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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巡察组向锦南街道党工委等 11 家单位反馈巡察情况
近日，经区委统一部署，区委四个巡察
组向锦南街道党工委、高虹镇党委、天目山
镇党委、昌化镇党委、区委党校、锦南新城
党工委、新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区商务局
党委、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
组、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组、
青山湖科技城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等
11 家单位反馈了巡察意见。
2018 年 9 月 25 日至 11 月 30 日，2019
年 1 月 2 日至 1 月 31 日，区委巡察组对
上述 11 家单位分别开展了第七、八轮巡
察。据统计，两轮巡察共发现各类问题
440 个，移交问题线索 20 件，抄告共性问
题 11 个。
现将 11 家被巡察单位主要问题和意
见建议公布如下：
锦南街道党工委
主要问题院对中央和省、市、区委重要
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不够，党工委领导作用
发挥不充分，党组织活动制度执行不严格；
对意识形态工作不够重视，农村思想文化
阵地建设还有薄弱环节；干部培养机制还
不够完善，机关党支部书记长期空缺，基层
党组织建设不够扎实；干部工作作风不够
实，攻坚克难的勇气还有欠缺，对部分民生
问题关注不够；党员教育实效性还不够，对
村级组织的管理不够有力，工程项目管理
不规范，财经制度执行不严格；主体责任落
实不够自觉和有力，监督责任落实不够到
位，部分工作履职不力。
意见建议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努力营
造争创一流的氛围；充分发挥镇村两级党
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注重年轻干部培养，
加强作风建设；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强对
村（社区）班子的领导，加强工程项目、征地
拆迁、建房审批管理。
高虹镇党委
主要问题院 党委推动发展举措不够有
力，贯彻落实“保护资源、保护环境”等基本
国策,以及区委“产业现代化”战略决策不
够坚决;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够 深
入;党的组织建设不够健全，干部任用程序
还不够规范，对干部管理存在宽松软;工作
作风不够扎实，深入一线指导工作、钻研业
务的精神不够，形式主义现象一定程度存
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够严格；内部
管理制度、财经纪律执行不严，公务接待、

工程项目管理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意识不
够强。
意见建议院加强政治建设，提升党员干
部服务意识、大局意识；充分发挥区位优
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强森林资源与环
境管护，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
展；加强党建引领，强化理论学习和作风建
设，强化“两个责任”落实；建立健全“三重
一大”集体决策、资产管理等制度。
天目山镇党委
主要问题院 贯彻执行乡村振兴战略和
大天目战略有差距，发挥党委统揽全局作
用、抓中心工作“弹好钢琴”方面不够到位；
“两学一做”教育制度化、常态化成效不明
显，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党建
基础工作抓而不实，干部队伍建设不够有
“四风”
力；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到位，
问题仍然存在；监督执纪问责力度不够，财
经纪律执行不严格，财务账目管理不规范，
“ 两个责任”
审计发现的问题未整改到位；
落实不够到位，工程项目监管缺位，廉政风
险仍然存在。
意见建议院认真贯彻上级决策部署，以
乡村振兴战略和大天目战略来统领全镇各
项工作；夯实党建基础工作，推进机关支部
规范化建设，加强对村级党员的教育、引导
和监管；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从严落实
各类财经纪律规定，加大对关键少数、关键
领域、关键部位的监督，强化重点领域风险
防范。
昌化镇党委
主要问题院党委的核心作用不够突出，
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动作不够快、步子
不够大。党内政治生活不够严肃，政治学习
不够深入。党管干部不够严谨，
中层干部任
免程序不规范。岗位交流力度不够，个别干
部在同一敏感岗位任职时间过长。机关党
建工作不够扎实，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存在
薄弱环节。少数机关干部作风不实，在重点
项目推进中存在不恰当作为。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履行不
工程管理存在
够到位。制度执行力不够强，
漏洞，财务制度执行不够严格，对昌化镇市
容环境卫生管理所、担保公司等所属单位
财务监管和指导不力。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不够到位，公务接待制度不严，兼职取
酬、违规发放津补贴现象仍有发现，工会经
费使用不规范。
意见建议院 加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

决心和力度，重视和强化基层党建工作，认
真执行“三会一课”制度，加强村级党组织
建设；深化队伍作风建设；树立规矩意识，
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加强工程领域的管理，
加强对下属单位的财务监管力度，严格公
章使用审批流程；规范各类经费的使用，杜
绝乱发津补贴现象，清理违规兼职取酬问
题，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审批制度，规范工会
经费使用。
区委党校
主要问题院 贯彻中央和上级有关党校
工作部署存在差距，校委领导核心作用发
挥不够充分，结合实际贯彻“党校姓党”办
学原则存在不足；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
制度化实效性不明显，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深入、不及时，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没有落实到位；党建引领
作用发挥不充分，人才队伍建设不够有力，
党建基础工作不够扎实规范，人才引进培
养举措不多，教师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还
有差距；监督执纪不严不实，正风肃纪不够
有力，财务制度执行不够规范；落实“两个
责任”不够到位，关键领域监管措施不够得
力。
意见建议院落实“党校姓党”办学原则，
充分发挥校委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着力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完善
培训师资遴选等内部管理制度，严格执行
费用报销等财务制度，切实改进学风文风；
，加强关键领域监管
全面压实“两个责任”
力度。
锦南新城党工委
主要问题院 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够充
分，行政管理体制有待完善，民主议事制度
执行不到位，党内组织生活不规范；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够到位，干部队伍建
设和人才培养力度还不够，党建标准不够
高，党组织架构不合理；主动担当精神有所
减弱，推新城亮品牌效果不明显，招引企业
的示范性和带动性不强，新城管理不够精
细，财经制度执行不够规范；干部管理不够
严格，制度建设有所滞后，主体责任落实不
力。
意见建议院完善民主议事程序，深入研
究新城发展；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党建引
领队伍新状态；加强对廉政风险分析研判，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宣传扩影
响，抓特色高起点，招引、攻关“高、大、外”
项目。

区商务局党委
主要问题院 党委对政治思想建设不够
重视，贯彻执行上级决策不坚决，班子领导
核心作用发挥不够，推进招商引资、跨境电
商园区建设和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等重点工
作力度不够；组织建设存在薄弱环节，基层
党建工作开展不够规范，干部调动频繁，队
伍缺乏稳定性；对基层指导服务不够，监督
考核全区招商引资工作缺失，不担当、不作
为等问题依然存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不坚决；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履行不
够到位，公务接待等内控制度执行不到位，
资产管理松散。
意见建议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决抵
制“四风”问题，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业务能
力；加强对“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指导，增
强“两新”组织活力；提高招商实效，全力引
进大好高项目和高新企业；注重长远规划，
重视跨境电商园的运营和绩效；强化内控
管理、严肃财经纪律。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组
主要问题院 党的政治建设统领不够有
力，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加大生态系统保
护、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
境”的要求存在差距，领导班子开拓创新、
长远谋划不够; 党的思想建设有所虚化弱
化，学习教育任务化、形式化，意识形态领
域工作薄弱;党的组织建设存在薄弱环节，
干部轮岗交流不够到位，干部队伍年龄老
化、专业人才缺乏，党建工作基础不够扎
实;党的作风建设不够严实，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不够坚决; 党的纪律建设偏松偏
宽，开展经常性纪律教育不够，日常监督执
纪不严，财经纪律执行不够严格;对上一轮
省委巡视反馈和环保部督查整改不够到
位。
意见建议院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将生态
保护各项要求落到实处，谋划保护区长远
发展；规范“三会一课”制度，加大中层干部
轮岗交流；规范公务接待，严格执行财经纪
律，转变干部队伍作风；加强对项目招标等
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有效监督；切实履行
巡视反馈和环保督查整改政治责任。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组
主要问题院 党的政治建设统领不够有
力，创新发展意识不够强烈，长远谋划不够
深入，政治学习成效不够明显，局务公开不
够及时透明；党的组织建设存在薄弱环节，

党建工作不够重视，人才培养和管理力度
不够大，干部轮岗交流不到位，干部队伍年
龄老化，专业人才缺乏；党的作风建设不够
严实，对干部职工关心不够到位；党的纪律
建设偏松偏宽，财务制度执行不够严谨，资
产管理不够规范，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有瑕疵，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意识不
够强。
意见建议院强化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
拉高标杆，集思广益，创先争优；重视党建
工作，提高“三会一课”质量，加强实践和调
研；落实“两个责任”，加强规章制度执行，
完善工程项目管理；提升干部队伍建设水
平，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引进优秀人才，加
强中层干部轮岗，提高干部能力素质。
青山湖科技城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主要问题院领导班子履职不够到位，民
主议事不规范，企业管理能力还不强；各级
会议精神学习传达不够，企业文化建设和
宣传力度仍需加强；对党建工作认识不够
到位，人才管理不够科学，党员管理不够细
致。在具体工作中标准不高，对个别子公司
管理不到位，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坚
决；干部教育管理不够有力，工程项目管理
不规范，财经制度执行不严格，部分子公司
存在违规情况；党风廉政主体责任意识不
强，监督责任缺位，监事会的作用发挥有所
欠缺。
意见建议院 进一步发挥领导班子核心
作用，落实民主议事制度；全面落实中央和
省委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要求，积极推
动党务工作与企业发展相融合；加强对各
子公司的从严和科学管理；加强企业文书、
档案的管理，
加大工程项目的监管力度。
新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问题院 党的核心引领作用发挥不
够，董事会议事决策不规范，公司的管理和
运营主要通过行政领导班子会议讨论 决
定；对十九大精神学习不到位；党员发展工
作不到位，支部活动不规范，中层干部选拔
任用程序过于简单；党风廉政教育开展不
经常，涉及廉政风险上的提醒不足；财务制
度执行不够严谨；工程建设管理不够规范。
意见建议院规范党组织设置，强化党组
织功能，完善“三重一大”决策程序，严格落
实“三会一课”制度；细化项目前期，规范项
目招投标，强化对监理队伍的管理；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加强党
员干部日常教育管理，严格财经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