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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安倩）9月 3日，

自治区巡视巡察工作会议暨十届自治

区党委第八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召开，

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区委巡

察机构全体干部在新城区分会场收听

收看会议。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区巡视巡察工

作，对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巡视工

作进行动员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

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

话。 

会议指出，全区巡视巡察工作取

本报讯（通讯员 张军）内蒙古清

水河县严格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纪委

监委印发的《关于激励担当作为的实施

意见》，坚持严管和厚爱并举，激励和

约束并重，综合运用“加减乘除”法，

让干部在管理中健康成长，在厚爱中激

发动力。 

防微杜渐，在约束上做“加法” 

坚持教育在先、提醒在前的原则，

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

监督，强化对党员干部特别是“一把手”

的日常监督管理，通过上下联动、交

叉互检相结合方式，对于发现的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找准病灶，

开准良方，让干部真切感到组织就在

身边、监督就在眼前，坚决杜绝突破

底线的思想萌芽，塑造风清气正的基

层政治生态。今年以来，共运用监督

执纪“四种形态”处理177人次，其中：

第一种形态141人次，占比79.7%，“咬

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监督执

纪的新常态。

 

刚柔相济，在厚爱上做“减法” 

把回访教育、容错纠错、澄清证明

作为常态性工作。回访教育不再局限于

办公场所交谈，采取上门家访、交流座

谈“量体裁衣”方式，体现组织关怀的

“温度”，最大限度消除干部思想顾虑。

同时，严格落实上级纪委监委关于党员

干部容错纠错有关规定，让担当有为者

放下包袱。通过积极拓宽渠道、探索创

新方式为受到不实举报的干部为

其澄清证明，推动全县形成风清气

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今年以来，已为

得显著成效，巡出了震慑效应、发挥

了利剑作用、彰显了制度威力。当前

巡视巡察肩负的任务依然繁重，我

们要全面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和

决策部署，坚持正确方向，深化规

律性认识，突出重点任务，强化工

作措施，扎实推动巡视巡察工作高

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不断深化政治巡视

巡察，着力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

策部署贯彻落实，着力推动党组织履

行职能责任，着力推动解决群众身边

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切实从政治上看

待问题、查找问题、解决问题。要确

老丈窑村巡察动员会后，巡察组

刚走出会议室的门，就被一个 70 多

岁满脸怨气的村民拦住了，“你们是

巡察组的吧，村委会不作为，拉偏架，

你们管不管”，他激动地大大声嚷嚷

道。经详细了解，他叫武海旺，因与

其二哥武生旺存在重分老人耕地权属

不清问题，产生了矛盾争执，且至未

进行土地确权登记。“大哥，你反映

的问题，我们基本了解了，我们一定

会认真对待，你回家等我电话”刘组

长点了一支烟递给情绪缓和了许多的

武海旺。刚送走武海旺，老丈窑村书

记来到会议室和巡察组说，武家兄弟

的事情，光村里就协调过不下 3 次，

区、镇经管站的工作人员也专门调解

过 2 次，他还向区纪委监委反映过。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会 议 精 神 
做 好 新 时 代 巡 察 工 作

土 地 确 权 起 纠 纷 巡 察 介 入 终 和 解

综合运用“加减乘除”法 坚持
严管厚爱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本报讯（通讯员  冯秀兰  王亚平）“我

现在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感到很惭愧，感谢

检察院的良苦用心，感谢社会对我的关爱，

今后我一定改过自新、遵纪守法，踏踏实

实经营好自己的小店，做一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放心！”近日，

在山东单县人民检察院召开的附条件不起

诉不公开听证会暨训诫会上，未成年嫌疑

人小帅（化名）带着悔恨，对参加听证人

员诚恳地说。

8 月 28 日，山东省单县检察院召开附

条件不起诉不公开听证会暨训诫会，办案

检察官、侦查人员、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

其法定代理人、援助律师参加了听证会，

并邀请了县人大代表、心理咨询师、村委

会代表担任听证员。

据悉，2020 年 8 月，单县检察院未检

检察官王亚平在办案中发现，李某（已判

刑）和石某文属男女朋友关系，因为一次

偶然机会，李某发现受害人马某辉给自己

的女朋友石某文手机上发了暧昧信息，遂

于2016年 11月 28日下午 18时许，李某、

陈某峰伙同葛某显及被告人小帅等人，来

到菏泽某职业学院北门，并将马某辉约了

出来，在学校附近，李某等三人对马某辉

进行殴打，期间，葛某显和陈某峰用事先

准备好的刀子将马某辉扎伤，造成马某辉

右腰背部、右大腿挫裂伤。经鉴定，马某

辉的伤情为轻伤二级。

办案检察官王亚平考虑到目前小帅正

在经营一家美发店，且又是未成年人。本

着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教育、感化、挽救”

的方针，遵照“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为助力涉罪未成年人小帅重新回归社会，

提出拟对这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小帅涉嫌

寻衅滋事案，召开附条件不起诉不公开听

证会暨训诫会。经检察长批准，8月 28日，

单县检察院召开附条件不起诉不公开听证

会暨训诫会，办案检察官、侦查人员、未

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援助律

师参加了听证会，并邀请了县人大代表、

心理咨询师、村委会代表担任听证员。

不公开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介绍了

案件的基本情况，宣读了对小帅的社会调

查报告，分析了小帅走向犯罪的原因，并

详细阐述了对小帅做附条件不起诉的理由

和依据，介绍了对小帅后期的帮教计划。

检察机关认为：小帅的行为构成寻衅

滋事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符合起诉条件。但是考虑到其犯罪时不满

十八周岁，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自愿认罪认罚，已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

被害人谅解，且系初犯、偶犯，依法对小

帅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 12 个

月，并委托给其村委会帮教考察。

侦查人员、辩护人、小帅及其法定代

理人均表示同意检察机关的附条件不起诉

决定。

“对小帅附条件不起诉，检察机关办

案兼顾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希望

小帅珍惜机会，真诚悔罪。”人大代表周

建云说。

心理咨询师陈红为小帅进行了心理疏

导和训诫，建议小帅学会尊重和感恩，学

会宽容和忍让，劝导其卸下包袱融入社会。

同时对小帅的父母进行了亲职教育，就如何

加强家庭教育、履行考察帮教义务提出建

议，敦促加强对小帅的管教，预防再次犯罪。

小帅父母当众表示以后要好好管教孩子。

“希望你能结好‘法结’，吸取经验

教训，学法、知法、守法；能够结好‘情

结’，感受到司法的温情，做一名心中有

爱的少年；能够打开‘心结’，敞开心扉，

做一名身心健康的少年，早日回归社会。”

单县检察院检委会专职检委惠义成语重心

长地劝诫小帅说。

不公开听证会暖了迷途少年心

检察官结合多方意见和社会调查情况，

认为小帅本性不坏，但自制力和辨别能力

较弱，容易被哥们“义气”带偏，需要检

察官用更多的温情和耐心来教育和挽救，

12 个月的帮教考验期，是检察官和小帅关

于未来的一段信任之约和期待之约。我们

希望在 12 个月里帮助小帅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鼓励小帅从这里重新走向社

会，让迷途少年回归正轨。

“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孩子是父母

的希望。对于检察机关来说，未成年人保

护是一份阳光的事业，在教育和惩罚中更

需要有情怀、更加精准、更多担当。而附

条件不起诉和考察帮教对迷途少年来说，

就像一束微光，照亮未来的路。我们希冀

每个未成年人向暖而生，越发美好。”王

亚平感慨地说。

保完成巡视巡察全覆盖任务，全面落

实工作规划，创新完善覆盖路径，增

强监督震慑力和实效性。要做深做实

巡视巡察“后半篇文章”，强化整

改主体责任、日常监督和成果运用。

要持续加强巡视巡察工作规范化建

设，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规范工

作流程，强化内管内控机制，抓好

信息化建设。 

会后，巡察办主任就进一步学习

好贯彻好会议精神提出要求，巡察干

部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和自治区关于巡视巡察的部署要求上

来，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

书记还说道，就因为老人留下的六亩

地，谁也不肯让步，村里对他家的事

情是实在没有办法了。“这个事情咱

们不能不管，村党支部就是全村的当

家人，要时时刻刻把服务好村民作为

自己的责任，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再

难的问题也能解决，何况他们还是骨

肉兄弟呢”“刘组长说的对，那巡察

组的同志再帮我们想想办法，看怎么

能帮他们化解矛盾”，经第二巡察组

与村书记讨论，决定把两家人请过来，

再次调解。 

第二天，巡察组和村“两委”的

干部在会议室等来了武海旺一家和武

生旺一家，经过一番激烈地争论，二

哥武生旺同意将耕地让出来，可是，

眼看要握手言和了，却被他急冲冲赶

本报山西 2020 年 9 月 3 日电（实习记者  许华

伟  通讯员  申圆圆）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捉马村党

总支、村委会坚持以 “三零”创建作为提升农村社

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把“三零”村庄创建和坚持

新时代“枫桥经验”结合起来，以“创建三零村庄，

打造平安捉马”为目标，认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解，

不断强化治安防范，严厉打击违法犯罪，不断推动全

村平安建设迈上新台阶。

围绕“创建三零村庄，打造平安捉马”工作目标，

捉马村提出了“三色”助“三零”，“三帐”防隐患

工作法。“三色”是：一是绿马札、化矛盾，确保零

上访。为实现“零上访”目标，捉马村矛盾调解小组

定期不定期地携带绿马札进家入户走访，与村民群众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准确把握群众反映的强烈问题，

及时调解处理出现的矛盾纠纷，最大限度把各类矛盾

纠纷、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二是红袖

标、保安全，确保零事故。为了增强辖区居民的安全

感，努力构建“平安村庄”，由村工作人员、东西街

区物业人员组成，成立了专职安全巡逻队，全部佩戴 

“红袖标”，在辖区范围内常态性地走街串巷，开展

治安巡逻，提醒居民加强防火防盗，强化村庄安全防

范的氛围。三是蓝马甲、强管控，确保零案件。为了

营造良好的村庄治安环境，捉马村发动村中志愿者，

身穿“蓝马甲”，坚持每天在辖区开展治安巡逻，安

全防范和扫黑除恶知识宣传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安全

防范的氛围，增强了村民的安全意识，为社区居民安

全和治安防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帐”是：一是

建立风险隐患数据台账，健全重点区域信息联防机

制，整合群防群治力量，开展经常性安全稳定大检查。

二是建立重点人群、流动人口台账，开展重点人群大

排查，对辖区特殊重点人员全部进行了备案登记。三

是建立外出务工和本地务工人员台账，制定专人负责

联系、协调和沟通，确保务工人员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劳务纠纷及时化解。

捉马村“三零”创建工作的顺利开展，得益于党

建引领经济发展和平安建设形成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一是集体经济实力强、村民生活幸福指数高，为“三

零”创建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有效地提高了村民素质，为“三零”创建工作的开展

奠定了思想基础。三是将“三零”创建与各项工作相

结合，实现零距离为民排忧解难，为“三零”创建奠

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捉马村

坚持做好好“三零”单位创建中的各项重点工作，真

正实现“零上访、零事故、零案件”，提升基层治理

能力，促进工作提质增效，增强干部群众的安全感、

幸福感、获得感。

工作的重要论述、自治区巡视巡察工

作会议的精神，始终坚持围绕中心、

突出大局，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

促进完善发展作用。要深刻领会石泰

峰书记对全区营商环境现状的分析，

对照讲话精神做好新城区委第十轮对

营商环境专项巡察整改工作，以高质

量巡察监督净化营商环境政治生态。

要对标自治区巡视要求，坚持“严”

和“实”的主基调，落实工作责任，

提升能力素质，加强纪律作风，以强

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新时代巡察

工作，以巡察高质量助推我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来声称要为老父亲争回面子的两个女

儿给打乱了。眼看就要调解成功了，

不能就此罢休，作为组里的老大姐李

秀芝副组长当天下午和另一名工作人

员来到武生旺家，苦口婆心的给两个

姑娘做了一下午思想工作，最终同意

接受第七次调解。第三天的调解会不

仅有村“两委”、监委会成员和武家

兄弟参加，还请来了镇分管农业副镇

长、经管站工作人员和知情人原老丈

窑村四队队长和会计，在场的干部群

众都客观公正了说出来自己的意见，

听了大家的劝导，武家两兄弟不由的

红了脸，觉得因为自家的事情，弄得

兴师动众，不值得，都表示同意调解

意见。“武大哥，这个三堂会审的结

果您满意么 ? 可以握手言和了吧”，

10 名受到不实举报的党员干部进行了

澄清正名，共对 26 名受处分的党员干

部进行了“暖心”回访。 

提精振气，在激励上做“乘法” 

树立“以工作论英雄，凭实绩定能

力”的用人导向，在精准选用干部、

精准关爱干部方面不断推进。通过扎

实开展“清风干部”评定工作及重用

任用在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等重

点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优秀干部，建立

崇尚实干、勇于担当、加油鼓劲的正

向激励体系。同时，认真落实谈心谈

话、看望慰问、关怀救助等关爱措施，

对干部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

心理上关怀，解决干部的“后顾之忧”，

真正把关心关爱干部的各项措施落到

实处。 

惩前毖后，在严管上做“除法” 

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

施细则精神，强化作风建设，精准纠治

“四风”。继续抓住重要节点，进一

步拓宽监督举报渠道，加大明察暗访

力度，紧盯“关键少数”，深挖细查

严纠，持续通报曝光，驰而不息正风

肃纪。重点围绕公车管理、节日值班、

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送礼等问

题开展常态化明察暗访 10 余次，通报

单位 47 个、干部职工 31 人次；通过

监督检查发现疑似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类问题线索 4 件 ; 今年以来共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问题 3 件，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 3 人，组织处理 1 人，通报

典型案例 2 起，持续释放监督执纪越

往后越严的信号。

刘组长边说边把两个人的手握在了一

起，两人望着彼此，连声说着满意，

脸上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在巡察组的协调推动下，武家兄

弟的耕地权属彻底厘清了，彼此心里

的疙瘩也总算解开了。近期，赛罕区

完成了对老丈窑等 8 个重点村的“点

穴式”巡察监督。在巡察中，第二巡

察组简化进驻见面沟通、情况汇报等

工作环节，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迅速发

现问题和快速解决问题上，从小事小

处小节上破题，充分发挥“立行立改”

作用，短平快的解决直接关系群众切

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形成了立竿见影

的效果，得到了群众一片赞赏声。

（中共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纪律检

查委员会 巡察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