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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察公告
! !

经县委批准，将组织开展九届县委第
六轮工作。巡察期间，欢迎社会各界和广
大群众通过来电、来信、约谈等方式向巡
察组反映有关情况，或对巡察组工作提出
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巡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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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
二"巡察对象

县市场监管局、秋炉乡、县人民医院、
县妇联、县发改局、标溪乡、县水利局、县
电大。

三"巡察内容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守政治定位，坚定“两个维护”，按照“六
个围绕、一个加强”和“五个持续”重要要
求，重点检查被巡察党组织落实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情况，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情况，落实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情况，落实巡视巡察、主题教
育整改、审计问题整改情况，依法执政、依
法行政情况。着力发现和推动解决违反党
的“六项纪律”，搞“七个有之”，对组织不
忠诚不老实，领导干部腐败，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干部不担当不作为，“最多跑
一次”、食品安全、“三服务”活动和减税降
费工作落实不到位，打好三大攻坚战不
力，违规选人用人，干扰巡视巡察，巡视巡
察整改不力，法治建设推进不扎实，脱贫
攻坚落实不到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整治不力，扫黑除恶工
作不到位等突出问题。以巡察监督推动中
央、省委、市委和县委重大决策部署落地，
充分发挥政治巡察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作
用，为践行“丽水之干”担纲“丽水之赞”，
建设清廉畲乡，加快建设美丽幸福新景宁
提供坚强保障。
（一）常规巡察着力发现以下问题
被巡察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在党

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和巡视巡察整
改落实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具体是：

围绕党的政治建设，重点检查坚决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情况；围绕党的思想建设，重点检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情况；围绕党的组织建设，重点检
查选人用人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围绕
党的作风建设，重点检查整治“四风”情
况；围绕党的纪律建设，重点检查党规党
纪执行情况；围绕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胜利，重点检查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整治
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情况；加强巡视巡察整
改监督，重点检查涉及巡视巡察反馈意见
的整改落实情况。
（二）专项巡察着力发现以下问题
在对被巡察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

进行常规巡察的全面“政治体检”基础上，
突出“专”的特点，按照“四个落实”“八看”

工作要求，紧扣脱贫攻坚主题，开展专项
巡察。具体是：

围绕被巡察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政
策实施、项目安排、资金投放和扶贫开发
工作开展以及各类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整
改落实等方面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重点发
现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腐败和
作风问题，推动解决履行脱贫攻坚过程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扶贫攻坚政策部署
精准实施。

四"工作方式

巡察组主要通过以下方法开展工作：
（一）听取汇报。听取被巡察党组织的

工作汇报；列席被巡察单位的有关会议。
（二）调研走访。选择一定对象范围进

行问卷调查；视情召开座谈会；以适当方
式对被巡察党组织及其下属单位走访调
研，必要时组织暗访。
（三）重点谈话。与被巡察单位领导班

子成员和其他干部群众开展个别谈话，视
情况采取分组谈话、“一对一”谈话。
（四）查阅资料。调阅、复制有关文件、

档案、会议记录等资料。重点检查被巡察
单位“三公”经费管理使用情况。
（五）受理信访举报。受理反映被巡察

党组织与巡察内容相关的来信、来电、来
访等。

五"巡察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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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第一巡察组巡察县市场监管
局、秋炉乡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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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县委巡察办转第一巡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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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第二巡察组巡察县人民医院、
县妇联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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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县委巡察办转第二巡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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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第三巡察组巡察县发改局、标
溪乡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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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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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地址：景宁县复兴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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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县委巡察办转第三巡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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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第四巡察组巡察县水利局、县
电大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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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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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地址：景宁县复兴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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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

室县委巡察办转第四巡察组

中共景宁畲族自治县委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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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湾镇以“三化”举措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
! !

本报讯（通讯员 杨利萍）日前，沙湾
镇纪检监察办标准化规范建设通过市级
验收。今年以来，沙湾镇以“三化”举措推
进基层监察工作职责更加清晰、履职更加
有力、作用发挥更加充分，进一步推进监
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真正把基层党风廉政
建设抓严抓实。

办公场所建设标准化。沙湾镇纪检监
察办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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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独立办公用房，包括
!

个办
公室、

&

个接待室、
&

个会议室、
&

间软包
谈话室和

&

间涉密保存档案室，均设置于
一楼。整个办公区域实现全区域无死角音
频同步摄录，配齐办公（办案）设备，采购
了专用电脑、打印机、碎纸机、照相机、录
音笔、保密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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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办公（办案）设备，
同时还悬挂《沙湾镇纪委工作职责》《沙湾

镇监察办监察范围及职责》等制度标示
牌，确保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

日常监督智能化。沙湾镇纪委按照
“三转”要求，充分发挥乡镇纪委和村监委
会“前哨”和“探头”作用，紧盯扶贫领域、
征地拆迁、“三资”管理使用等重点环节开
展监督，强化对乡（镇）、村社干部的监督，
利用身边发生的典型案件加强日常廉政
教育，筑牢廉政防线，坚决防止“微腐败”
问题的发生；从离退休老干部、“两代表一
委员”、乡贤中择优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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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特约监察员
和

!,

名村级监察联络员，拓宽村级监督
“视野”，实现监察网络全覆盖；同时在显
眼位置公布廉情地图和各村政治生态优
良等级，让监督更加透明、广泛。

履职管理制度化。梳理一份职责清

单、打造一项规范流程、制作一套业务模
板，整合《沙湾镇清廉村居建设指导手
册》，包含“清廉村居”建设考评指标体系、
村干部履职二十条红线、村级小微全力清
单、村级小微权力流程图等，并印发给所
有镇村干部，有序推进乡镇纪检监察办规
范化建设，提升乡镇监察办、监督调查处
置工作水平。结合主题教育集中学习时
间，对镇村干部加强村级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能力进行培训。

通过不断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
建设，沙湾镇实现纪检监察机构配置到
位、制度配套完备、业务流程科学、工作运
行有序，促使基层监察从“有形覆盖”向
“有效覆盖”转化，全力打通监察监督“最
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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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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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拍摄的景文高速景宁服务区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在服务区广场填土灌注" 景宁至文成高速公路!起自县城鸭

卵坑!止于温州文成县樟台!全长约
,(

公里" 景文高速景宁服务区位于澄照乡境内!是景文高速的节点工程!目前工程正顺

利推进"

（本报记者 李肃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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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督导组到我县督查
#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工作

（上接第一版）
督导组在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充

分肯定我县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认为推进
有力，亮点频频。

会后，督导组一行先后前往县府宿舍小
区、亲亲家园、鹤溪小区等地，检查黑臭水处
理成效，生活小区污水零直排建设，生活垃
圾分类等工作。

据了解，本轮督查为期
1

天，督导组将
通过听取汇报、查看台账、现场检查等形式，
查看并掌握我县“三改一拆”“美丽河湖十大
提升行动”、“无违建县”创建、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生活垃圾分类等工作目标任务落实
情况。

县红十字会超额完成年度红十字
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目标

! !

本报讯（本报记者 叶雯缤 通讯 员

雷陈嵘）近日，县红十字会通过应急救护培
训活动，以理论教授与实践操作结合的教学
方式，超额完成年度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普
及培训大赶考目标。

今年以来，县红十字会以“五进”活动为
抓手，保证数量、重视质量推进应急救护知识
普及培训，培训现场演示心肺复苏、包扎止血
等急救技能，通俗易懂地讲解火灾、外伤、中
暑、溺水、烫伤等突发疾病或意外受伤的急救
措施，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众防灾避险意识
和自救互救技能。

据统计，截至目前，县红十字会已完成
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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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超额完成
年度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大赶考
目标，完成省市下达任务的

&!+'1$2

，完成
自定大赶考目标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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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阶段，县红十字会将继续发挥“志不

求易、事不避难”的大赶考精神，并结合“三
服务”活动将应急救护培训惠及更多群众，
全面提高应急救护知识普及率和群众自救
互救能力，为“健康景宁”“平安景宁”建设贡
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