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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十二巡视组
向云南省委反馈巡视情况
根据党中央统一安排，2019 年 1 月
一体推进，建立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巩
固脱贫攻坚发展成果。二是全面落实
26 日，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向云南省委
反馈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情况。中央巡 “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工作机制。强
化使命担当和主体责任，理清和压实州
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王鸿津出席反馈
会议，对抓好巡视整改工作提出要求。 市一级党委抓落实责任，加大扶贫领域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的整治力
会前，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向云南省委书
度，重点解决会议多、检查多等问题。
记陈豪书面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是重点关注列入“三区三州”的怒江、
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会上，中央
迪庆和昭通、曲靖等深度贫困地区。从
第十二巡视组组长武在平向云南省委
政策倾斜、资金保障、项目推进等方面
领导班子反馈了巡视情况。陈豪主持
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聚力，切实解决交
反馈会议并作表态讲话。根据党中央
通基础设施落后、产业扶贫不实等问
统一部署，2018 年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题。四是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精准发
30 日，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对云南省开
力。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
展了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巡视组坚持
略，切实做到识贫脱贫精准；加大易地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扶贫搬迁推进落实力度，大力发展职业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教育。五是加强脱贫攻坚干部队伍建
牢 固 树 立“ 四 个 意 识 ”，坚 定“ 四 个 自
设。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
信”，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贯彻
重，注重在脱贫攻坚一线培育、选拔、管
中央巡视方针，牢牢把握脱贫攻坚专项
理、使用干部，鼓励干部担当作为。六
巡视的再监督工作定位，聚焦脱贫攻坚
是强化纪委监委监督责任和职能部门
政治责任深入开展监督检查，督促各级
监管责任。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强化政治责任担当，
问题专项治理，盯住主体责任，坚决查
推动解决脱贫攻坚过程中存在的突出
处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问题，为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提供坚
强政治保障。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听取了巡视组的巡视情况汇报，并向中
要形成脱贫攻坚强大合力
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报告了有关情况。

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众反
映了一些问题
武在平指出，云南省委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
论述，树立“四个意识”，践行“两个维
护”，脱贫攻坚取得明显成效，贫困地区
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广大扶贫干部对脱
贫攻坚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巡视中，
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问
题，主要是：贯彻落实中央脱贫攻坚方
针政策不够到位，聚焦“三区三州”中的
怒江州、迪庆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有待加
强；落实“两不愁、三保障”等政策不够
精准；易地扶贫安置点建设和搬迁进度
滞后；扶贫资金使用监管存在薄弱环
节。
“ 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责任压得
不够扎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
未得到有效解决；对扶贫干部重加压、
轻激励。纪检监察机关落实监督责任
不够到位，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仍需加大力度。有关职能部门
落实监管责任不到位，合作经济组织带
贫效果不明显，有的产业扶贫项目搞
“名股实债”。各类监督检查发现问题
的整改落实有差距，有的存在“数字整
改”现象。同时，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
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
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等有
关方面处理。

巡视组提出了六点整改意见
武在平提出了六点整改意见：一是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
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
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践行“两
个维护”。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重要实践载体，认真组织召开巡视整改
专题民主生活会，坚持抓脱贫和防返贫

王鸿津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党向全世界、
全国各族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云南
省委要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提高政
治站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
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从打赢三大
攻坚战、决胜全面小康、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高度，把脱贫攻坚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
命感，拿出决战决胜的精神状态，保持
战略定力，狠抓工作落实，以实际行动
践行“两个维护”。紧密结合本地区实
际和职能责任，深入贯彻落实打赢脱贫
攻坚战三年行动指导意见，认真梳理今
后两年脱贫攻坚工作任务，坚持目标标
准，贯彻精准方略，高质量完成脱贫攻
坚任务。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和政治
责任，对脱贫攻坚实施有力组织领导，
认真落实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
落实的管理体制，健全工作机制，强化
组织保障，形成脱贫攻坚强大合力。

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
脱贫攻坚全过程
王鸿津强调，巡视整改是“四个意
识”的试金石，整改不落实，就是对人
民不负责。云南省委要提高思想认
识，增强整改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
行动自觉，切实担起整改主体责任，坚
持从本级抓起，以上率下、带头整改。
省委书记要担起整改第一责任人的责
任，领导班子成员要按照分工承担分
管领域的整改责任，在抓整改落实上
见真章、动真格、求实效。突出问题导
向 ，增 强 整 改 针 对 性、具 体 性 和 实 效
性，坚持举一反三，把巡视发现的问题
和扶贫领域各类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
结合起来，一体整改、一体解决；把巡
视整改与今后两年脱贫攻坚工作有机
结合起来，既要集中精力抓脱贫，又要

巩固成果防返贫，建立健全稳定脱贫
长效机制。坚持全面整改、立行立改、
即知即改、真改实改，定期报告整改情
况，形成整改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纪
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巡视整
改日常监督，督促巡视整改落地见效；
结合巡视发现的问题深化专项治理，
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
提高监督质量，防止基层问责泛化、简
单化；对整改不力、敷衍应付、虚假整
改的严肃追责问责，把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

省委照单全收、诚恳接受、
严肃对待
陈豪表示，这次脱贫攻坚专项巡
视，是中央对云南省委及全省各级党委
（党组）落实脱贫攻坚政治责任、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
重要论述和党中央脱贫攻坚方针政策
的监督检查，是对云南打赢打好脱贫攻
坚战的监督指导。中央第十二巡视组
既肯定了云南省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
阶段性成效，又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对
抓好巡视整改落实、高质量完成脱贫攻
坚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巡视组的反
馈意见，实事求是、客观中肯、精准深
刻，省委照单全收、诚恳接受、严肃对
待。必须正视巡视反馈意见指出的贯
彻落实中央脱贫攻坚方针政策不够到
位、
“ 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责任压得
不够扎实、纪检监察机关落实监督责任
不够到位、各类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的整
改落实有差距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刻
反思，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担当政治责
任，在抓整改落实上见真章、动真格、求
实效。

从讲政治的高度做好脱贫
攻坚专项巡视
“后半篇文章”
陈豪强调，必须对照问题深刻反
思警醒，切实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
和行动自觉，增强政治担当和责任担
当，从讲政治的高度做好脱贫攻坚专
项巡视“后半篇文章”，坚决抓好反馈
意见的整改落实，以整改的实际行动
检验“四个意识”
“ 两个维护”。要提高
政治站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
要论述和党中央脱贫攻坚方针政策；
强化整改责任，坚持以上率下、坚持问
题导向，从严从实抓好巡视反馈意见
整改落实；严明纪律要求，认真查办巡
视组移交和反馈问题，逐一厘清责任，
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确保整改彻
底、整改到位；坚持标本兼治，建立健
全长效机制，形成干部群众共同遵守
执行的刚性约束。全省各地区各部门
特别是贫困地区要把中央脱贫攻坚专
项巡视整改与今后两年脱贫攻坚工作
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
任感、使命感，焕发奋斗激情和斗争精
神，更加扎实有效做好各项工作，坚决
打赢打好新时代第一场硬仗，绝不辜
负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嘱托、绝
不辜负全省各族人民的期望。
本报记者 田静 张寅 杨猛

省委常委会：

坚决抓好
整改落实

1 月 27 日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反馈意见，安排部署整改工作。会议强调，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
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脱贫攻坚方针
政策和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
实增强政治担当和责任担当，以铁的纪律和
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整改工作，坚决打赢打
好脱贫攻坚战。
省委书记陈豪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要强化政治担当，落实脱贫
攻坚政治责任。省委和省委常委会班子首
先要带头扛起脱贫攻坚的政治责任，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脱贫攻坚中存
在问题的危害性，切实抓好巡视反馈意见
整改工作，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
落实。
会议强调，要强化主体责任，落实各项
整改任务。省委带头，各级党委、政府切实
担负起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一级一级抓落
实，把整改工作落细落小、落地落实。省委
成立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领导小组并设
办公室，及时制订整改方案，建立问题清单、
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细化分解到各地区各
部门。省级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负起监
管责任，认真指导督促各州市和行业部门，
共同完成整改任务。
会议强调，要强化问题导向，落实脱贫
攻坚纠错纠偏机制。树立问题导向，加强自
我发现问题的能力，针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的问题、巡视组指出的问题以及自身查找出
的问题，举一反三，扎扎实实抓好整改落实，
把整改过程转变为解决问题、建章立制、堵
塞漏洞、推动工作的过程。
会议强调，要强化精准脱贫标准，坚决
打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坚定不移贯彻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补短板、
保基本”原则，结合云南实际进一步细化明
确各项目标标准，在推进脱贫攻坚和退出验
收中严格执行。迅速组织在全省范围开展
排查，坚决纠正工作推进中落实政策不精
准、工作推进有偏差等问题。
会议提出，省委常委会及各州（市）、县
（市、区）党委要适时组织召开专项巡视整改
专题民主生活会，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查
摆 分 析 问 题 ，明 确 整 改 责 任 ，落 实 整 改 要
求。要突出重点、聚焦难点，针对深度贫困
地区、人口较少和直过民族脱贫工作进行深
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攻坚。同时，已
退出贫困县的县区要继续做好各项工作，巩
固提升脱贫成果。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着力
加 强 政 治 监 督 ，不 断 完 善 工 作 机 制 ，持 续
提高工作水平，推动巡视巡察工作高质量
发展。
本报记者 田静 杨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