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长海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关于
巡察整改情况的通报

根据县委统一部署，2022年3月25日至6月8日，县委第一

巡察组对中共长海县应急管理局委员会进行了巡察。7月5日，巡

察组向中共长海县应急管理局委员会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党务公

开原则和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按照巡察反馈问题清单逐项逐条梳理，细化问题34个，制

定整改措施34条，已完成整改28个且长期推进，正在整改6个，

整改完成率82%，其中营商环境专项巡察细化问题7个，已完成

整改7个，整改完成率100%。

（一）常规巡察

1.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有差距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依托政治生活制度，更加深入开展政治

理论学习。坚持每月开展一次理论中心组学习，每季度开展一次

理论中心组集体研讨;二是坚持集体学与自学相结合，规范学习笔

记书写，提高撰写笔记质量;三是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要

求，提高执法质量，切实将学习成果运用在解决安全生产、应急

救援、救灾赈灾等监管工作上。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2.对统战和宗教工作学习研究不够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将统战和宗教工作纳入理论中心组学习计划

中，提高对统战、宗教工作研究学习的次数、深度、广度。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3. 落实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还有差距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加强挂图作战，明确任务目标，逐项完

成分解任务，明确任务目标、完成时限；二是对直接监管的3个

专项全面开展安全专项整治。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4. 统筹救援力量不足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依托县消防救援大队、各镇森林消防队

伍，建立县镇两级专业救援队伍力量；二是鼓励支持多方专业救

援力量发展，完善救援体系；三是修订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提升

综合救援能力。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5.安委办协调督办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加强组织力度，设立专职副主任，由副

局长担任；二是利用约谈、督办、交办单等方式，强化安委办监

督检查作用。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6. 研究意识形态工作不够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参加并

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学习活动，坚持每季度召开意识形态研判会议，

半年上报一次意识形态工作报告，。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7.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视不够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深入研究，要求全体

党员干部不信谣、不传谣，针对网络中的不实言论要勇于抵制。

向县委书面报告的意识形态工作中网络意识形态存在问题和风险

占报告百分比达到50%。

整改完成情况：2022年底完成

8.对体制优势发挥不充分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9月5日，市局局队合一相关文件已下发，

但长海县应急管理系统暂未进行局队合一，等待县相关职能部门

下发文件通知后，再行部署下一步工作。

整改完成情况：2023年底完成

9.对执法力量薄弱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加强执法人员专业知识培训学习，提高

执法能力水平；二是统筹安排执法人员积极考取执法资质，现执

法人员均已通过执法考试，获得执法资质。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10. 对执行议事规则不规范的问题。

一是严格遵守执行议事规则规范，杜绝“一把手”率先表态



定调子；二是严格遵守“三重一大”制度。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11. 对履行保密工作职责还不够到位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制定保密制度，完善涉密计算机相关台账，

严格遵循涉密计算机使用规章制度。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12.对“一把手”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严格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格按照《关

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意见》要求，将监督县应急

局下属事业单位2位副主任情况作为述职重要内容。

整改完成情况：2022年底前完成

13.对党风廉政教育开展不够扎实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扎实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开展常态化党规党

纪教育活动，严肃政治生活纪律，对新调入、招录工作人员开展

“面对面”纪律规矩教育，已形成谈话记录。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14.对文风不实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彻底整治形式主义，将撰写调研报告、述职

述廉报告作为一项重要的整治任务，丰富调研主题、内容、方式，

提高为群众办实事能力。

整改完成情况：2022年底完成

15. 对深入基层联系群众不紧密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在遵守疫情防控的要求下，班子成员提高了

带队检查频次，重点节假日专项检查与日常检查相结合，深入基

层、企业一线，累计检查60余次，专家进岛指导检查5次。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16. 对行文发文不严谨，审核把关不严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加强对单位文书工作严谨性的监督检查，严

格落实行文发文各项规定，加大审核把关。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17. 对接受监督意识不够强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提高监督意识，安排专人对新招录、调入的

工作人员开展“传、帮、带”工作，对于上级要求“不搞痕迹管

理”的工作要有必须的材料留存。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18.对公务卡结算政策推进不及时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严格按照县财政局要求规范使用公务卡，并

使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的公务卡转账进行报销。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19. 对财务制度不完善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制定《应急管理服务中心财务内控管理制

度》，落实分管领导审批、单位主要领导批准制。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20. 对专职党务工作人员配备不妥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严格按照党员干党务的要求配备党务工作人

员。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21.对党建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严格按照上级党组织要求，结合实际工作内

容，研究制定本单位党建工作要点，切实要做到年初有工作计划，

年末有工作总结。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22.对党员教育管理不够严格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我局结合工作实际，坚持每月开展党员集中

学习，不断丰富政治学习方式方法，强化对党员群众的政治思想

教育。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23. 对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制度不严肃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严肃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制度，提高民主生活

会、组织生活会会议质量。

整改完成情况：2022年底前完成

24. 对发展党员工作不严谨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夯实支部建设基础工作，提高发展党员工作

质量，2022年，我局党支部转正党员1名、发展预备党员3名，

均严格按照发展党员程序要求开展发展党员工作。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25. 对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不到位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提高“三会一课”会议质量，提高党员对政

治生活制度的重视程度，认真组织召开每月1次的支部会议，规

范书写组织生活会会议记录，对会议中的重要环节要做到详细记

录。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26.对深入基层服务次数不够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今后按照要求经常性与格仙村保持联系，深

入基层，解决实际困难。

整改完成情况：2022年底前完成

27. 对服务基层工作情况登记表填报不规范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联系，按要求及时反

馈归档。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二）专项巡察

28. 对贯彻“双随机、一公开”不彻底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积极推进“双随机一公开”建设，已实现执

法人员持证比例达100%，全面推行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随机选派

执法检查人员，实现全覆盖。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29.对执法人员持证比例过低，缺少执法资质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已统筹安排未取得执法资质的执法人员，参



加执法资质考试，截止目前，执法人员均已取得执法证。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30.对行政审批能力和效能有待提高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全面推进烟花爆竹审批网上审批，截止目前，

完成10家烟花爆竹审批办理。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31. 对安全生产监管存在监管不严、处罚力度不够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截止目前，针对违法违规问题，依法依规给

予行政处罚4家企业，累计罚款1.9万元。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32.对存在安全生产事中事后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加强监管企业事中事后监管，做到有的放矢。

截止目前，全县累计检查60余次，其中下岛检查20余次、专家

进岛指导检查累计5次。对全部 57家企业全面完成安全评估工

作。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33. 对服务、帮扶企业措施不多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持续完善企业特种工作人员培训考试工作，

10月初，已组织2019 年理论考试合格的潜水员参加实操考试，

目前等待发证。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34. 对新入职人员业务能力急需提高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通过督促指导新入职人员加强学习，提

高工作效率，适应岗位需要；二是落实集中培训与自学相结合方

式方法，积极参加上级部门举办的业务培训、大练兵、大比武等

多种方式全面提高业务水平。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

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方式：电话89884035；邮政信箱116599

转长海县应急管理局；电子邮箱chxyjjws@163.com。

中共长海县应急管理局委员会

2022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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