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整改不落实

就是对党不忠诚、对人民不负责。做

好巡视“后半篇文章”，关键要在整改

上发力。

2020年 8月 19日，省委第三巡

视组向永城市反馈了巡视意见。永城

市委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

动自觉，带领各级党员干部真刀真枪

直面问题，进行了一场挂单销账、刮骨

疗毒的巡视整改自我“手术”，将绝对

忠诚书写在永城大地上。

这是一次彰显政治担当的忠

诚——构建“一统领十调度”机制，将

省委巡视整改写入市“两会”报告、融

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年度综合

目标考评、编入地方党史目录……

这是一次充满实干决心的忠

诚——成立落实省委巡视整改工作

专班，对整改事项实行绿、黄、黑“三

色”管理，选聘 900名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组建监督员队伍……

这是一次提质社会发展的忠

诚——出台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办

成办好 298 项为民实事，构建固化

“三重一大”“网上办、立马办、抓落

实”等177项制度机制……

在不断的创新和探索中，逐步打造

“将巡视巡察监督嵌入党和国家监督体

系及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县域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永城范例。

□尹海涛 蒋笃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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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单销账 一场刮骨疗毒的自我“手术”

以上率下

拧紧巡视整改“责任链”

在巡视“后半篇文章”上书写绝对忠诚
——永城市深入推进省委巡视整改工作纪实

“省委巡视反馈意见体现的是省委要求,能不
能把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到实处,首先是一个讲
不讲政治、是不是忠诚、敢不敢担当的问题。”面对
巡视整改，永城市委书记李中华话语铿锵。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
自 2020年 5月 10日省委巡视组进驻永城以

来，永城市委便主动扛起巡视整改主体责任，坚持
边巡边改、立行立改，在省委第三巡视组的指导下，
积极探索建立“一调度十联动”机制，探索巡视巡察
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的有效路径，推动形成系
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监督工作机制，护航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挺进、全力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

在全面推进巡视整改期间，永城市委经过实践和
思考，在省委第三巡视组的督导建议下，将“一调度十
联动”提升为“一统领十联动”，进一步凸显党的集中统
一领导，夯实主体责任，以“一盘棋”思想，将“多股绳”
拧成“一股劲”，深入推动巡视巡察整改落地见效。

在永城市委示范带动下，全市上下自觉把思
想统一到省委对巡视工作的要求部署上来，始终
保持从严治党的清醒坚定。市委多次召开常委会
议，安排部署巡视整改工作，对照省委第三巡视组
反馈的 4 大方面 12 类问题，梳理出 28 项整改任
务，一项一项抓整改，一件一件抓落实。

——高位统筹，强力推动。成立落实省委第三
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市委书记李中
华任组长。市委班子和主要领导带头认领问题，带
头对号入座，带头整改落实，并切实抓好分管领域、
分管部门的整改落实。

——专班攻坚，全速推进。抽调 22名精干力
量，成立综合协调组、材料信息组、督查问效组3个
职能专班。坚持全市整改一盘棋，整改办公室达
到“八有”标准，即有门牌标识、有固定场所、有专
班运作、有制度版面、有档案资料、有整改图谱、有
上岗胸牌、有经费保障。

——聚力重点，狠抓落实。对照省委巡视反
馈的问题，结合永城实际，明确整改措施、责任领
导、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和整改期限。从表面问题
查找根上原因，将问题查准查全查透，认清实质，
对症下药，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

——聚神专项，协调推进。设立选人用人、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巡视巡察专项检查3个专项工
作组，对专项检查反馈问题一体会商，逐一研究分
析，逐一查究根源，逐一建立台账，统筹协调推进。

岁末年初，永城市正以省委巡视整改为契机，
稳稳扛牢整改主体责任，形成了责任分明、上下联
动、合力攻坚和压力层层传导、责任逐级落实的整
改工作格局，各项整改工作举措有力，规范有序，
扎实有效，态势向好。

深冬时节，永城市城关镇，一座规模宏
大、功能齐全的全民健身中心正在加快建
设，篮球场、足球场、游泳馆等多个运动场
地渐次落成。

“老”与“新”在这里交汇——
曾经，这里是永城市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几经变迁成了积重难返的老城区。
而今，这里建设加速：持续推进道路提

升、安全饮水工程和燃气入户工程，启动老
旧小区改造工程，全力推进崇法寺公园、西
城区综合批发市场等项目建设，近14万人
口的老城区正在浴火新生、破茧化蝶。

2020年 5月中旬，省委第三巡视组进
驻永城，有居民反映：“新城像欧洲，老城像
非洲。”省委巡视组反馈巡视意见后，永城
市委咬定牙关：“加快城关镇特色街区建
设，切实补齐民生短板，提升西城区群众的
生活质量”。

坚定推进老城“旧貌换新颜”，只是永
城市落实省委巡视整改的一个缩影。

——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对省委巡
视反馈意见，永城市提出要坚持做到责任

不落实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问题不
查清不放过、群众不认可不放过“四个不放
过”；防止前紧后松、防止重易轻难、防止边
改边犯、防止自我感觉良好“四个防止”；坚
决避免在数字上做文章、坚决避免有了文
件就算整改落实、坚决避免报出整改报告
就如释重负、坚决避免受到肯定就沾沾自
喜、坚决避免在督查督办中没有被点名批
评就放松警惕“五个坚决避免”，从严从紧
从实完成巡视整改任务。

——目标明确，直击“靶心”。永城市
制定下发《中共永城市委贯彻落实省委第
三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案》和《中共
永城市委贯彻落实省委第三巡视组反馈意
见整改工作台账》，明确每个问题的整改措
施、整改时限，具体的责任领导和牵头单
位、责任单位，并逐级实行签字背书制度；
各乡镇各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出台了
各自整改方案和工作台账，明确了具体的
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把整改任务点名点
事涉及的29个责任单位作为重点，要求围
绕巡视反馈问题和意见，结合单位实际，一

项一项拉出问题清单，一条一条细化整改
措施，一件一件明确整改责任，抓好整改任
务落实。

——挂单销账，整改盘点。根据省委
要求和永城市委“1+3”4 个方案，进一步
细化整改台账，明晰作战图、任务书和时
间表，做到制度健全、版面规整、挂图作
战。针对 28 项整改任务，逐项拉出问题
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和落实清单，建
立整改台账，实行报账、交账、转账、查账、
销账“五账”管理，建立满意率测评的评估
机制，对整改事项实行绿、黄、黑“三色”管
理，已整改的标注为绿色，正办理的为黄
色，未办理的为黑色。建立完善“四单五
账一评估”和“三色”动态管理体系，挂单
整改、对账盘点，整改一件销号一件。对
已经完成的整改任务，适时组织开展“回
头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打好持久
战，形成长效化。

截至目前，永城市 28项整改任务，已
经完成24项，4项需要持续整改，较好地完
成了集中整改阶段性任务。

新年伊始，走进永城市卧龙镇，映入眼
帘的是一个个“点缀”在农家小院四周的小
菜园、小果园、小花园、小游园，构成了一幅
美丽的乡村画卷，而在镇区的大街小巷，热
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正在提升提高当地群众
的幸福感、获得感。

据永城市卧龙镇党委书记蒋靖山介
绍，这些变化背后是永城市委以巡视整改
为契机，盯住发展“堵点”和民生“痛点”发
力，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扎实努力。

把老百姓的事当大事来办，把老百姓
的期盼落到实处，这是永城市坚守“巡视为
民”“开门整改”理念，深入推动整改的基本
逻辑。

“借助整改之势，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难点、消除影响干事创业的痛点、打通阻
碍民生改善的堵点，以整改落实的实际成
效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发展。”永城市委副
书记、市长高大立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多次
安排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

高质量发展与民生改善相辅相成。永
城市委、市政府坚持将巡视整改与解决民
生难题相结合，秉持“铁肩担道义，倾情惠
民生”的理念，以民生需求为号令，以百姓
评判为标准，真抓实改推动解决一批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民生问题，让发展更有“温
度”。2020年全市民生支出71.87亿元，同
比增长4.1%，占全部支出的82.7%。

号角吹响新征程，砥砺奋进正当时。
走进永城医保中心，立即会有工作人

员前来询问办理事项，并热情引导至办理
窗口。

永城市医疗保障局为落实省委第三巡
视组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切实解决“门难
进、事难办、多跑腿”等现象，根据国家“放
管服”改革要求，在提升群众满意度方面狠
下功夫。医保中心统一了制服上岗，调整
了工作时间，实行朝九晚五工作制，午间办
公不间断，减少群众等待时间；制定了新的
报销制度，实行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
制、百姓最多跑一次、当月办业务次月到账
等规定。实施改革以来，该中心面貌大改
观，群众伸大拇指的多了，送锦旗的多了。

相同的变化场景，悄然出现在永城市
很多市直单位和乡镇，永城市正在以整改
实效回应省委巡视组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
期盼。

值得关注的是，永城市聚焦巡视整改，
推行“十个一”工作法，筑牢民生保障防线，
夯实“整改为民”根基。“十个一”即组织一

次重温入党誓词活动、接受一次红色传统
教育、为党员过一次政治生日、选聘一批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组成巡视整改监督员队
伍、开展一次作风纪律集中整顿、召开一次
专题民主生活会、撰写一篇心得体会文章、
选树一批整改先进典型及亮点实例、办成
办好一批为民实事、构建固化一批制度机
制，确保巡视整改落实落地。通过推行“十
个一”工作法并制定图谱和指南手册，全市
共组织开展重温入党誓词主题活动 1600
余批次 4.6 万余人次，接受红色传统教育
470 余批次 2.5 万人次，为 8500 余名党员
过“政治生日”，选聘 900名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组成监督员队伍监督整改落实工作，
组织开展为期 3 个月的作风纪律整顿活
动，召开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130余
场次，撰写心得体会文章 263 篇，选树 68
名整改先进典型及 120多个亮点实例，办
成办好 298项为民实事，构建固化制度机
制177项。

2020年 12月 10日，《中共永城市委关
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在市政府网站、
《今日永城》对外公布，以扎扎实实的整改
成果接受社会各界和全市人民的监督，践
行“开门整改”的承诺。

不打招呼、现场查阅资料、直接提
问……冒着严寒，几名带着胸牌的工作人
员走进永城市环境保护局巡视整改办公室。

前不久，根据市委巡视整改办的督导，
永城市环境保护局对 2名巡视反馈问题整
改负有直接责任的责任人进行了严肃问
责，并在局全体人员大会上通报。

督查落实雷厉风行，整改问效踏石留
印。按照永城市巡视整改工作方案和要
求，全市实行整改工作报告制度，牵头单位
每周向市委巡视整改领导小组提交书面资
料，动态报告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整改办公
室一周一汇总、一周一汇报，确保整改工作
取得切实成效。持续用好“五专班一督查
两机制四到位”工作举措，建立巡视整改督
查问政、问效、问责“三问”制度，市纪委监
察委和市委巡视整改办加强组织协调，坚

持日常督查与集中督查相结合，进行明察
暗访、定期检查、专项检查，扎实推动了整
改工作顺利开展。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巡
视整改落实中，将问题查准查全查透，对整
改工作重视不够、行动迟缓、表面整改、敷
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
理。2020年 10月 22日至 30日，专门组织
3个督导检查组开展集中督导。下发提醒
通知单 136份、催办通知单 165份，对牵头
单位和乡镇、市直单位整改工作进行提醒
和催办，推动整改工作落地见效。依照整
改方案节点，督导组开展了 3次全方位的
督导检查。对 29个乡镇和 102 个市直单
位比照整改清单，逐项逐条开展整改监督，
指导各单位开展针对性整改。

“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不但要落
实巡视反馈意见，解决发现的具体问题，

更要着眼于标本兼治，推动形成长效机
制。”永城市委副书记赵志强说，永城注重
在成果运用上下功夫，对巡视组反馈的问
题，做到真认账、真反思、真整改、真负责，
还要结合本单位实际，找出制度存在的漏
洞，找准机制存在的短板，使整改落实的
过程成为改进和推动工作的过程，让整改
成果落地生根。

此前，省委第三巡视组向永城市纪委反
馈了部分公职人员涉嫌经商办企业、永城市
相关单位监管不力导致部分人员死亡后仍
在领取社保金等问题，市纪委监委随即启动
了全市公职人员违规经商办企业专项治理
活动和借已故人员名义违规领取低保金等
各类政策补助资金专项清查工作。先后对
涉嫌违规经商办企业、虚报冒领社会保障资
金人员进行了逐人逐户逐项核查落实。

一湖清水碧波荡漾，花木竞茂暖阳高照……永
城市日月湖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湖水湛蓝，风光旖
旎，美不胜收。这里曾是一片“黑色”的采煤沉陷区，
经过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如今已蝶变为“绿色”的生
态风景区，成为市民和游客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近年来，
永城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探索出了集“采
煤沉陷区治理、生态环境修复、湿地景观开发”于一
体的综合治理模式。近日，自然资源部公布全国
50家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名单，永城市作为河南
省推荐的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名列其中。

以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为样本，彰显了永城市
县域治理创新实践的成效，也凸显了巡视巡察监督
嵌入国家监督和治理体系后，助力推进县域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大活力。

如何把巡视成果转化为推动改革发展强大动力？
永城市有着清醒的认识：巡视的出发点在政治监督，落
脚点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要坚持把发展作为
破解一切问题的关键和重点，着力以巡视整改推动政
治更坚定、发展更科学、社会更和谐、群众更幸福。

坚韧沉着的发展定力，不断增强的市场活力，持续
上扬的经济曲线，描绘了永城经济社会发展的精彩画
卷，也体现出巡视巡察监督与推进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经济社会发展、落实“六稳”“六保”的互促共进作用。

回首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和
复杂严峻的市场环境，永城市聚焦巡视巡察，科学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推动主要经济指标增长
呈现“V”型反转，经济发展保持稳定向好态势。该
市 GDP预计完成 650亿元、增速 4%；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 5.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47.7亿元，同比增长6%。

尤其是 2020年下半年，在巡视巡察监督与推
进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经济社会发展、落实“六保”

“六稳”联动的持续助力下，永城市澎湃动力竞相迸
发，各种荣誉接踵而至，一份份获得感、幸福感触手
可及，一个个城市梦想正逐渐变为现实——

永城连续 12 年跨入全国百强县（市）行列，
2020年位居第65位，两年提升了17个位次；

顺利通过2020年复查，蝉联“全国文明城市”；
再次被命名表彰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又一次

荣获至高荣誉；
市产业集聚区晋升为全省唯一 一家“四星级

产业集聚区”，市商务中心区成功晋升为省四星级
服务业“两区”，在全省176个服务业“两区”中综合
排序位列第十位；

……
成就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力量。

1948年 11月，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在永城宣告胜
利结束。如今，淮海战役精神仍激励着这片红色土
地，凝聚出“永争一流，众志成城”的永城担当。

风雨砥砺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只争朝夕。
“以整改诠释忠诚，以整改强化责任，以整改展

现担当,努力写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永城市
委书记李中华表示，巡视整改永远在路上，只有起
点，没有终点。自整改工作开展以来，永城市做到
了思想上重视、政治上严格、行动上有力，推动了全
市巡视整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将整改成果转
化为推动永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发展措施，
为当好全省巡视整改和全面从严治党排头兵，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作出应有的担当
和作为，不负组织、无愧时代！

开门整改 把老百姓的期盼放在心上

督查问责 让整改成果落地生根

促进发展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永城市日月湖矿山公园路边大片的芦苇荡成
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永城市聚焦巡视整改，推行“十个一”工作法，夯实“整改为民”根基

巡视整改让永城市城关镇老城“旧貌换新
颜”。图为修复后的城楼古韵悠悠

永城市以巡视整改为契机加快推动乡村振兴
战略。图为永城市高庄镇“以花为媒”，大力发展高
效特色农业

永城市聚焦巡视整改，扎实做好“六稳”“六保”
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本版图片均为孙海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