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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巡察组向 5 家单位党组织
反馈巡察情况
根 据 市 委 巡 察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部 署 ，日 前 ，市 委 巡 察 组 分
别向市委办公厅、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协
机 关、市 委 统 战 部 等 5 家 单 位 党 组 织 反 馈 了 巡 察 情 况 ，并 就
落实反馈意见、抓好整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市委巡察机构将会同市纪委市监委、市委组织部相关部
门对整改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巡察组发现的有关重点
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市纪委市监委、市委组织部等有
关方面处理。

在向市委办公厅反馈时，巡
察组指出，对标党办工作要求有
差距，服务市委决策工作有短板，
“调查研究、以文辅政”作用发挥
不够充分，督查落实和信息报送
工作有薄弱环节。议事决策程序
不够规范，存在由主任办公会研
究决定“三重一大”事项现象。履
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有欠
缺，涉密项目采购、预算管理等方
面监管还不够规范，内控和对下
属单位监管不够严格，存在违规
发放考核奖和超标准发放津补贴
现象。机关党建工作存在不足，
支部活动不够规范。干部日常管
理不够有力，因私出国（境）管理
不够严格，存在瞒报漏报个人有
关事项问题。
在向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
反馈时，巡察组指出，服务保障人
大常委会行权履职有不足，
紧盯问
题、
“ 一督到底”的韧劲还不够，统
筹协调各工作机构形成合力有欠
缺。党组工作规则不够完善，未将
有的“三重一大”事项纳入党组议
事范围。
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存在薄
弱环节，
尚未建立舆情应对和处置
机制。
廉政风险点排查不够精准全
面，
政府采购等重点领域存在廉政
风险，文件多、会议多现象尚未彻
底根治，稿费、信息费等发放不规
范。
机关党建工作有欠缺，
“三会一
课”等制度落实不到位。干部日常
管理监督不够严格，
瞒报漏报个人
有关事项时有发生。
在向市政府办公厅党组反馈
时，巡察组指出，在发挥职能作用
协助市政府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
署上还有差距，落实重大事项请
示报告工作还不够到位，发挥参
谋辅政和督导协调作用还有欠
缺。议事决策机制不够完善，存
在由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三
重一大”事项现象。意识形态工

作有欠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落实不够到位。
“ 两个责任”落实
还有欠缺，财务内控和项目采购
管理不够规范，作风建设还不够
扎实。机关党建工作有不足，落
实组织生活制度有短板。干部工
作和队伍建设有欠缺，存在漏报
少报个人有关事项、干部因私出
国（境）超时等问题。
在向市政协机关党组反馈
时，巡察组指出，履行统筹协调和
服务保障主责主业不够到位，决
策参谋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破解
基层政协工作力量薄弱问题进度
不够快。落实议事决策机制不够
到位，个别“三重一大”事项决策
未提交机关党组会议讨论。
“ 两个
责任”落实不够到位，廉政风险防
范意识不够强，资产和资金管理
不够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程序不
够到位，津补贴发放和福利费使
用不符合规定。机关党建基础工
作不够扎实，
“ 三会一课”制度执
行不够到位。干部人事工作不够
规范，存在混岗、个人有关事项填
报不实等问题。
在向市委统战部反馈时，巡
察组指出，推动构建大统战工作
格局不够有力，统战工作领域视
野不够广，
“ 宁波帮·帮宁波”工作
长效机制不够完善。议事决策制
度落实不够到位，重大事项存在
应 上 会 未 上 会 、临 时 上 会 等 现
象。重点岗位、关键环节风险排
查不细，对主管的社会组织监管
不到位，政府采购及服务外包项
目缺乏内部管理制度，执行财务
管理规定不够严格，存在违规和
超标准列支现象。落实党建工作
责任不够到位，
“ 三会一课”制度
不够规范。干部队伍建设存在不
足，选拔任用程序不够规范，落实
机构编制要求不到位。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甬纪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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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丢烟蒂现象
还很普遍
500 米的路
环卫工一上午
要清理数百个烟头

违 规 吸 烟 、乱 丢 烟 蒂 ，看 似 小
事，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文
明形象。9 月 12 日，记者走访了市
区的医院、公园、车站等地，发现此
类现象相当普遍。
当天上午8 点多，
鄞州人民医院。
医院大楼里禁烟标志很显眼，
前来就
诊的人都戴着口罩，
记者没有看到有
人违规吸烟，
但大楼之外，
将口罩拉下
后
“抽两口”
的情况还是存在。
在医院7
号楼外的过道，
有一名男子把口罩拉
到下巴下方，
正坐在楼梯台阶上吸烟，
几分钟后，
他把烟头按在地上熄灭，
然
后随手一丢，
径直走了。
此外，
医院大
楼外的过道地面上，
零星可见烟蒂，
而
在医院车辆停放点附近、
绿化带缝隙，
也有少量乱丢的烟头。
从医院出来，记者来到百丈东
路，一路上看到多位行人、电动自行
车骑车人在吸烟，在抽得差不多时
把烟头随手一丢。负责周边路面卫
生的环卫工张师傅告诉记者，百丈
路从甬港北路到彩虹北路这段 500
米的路，人流量很大，他每天清扫出
的垃圾主要是白色垃圾和烟蒂，
“烟
头太多了，路面上、绿化带里都有，

保洁员在捡拾烟蒂。
最多的时候，一上午能清理出四五
百个烟头。
”
随后，记者来到江厦公园，发现
绿化带、亭子旁都有少量烟蒂。亭
子旁有两位大爷，一边站着聊天，一
边吸烟，眼看烟快抽完了，大爷手一
抖，正在燃烧着的烟头就直接掉在
地上。
铁路宁波站室外广场，
抽烟的旅
客大多
“聚集”
在垃圾桶边，
抽完烟后
自觉把烟头丢进垃圾桶。但南广场
公交站附近的地面上，
还是有好几个
烟头，有些被人踩扁“粘”在路上，有
些
“藏身”
在站台座椅下面。
记者在火车站的地下一层转了
转，
看到现场有不少禁烟标志和宣传
海报，
绝大多数旅客能遵守禁烟规定。
不过，
在出租车上客区附近，
有一名男
子一路
“吞云吐雾”
而来，
旁若无人。
在
地下停车场附近，
记者遇到保洁员严
大姐，
她一手拿着垃圾袋，
一手拿着钳
子，
正捡着被丢在地上的烟蒂。
严大姐
在停车场走了 10 分钟，捡起了 20 多
个烟头。
记者 王思勤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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