第五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召

开，对巡视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各地在新一轮巡视巡察工作中，

着力督促推动党中央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等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为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

保障。

立足政治巡视定位，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

今年各地开展巡视工作时，突出推动党中央关于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等重

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本轮巡视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效、经济社会秩

序不断恢复后的巡视再出发。”浙江省委第九轮巡视立足巡视对

象都是县（市、区）的实际，准确把握监督重点，突出对疫情属

地责任落实情况和企业复工复产情况的政治监督。辽宁省委开展

新一轮巡视时，明确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工

作结合起来，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着力发现突出问题。

近日，贵州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省委第八

轮巡视中期情况汇报，要求深入了解掌握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决

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推动省直各部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有关工作要求上来，结合职能职责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抓紧抓实抗疫情、战脱贫、稳经济、谋发展各项

工作，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



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巡视就跟进到哪里。今年是脱贫攻

坚决战决胜之年，多地立足常规巡视安排，把脱贫攻坚作为巡视

监督的重要内容，有针对性地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甘肃省有 58 个县列入六盘山、秦巴山和藏区“三大片区”

贫困县，脱贫攻坚难度大，甘肃省委对 13 个市（州）、67 个脱

贫摘帽县和 8 个未脱贫县进行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北京市委第九

轮巡视将市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新疆和

田指挥部、西藏拉萨指挥部、青海玉树指挥部等作为巡视对象。

完善上下联动格局，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

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工作格

局，促进巡视巡察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融合。多地在新一轮巡视

工作中立足发挥巡视贯通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各环节纽带作用，

进行深入探索。

各地不断压实市县党委巡察主体责任，推动市县巡察与纪检

监察机关和派驻机构监督相互协同。安徽省委第九轮巡视对 28

所省属高校和 1 所高职高专党委开展常规巡视、对 1 所省属高校

党委“回头看”的同时，授权 16 个省辖市委和 8个省直单位党

组（党委）组建巡视组，对其主管的 34 所高职高专党委开展常

规巡视。此外，还对教育系统开展省市县三级联动巡视巡察。



当下，海南省委第七轮巡视正在对五指山市等 4 个脱贫攻坚

重点市县以及省发改委等 13 个省直重点责任单位党组织开展脱

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此次巡视以省委专项巡视组为主轴，

统筹各方力量，由五指山、琼中等4个重点市县各派出1个市（县）

委巡察组，配合省委专项巡视工作；由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

办公室组建 2 个专项检查组，配合省委巡视组对相关责任部门及

儋州、东方等扶贫任务较重的市县开展脱贫攻坚专项检查。依托

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工作格局，与脱贫攻坚专项检查紧密结合，形

成立体作战格局。

前不久，云南省纪委监委公开曝光省委第十轮巡视期间发现

的涉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巡视启动后，省委巡视综合

协调组指导省委巡视组及时移交督办立行立改典型问题 35 个，

梳理巡视发现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突出问题 22 个

并形成问题清单。云南省委巡视实施综合协调组工作制度，提高

立行立改、边巡边移等工作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及时

研判、快速处置巡视发现的问题和问题线索。此前第七至九轮巡

视期间，综合协调组指导省委巡视组移交督办立行立改典型问题

94 个。

坚守职责职能，把发现问题作为主要任务



各地在开展巡视时，紧扣“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

促进发展”的巡视工作方针，自觉担负发现问题、推动解决问题

的职能责任。

为着力发现和推动解决煤炭资源领域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七轮巡视开展煤炭

资源领域专项巡视，12 个巡视组进驻 7 个盟市、4 个厅局以及 3

个国有企业。同时，7 个盟市同步组建 21 个巡察组，与自治区

党委巡视组上下联动，对 237 个涉煤部门（单位）开展巡察。通

过建立健全定期联络、及时会商等工作机制，对巡视巡察发现的

问题和问题线索清单管理、快交快查。

安徽省委第九轮巡视紧紧围绕教育系统职责使命，精准发现

问题；江苏省委第八轮巡视集中对省级机关部门党组织开展政治

监督，将其作为加强机关党的建设、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

措。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突出被巡视地区或单位使

命定位和职能职责开展巡视，对南宁市及所辖县区，聚焦强首府

战略部署，围绕贯彻落实首府发展定位推动改革发展稳定、抓党

建促发展、全面从严治党等开展监督检查；对区直机关单位，聚

焦政治建设、职责履行、从严治党、深化改革、领导班子和干部

队伍建设、机关党的建设等开展监督检查。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抓住巡视发现问题整改这个关键，通过

开展“回头看”，统筹做好巡视“前半篇文章”和“后半篇文章”，

推动巡视整改落实落地。

河南省委第八轮巡视特意安排 1 个巡视组对 6 个县（区）开

展巡视“回头看”，紧盯党委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紧盯历次巡视

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陕西省委 7 个巡视组启动对 12 个省级

脱贫攻坚职能部门和部分县区的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

采取重点县区驻点解剖麻雀、非重点县区定点巡诊把脉和省级脱

贫攻坚职能部门巡回机动扫描的方式，紧盯老问题，关注新情况。

五一、端午期间"四风"问题监督举报曝

光专区通报 10 起典型案例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1.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刘义明违规

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旅游活动、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礼品礼金

等问题。2017 年，刘义明先后 2 次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前

往宜宾、甘孜等地旅游，费用均由管理服务对象支付。2016 年

至 2019 年期间，先后 6次收受管理服务对象以打牌“铺底”为

名所送现金，共计 3.8 万元。2015 年至 2018 年期间，多次收受



管理服务对象赠送的中华香烟、苹果牌手机等礼品，折合人民币

1.36 万元。2019 年春节前，收受管理服务对象以拜年名义赠送

的礼金 2 万元、大重九牌香烟 2 条。2019 年 11 月，刘义明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四川省纪委监委）

2.广东省揭阳市交通运输局四级调研员林雄违规公款接待、

私车公养问题。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林雄在分管市交通

运输局办公室期间，该局接待费用共 249.67 万元，其中大部分

没有接待公函和审批手续，并存在超标准接待问题。2018 年，

林雄先后 5次使用单位公车加油卡为私车加油，共计人民币 1900

元。2020 年 2 月，林雄受到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违纪所

得被收缴。（广东省纪委监委）

3.陕西省榆林市国土资源规划与评审服务中心主任刘伟等

人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旅游问题。2017 年 7 月 4 日，刘伟与

榆林市原国土资源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乔正涛、榆林市原国土

资源局执法监察科科长朱利军、主任科员袁军平、国土资源监察

支队支队长薛世猛、榆林市地理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刘钢锋等人经

批准赴省外学习考察。考察结束后，刘伟等人于 7 月 7 日至 9 日

期间，接受当时正在拓展榆林市场的福建某公司工作人员安排，

前往该省三市四处景区游览，旅游期间产生的门票、餐饮费用均

由该公司支付。返回后，刘伟等人分别在所在单位报销绕道旅游

期间的住宿费并领取交通、伙食补助费等，共计 9618 元。2019



年 12 月，刘伟、乔正涛、薛世猛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其他

人员均受到责任追究，违纪资金已收缴。（陕西省纪委监委）

4.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药品采购交易处党支

部书记张利荣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

排问题。2018 年 9 月 17 日至 20 日，张利荣参加中国药学会在

成都举办的“2018 年中国药学大会”。9 月 16 日，张利荣到成

都后未参加会议，而是接受会议协办单位某药业公司安排的旅游

活动，接受该公司安排的农家乐午餐 2 次、企业负责人宴请 2次，

并违规收受礼品。期间产生的交通、住宿费用均由该公司承担。

同时，张利荣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2019 年 10 月，张利荣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监委）

5.甘肃省陇南市徽县住建局原局长卢富增违规长期借用下

属企业车辆问题。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卢富增在担任

徽县住建局局长期间，违规长期借用下属企业车辆。同时，卢富

增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2020 年 1 月，卢富增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甘肃省纪委监委）

6.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朝阳镇党委副书记林永坤违规收受

礼品问题。2015 年至 2018 年期间，林永坤多次在春节或中秋节

前，收受管理服务对象送予的购物卡、烟酒等礼品；此外，林永

坤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2019 年 11 月，林永坤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福建省纪委监委）



7.浙江省台州市生态环境局临海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

小荣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违规收礼等问题。2018 年 12

月，王小荣接受临海某药业有限公司杨某某请托，在行政处罚集

体审议时为该公司说情，后该公司被降格处罚。2019 年 3 月，

王小荣组织单位员工开展活动期间，接受上述药业公司的宴请安

排及所送礼品。2020 年 3 月，王小荣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浙

江省纪委监委）

8.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

局党工委副书记、副局长江德富违规收受礼金问题。2011 年至

2018 年期间，江德富在春节、中秋节等节日期间，先后 4 次收

受服务管理对象蓝某某所送的礼金红包共计 8000 元。2019 年 1

月，江德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广西

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

9.吉林省抚松县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孙华榜借操办丧事之

机敛财问题。2018 年 7月 17 日，孙华榜利用职务影响，在操办

其岳父丧事过程中违规收受礼金共计 3.43 万元，在社会上造成

不良影响。2018 年 12 月，孙华榜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

款予以收缴。（吉林省纪委监委）

10.云南省怒江州地震局原局长杨文彬违规审核、报销差旅

费问题。2014 年至 2018 年，杨文彬在担任州地震局局长期间，

违规报销干部职工差旅费 5.05 万元，杨文彬个人违规报销差旅



费 1.3 万元。此外，在其任职期间，州地震局财务管理存在安全

风险隐患，杨文彬负有主要领导责任。2020 年 2 月，杨文彬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资金已主动退回。（云南省纪委监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