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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加强纪律作风建设的情况
省纪委通报全省二

一八年元旦
O

本报讯（记者 杨富东） 近日，省纪委对
全省 2018 年元旦春节期间加强纪律作风建
设的情况进行了通报。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
步纠正“四风”、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
神，巩固和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
按照党中央、中央纪委和省委、省纪委的部署
要求，2018 年元旦春节期间，全省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认真组织开展监督检查，督促存在
问题整改落实，严格执纪问责，
努力营造风清
气正的节日氛围。
通报指出，2018 年元旦春节期间，全省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层层落实责任，立足抓早
抓小，积极开展节前宣传教育，做到早提醒、
早警示、早预防；
认真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和执
纪问责，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严肃
执纪问责。全省共组织各类检查组 5326 个，
检查单位 26443 个，发现问题线索 871 个，督
促整改问题 483 个，已核查问题 177 个，移交
进一步核实处理问题 211 个。目前已整改问
题 442 个，
查处问题线索 61 个，
给予党政纪处
分和问责 22 人。
通报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全省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清醒认识“四风”问题的
顽固性、反复性，对“四风”问题要扭住不放，
寸步不让，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
下功夫，锲而不舍推进作风建设，持之以恒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实施办
法，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
向深入。
通报要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进
一步健全完善群众参与监督的机制，了解掌
握基层干部群众关心关注的“四风”突出问
题，不断强化组织监督和群众监督有效互补；
要把监督检查工作拓展到平时，将节假日重
点检查和日常监督有机结合，织密检查监督
网，在抓常、抓细、抓实上下功夫；
要健全完善
相关制度规定，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
检查，严格执纪问责，防止制度虚设，充分体
现制度的刚性约束；
要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
探索创新监督手段，整合各方资源，
调动各方
力量，增强工作合力，提高监督的精准度，加
大对“四风”隐形变异问题的发现、处置和通
报曝光力度，
形成有力震慑和警示。

香格里拉市泽通村组建“感恩连”
——

凝聚民心感党恩
初春 的 暖 阳 里 ，背 靠 着
青山的香格里拉市五境乡泽
通村显得格外美丽。记者沿
着金沙江畔的乡村水泥路蜿
蜒而上，去吉仁水村民小组
“串门”。
循着欢快的音乐，
记者来
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五斤家翻
修一新的屋子。
“要不是党的精
准扶贫好政策，以及
‘感恩连’
的真心帮助，
我家根本就不可
能住上新房。”看着自家的新
房，
五斤笑得合不拢嘴。
他嘴里的“感恩连”是去
年 5 月泽通村结合开展藏区
各族群众跟党走、感党恩活动
而组建的
“精准扶贫感恩连”。
去年 5 月，村里举办农民运动
会，五斤加入到
“感恩连”
的行
列，主动承担了后勤保障工
作。
正当他为家中无劳力修房
而犯愁时，
村民小组党支部便
组织党员帮他家修缮。
“ 人人
为我，我为人人。只要大家拧
成一股绳，
脱贫攻坚路上就没
有过不去的坎。”五斤双眼笑
成了弯月。
谈及
“感恩连”
的组建，
泽
通村党总支书记张晓莹深有
感触地说：
“落其实者思其树，
饮其流者怀其源。
为凝聚党心
民心，我们村始终秉承
‘口袋’

与‘脑袋’同时富起来的工作
思路，通过帮群众算好‘惠民
政策、党员个人、产业发展和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4 笔账，
推动‘心向党、听党话、知党
恩、感党恩、跟党走’教育，让
全村 227 户 1354 人在物质脱
贫的同时，精神也实现脱贫。
”
正在清扫门前垃圾的吉
仁叶古村民小组贫困户格茸
说：
“是党的好政策让我家实现
了增收脱贫，
生活越过越美好。
我作为
‘感恩连’
连长，
有责任
和义务向大家宣讲党的好政
策，让大家永远铭记党恩的同
时，也充分展示我们
‘感恩连’
新时代的新气象。
”
泽 通 村“ 精 准 扶 贫 感 恩
连”自去年组建以来，已先后
开展了环境整治、积极抢修入
户路等 40 多次义务劳动、20
多次宣讲活动。
他们除深入田
间地头、婚丧现场等开展政策
宣讲外，还到贫困户家拉家
常、谈农情、话农事、讲政策，
关切地询问家里收入状况、困
难和问题，帮助困难群众盖房
子、干农活，把“知党恩、感党
恩”的宣讲不断扩大，让贫困
群众更加坚定了决胜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信心和决心。
本报记者 尤祥能

怒江电商平台破解西红柿销售难

本 报 讯（记 者 马 玉 龙
通 讯 员 邓 芊）“ 怒 江 州 上
江镇的西红柿增产不增收，
烂在地里上千吨，请您帮帮
忙……”几天前，一则求助信
息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引发
多方关注和爱心企业的帮
助，让上千家少数民族群众
舒展了眉头。
这些西红柿产自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泸水市上江镇蛮
英村，该村土地肥沃，今年初
西红柿产量突破了 6000 吨，

因西红柿价格由往年的每公
斤 4 至 6 元跌至每公斤 0.2 元
至 0.4 元，让一些熟透的西红
柿烂在了地里。
于是，泸水嘉谷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牵手怒江州邮政局、
泸水市电子商务运营中心，
发
起了一次通过互联网传递信
息，依托电商平台的尝试性销
售行动，把蛮英村农民种植的
西红柿远销到深圳、珠海、江
门和云南各地，
破解了西红柿
销售难的问题。

大理州委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2017 年 7
月 13 日至 9 月 13 日，省委第八巡视
组对大理州委进行了巡视。2017 年
11 月 30 日，省委巡视组向大理州委
反馈了巡视意见。根据《中国共产党
巡视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
监督条例》有关规定，现将巡视整改
情况予以公布。
一、党的领导方面
（一）关于“‘四个意识’树得不
牢”的整改情况。一是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政治
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
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制定
《中共大理州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促进大理跨越式发
展的意见》，开展 17 个重大课题调
研，坚定不移推动中央和省委重大
决策部署在大理落地落实。坚决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考察
大理重要讲话精神，着力解决影响
“一个跨越、三个定位、五个着力”落
实的突出问题，全力以赴护洱海、抓
脱贫、稳增长、推改革、惠民生、促跨
越、强党建。二是采取断然措施，开
启抢救模式，实施流域“两违”整治、
村镇“两污”治理、面源污染减量、节
水治水生态修复、截污治污工程提
速、流域综合执法监管、全民保护洱
海等“七大行动”，全面打响洱海保
护治理攻坚战，洱海水质保持稳定
并持续向好。三是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坚决肃清白恩培、仇和等案件余
毒，加大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查
处通报力度。
（二）关于“贯彻落实中央、省委
决策部署有差距”的整改情况。一是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建立五级河长制管理体系，制定《大
理州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
实施意见》，加快推进洱海流域生态
产业发展。二是成立大理经开区专
项整改工作小组，制定整改方案，逐
条逐项整改落实，加快推进经开区
深化改革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三）关于“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落实不到位”的整改情况。一是成
立意识形态专项整改工作小组，制

定整改方案，逐条逐项整改落实。建
立“抓两层、强制度、促五有”工作机
制，
对意识形态领域 6 家州级单位党
组织开展巡察。二是规范工作流程，
建立工作台账，启动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第一轮巡察。三是认真分析
研判，做好网络舆情预警；创新宣传
报道方式，严格执行刊播“三审”制
度，讲好大理故事，树好大理形象。
四是加强意识形态领域调研，及时
交办整改存在问题，加强教育引导，
全力化解矛盾。
（四）关于“脱贫攻坚工作重视
不够、措施不力”的整改情况。一是
成立脱贫攻坚专项整改工作小组，
制 定 整 改 方 案 ，逐 条 逐 项 整 改 落
实。层层签订责任状，压实“五级书
记”抓扶贫责任。出台“2+X”脱贫攻
坚系列文件，制定新一轮行业精准
扶贫行动计划。二是开展易地扶贫
搬迁专项整改行动和农村低保动
态管理精准施保大排查专项行动，
严格执行信贷扶贫相关规定。三是
开展“找问题、补短板、促攻坚”专
项 行 动 ，剔 除 错 评 人 口 8176 户
24801 人，新纳入漏评人口 3330 户
11979 人。大力推进经营主体带动
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新模式。四是严
肃查处扶贫领域违纪违规行为，开
展脱贫攻坚专项巡察，认真落实扶
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五项工作机
制，排查问题线索 1068 件，移交处
置 438 件。五是加大扶贫政策宣传
力度，开展“自强、诚信、感恩”教育
实践活动。经第三方评估反馈，群
众满意度在 95%以上。
二、党的建设方面
（一）关于“党内政治生活不规
范”的整改情况。一是制定出台《州
委常委会关于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
若干具体规定》
《州委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实施办法》，修订《州
委工作规则》
《州委常委会议事规
则》。二是组建 14 个督导组，对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全程督促指导，严
格落实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三是
开展基层党支部“体检行动”，认真
查找并整改“三会一课”制度落实中
存在的问题。
（二）关于“基层党建工作薄弱，
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充分”的整改

情况。一是严格执行《大理州关于健
全完善基层党建工作责任落实体系
的实施意见》
《大理州基层党建工作
问责办法（试行）》，统筹做好“基层
党建巩固年”各项工作，加强基层党
组织规范化建设，抓实洱海保护、脱
贫攻坚与基层党建“双推进”。二是
强化村民小组活动场所管理使用，
加强流动党员管理。三是从严管理
基层党员干部，开展党员积分制管
理。开展整治“村霸”专项工作，累计
排查处置“村霸”38 名，庸懒滑贪“四
类村官”92 名。四是选派“两新”组织
党组织第一书记和党建指导员，排
查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964 个，
制定出台《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党的
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
的实施意见》，全面加强企事业单位
党建工作。
（三）关于“干部选拔任用管理
不到位”的整改情况。一是健全“三
个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工作机制，公
开推荐优秀干部，开展日常综合分
析研判，加强后备干部队伍管理，拓
宽干部来源渠道。二是进一步规范
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管理，坚决
做好贫困县乡党政正职稳定工作。
加强干部跨条块跨领域交流，统筹
选拔各地区各部门干部。三是建立
年轻干部常态化选拔机制，有计划
地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一线历练、
到发达地区和省级机关挂职锻炼。
四是开展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
告抽查核实，对报告不实的进行严
肃处理。严格按规定开展 2018 年集
中填报工作。五是加强非领导职务
干部管理，抽调一批非领导职务干
部参与中心工作。
三、全面从严治党方面
（一）关于“‘两个责任’落实有
差距”的整改情况。一是制定出台
《州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的意见》，强化领导表率作用，层层
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深化政治
巡察，健全机构队伍，建立完善制
度，充分运用巡察成果。二是全面完
成州、县市派驻机构改革，稳步推进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加强
对基层纪委业务指导，督促深化“三
转”，提高监督执纪水平。进一步完

善内控机制，
严防
“灯下黑”
。
（二）关于“廉政风险防范不力，
重点领域腐败问题高发频发”的整
改情况。一是持续深化廉政风险防
控，积极预防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腐败问题发生。二是全面消除乡镇
一级执纪审查空白，着力消除县级
对乡镇县管干部区域性审查空白，
持续加大脱贫攻坚、侵害群众利益、
基层涉黑腐败问题查处力度。
（三）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有差距，
‘ 四风’问题屡禁
不止”的整改情况。一是进一步精文
减会，坚持文件“六不发”、会议“六
不开”，发文办会同比均有减少。二
是组织开展滥发津补贴问题专项检
查，查处违规问题 29 个，处理 41 人，
党政纪处分 34 人。
三是制定《州级机
关周转房管理暂行办法》，对周转房
租住情况进行清理，腾退周转房 25
套。四是着手制定《大理州州级机关
公务用车改革保留车辆使用管理暂
行办法》，加强公务用车使用管理。
五是开展全州领导干部办公用房排
查工作，并全面完成整改。六是制定
《州委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实施办法》，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纠正“四风”
加强作风建设重要批示精神的通
知》，常态化进行明察暗访，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69 个，处
理 99 人，4 次点名道姓通报 26 起典
型案例。州级领导带头改进调研方
式，合理安排调研路线，杜绝搞形
式、走过场。制定《大理州机关工作
作风问责办法》，着力整治机关作风
顽疾。开展“六项重点工作”纪律检
查，整改问题 1236 个，问责单位 10
个，
问责干部 89 人，
给予党政纪处分
149 人。制定出台《大理州干事创业
容错纠错办法（试行）》，营造良好的
干事创业从政环境。七是开展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纠正“四
风”问题专项督查，发现并移交问题
48 个。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视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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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72—2428308；邮政信箱：大理州
大理市下关镇龙山行政办公区州委
巡 视 联 络 办 ；电 子 邮 箱 ：dlzwxsb@
163.com。

德宏州委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2017 年 7
错评人口 2622 户；纠正了“漏评”问
积极拓宽少数民族干部来源渠道，
月 13 日至 9 月 13 日，省委第五巡视
题，
新纳入漏评人口 7742 户；
纠正了
在公务员招录和事业单位工作人
组对德宏州委进行了巡视。2017 年 “ 错 退 ”问 题 ，重 新 纳 入 贫 困 人 口
员招聘时设置一定比例的岗位专
11 月 29 日，省委巡视组向德宏州委
1092 户。三是全力推进瑞丽试验区
门用于招录我州五个世居少数民
反馈了巡视意见。根据《中国共产党
建设。将试验区建设纳入州委、州政
族；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聘时，
巡视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
府重要议事日程，先后两次召开现
对我州五个世居主体少数民族实
监督条例》有关规定，现将巡视整改
场会议，帮助解决在试验区建设中
行一定照顾。
情况予以公布。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理顺试
三、全面从严治党方面
一、党的领导方面
验区管理体制机制，提出了深化试
（一）关于“‘两个责任’履行不
（一）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验区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用好特
力，管党治党宽松软现象突出”的整
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及中央
殊政策，下力气抓好人才支撑，进一
改情况。一是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
和省委有关重大决策部署不到位” 步加大全州金融、商贸、缅语等专业
党要求。州委全面分析近年来查处
的整改情况。一是全力推进全国民
人才的培养引进力度。
的典型案例，详细列举党的领导弱
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建设，成立了德
二、党的建设方面
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
宏州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一）关于“部分基层党组织政
力和执行六大纪律等方面 110 余种
领导小组，制定出台了《关于创建全
治功能和服务功能不强”的整改情
表现形式，并提出针对性措施，督促
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活动的实施
况。一是加快推进全州村民小组活
逐条对照整改，让主体责任更加清
意见》，召开德宏州民族团结月活动
动场所建设。2017 年底，全州 746 个
晰具体。二是灵活运用监督执纪“四
总结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创
村民小组活动场所全部建成，实现
种形态”。2017 年以来，全州纪检监
建动员大会，深入开展“六大示范” 了全覆盖。二是千方百计发展壮大
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 405 件（次），
和
“七进”
创建活动。
村级集体经济。
截至 2017 年底，
全州
处置反映问题线索 458 件，立案审查
二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州委、
336 个行政村，
集体经济收入在 1—3
260 件 299 人，结案 228 件，给予党纪
州政府切实加强领导，及时研究解
万元的已有 165 个，占 49.1%；收入
政纪处分 257 人。
在处置的问题线索
决难点问题。加强对硅冶炼企业的
在 3—5 万元的 43 个，占 12.8%；收入
中，按“四种形态”划分，第一至第四
监管，对超标排放污染物的硅冶炼
在 5 万元以上的 40 个，占 11.9%。三
形态分别处理 262、108、125、30 人，
企业，依法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是进一步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
各占 50%、21%、23%、6%。三是深入
等处罚措施。认真落实“河长负责
功能。制定出台《德宏州关于深化边
推进派驻监督改革。完成了州县两
制”
，
建立健全州、县、乡、村四级河长
疆党建长廊建设的实施方案》，深入
级派驻监督改革，实现对所有州县
体系，坚决打好绿水保卫战，芒市大
开展“整县提升、整乡推进、百村示
两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监督全覆
河等河流水质明显改善。
开展大气污
范、千组晋位”活动，广大群众“知党
盖，更好发挥派驻机构的“探头”
“前
染控制专项整治及清洁生产审核，
努
恩、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良好
哨”
作用。
力提升空气环境质量。
2017 年 7 月至
社会氛围正在有效形成。
（二）关于“遵守组织纪律不严
12 月，
全州空气优良率为 100%。
（二）关于“党员日常教育管理
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不到位”的
三是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
不严不实，党内政治生活不规范不
整改情况。一是严格执行民主集中
任 制 。将 意 识 形 态 工 作 纳 入 全 州
严肃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整改情况。 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及时
2017 年度意识形态责任制考评和党
一是进一步规范和严肃党内政治生
梳理完善《州委工作规则》和《州委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评，作为各级
活。严格执行“三会一课”
、民主生活
常委会议事规则》，健全完善州委
领导班子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以及
会、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等党的
工作机制。对全州近三年来审批的
领导干部述职的重要内容。建立州
组织生活制度。州委常委班子带头
1 亿元以上的 103 个项目开展决策
级权威发布平台“德宏发布”，在全
召开了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二是 “回头看”。对发现的部分项目前期
省率先推出“全媒体问政”，组建德
积极稳妥处理党员信仰迷失问题。 论证不充分、审批程序不完善、项
宏微信公众号平台联盟，巩固壮大
采取“教育一批信念动摇党员，转化
目落地难等问题及时进行整改。二
主流思想舆论。
一批信仰迷失党员，清退一批执迷
是积极化解政府债务，切实解决公
（二）关于“党委总揽全局、协调
不悟党员”的分类处理措施，劝退党
租房遗留的“后遗症”等问题。将芒
各方的领导作用发挥不充分”的整
4 人，
党内除名 7 人。
市户育小区 6668 套、大湾小区 1051
改情况。一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三）关于“党员 、干部队伍结
套住房进行资产划转盘活，通过盘
九大精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构不尽合理”的整改情况。一是认
活后将资产划转至国有控股公司，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真做好发展农村党员工作。突出政
用于开展文化教育、
“ 双创”和养老
践、推动工作。在全省率先创建了 29
治标准，重点发展作风正、品行好、
养生事业。三是加强和改进干部选
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能力强、有学历的致富带头人、复
拔任用工作。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
义思想学习宣传（研究）基层示范
退伍军人、回乡毕业生、外出务工
视野，加大干部横向、纵向和跨行
点”。编译印发十九大报告及新《党
返乡人员。二是进一步加强村组干
业交流调整力度。严把干部选任入
章》民文读本 1.5 万册，开展主题宣
部队伍建设。对软弱涣散、不团结、
口关，坚持知事识人、依事择人，坚
讲 400 余场次，受众面达到 15 万余
不理事或抓脱贫攻坚工作不力的
持 在 工 作 一 线 考 察 识 别 、培 养 锻
人次。二是加强贫困对象动态管理，
村“两委”班子、村民小组党支部班
炼、选拔使用干部。用好监督执纪
提升扶贫精准度。组织开展贫困建
子进行整顿提升，对不合格、不称 “四种形态”，对不适宜担任现职的
档立卡户“错评”
“漏评”
“错退”清理
职、不胜任的班子成员坚决撤换调
干部及时进行动态调整。2017 年下
整顿工作，坚决杜绝“数字脱贫”
“虚
整，对优秀的给予奖励。三是切实
半年，全州推进处、科级领导干部
假脱贫”。纠正了“错评”问题，剔除
抓好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选拔工作。 “能下”共 21 人。

（三）关于“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和反‘四风’不坚决，顶风违纪
违规现象时有发生”的整改情况。一
是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成果，坚决整治“四风”。研究制定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实施办法，
持续查处顶风违纪行为。11 月以来，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2
起 2 人。
二是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整治“四风”情况列入每轮巡察
重要内容。通过巡察共发现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45 个，问题线
索 13 个，查处 4 件 4 人。三是深入开
展专项整治。开展了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督查。共检查
全州 5 个县市和 13 个州直重点部
门，
共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 36 个。
组
织开展元旦春节期间作风纪律专项
检查，
共派出 75 个检查组，检查单位
405 个，发现问题和线索 97 个，整改
97 个。
（四）关于“执行廉洁纪律不到
位，一些领域和岗位腐败问题和廉
洁风险突出”的整改情况。一是建立
健全廉政风险防范制度，提高廉政
风险防范意识。坚持用制度管长远、
管根本，各级领导干部认真落实“谁
分管谁谈话”要求，全州共开展各类
谈话 34357 件（次），
其中常规性谈话
31647 件（次）、处 置 性 谈 话 271 件
（次）、调查性谈话 2439 件（次）。
二是
依法行政，规范审批。州编办印发了
《德宏州州级政府部门行政许可事
项通用目录》。州政务服务管理局加
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积极推
行投资项目集中审批。国土部门不
动产登记实行“一窗受理、并行办
理”
，
将办理时限从 30 个工作日压缩
到 20 个工作日。三是强化项目资金
管理。加快中央预算内资金拨付率。
强 化 项 目 财 务 审 计 ，严 把 工 程 预
（结）算关。不允许擅自挪用中央预
算内资金，不允许用中央预算内置
换其它资金，不允许随意扩大或者
缩减建设规模、拖延建设工期和把
中央预算内资金挪作他用。四是坚
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查处了州人
民政府原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盈
江县林业局原局长等领导干部违纪
违法案件。持续惩治“蝇贪”，增强群
众的获得感。
全州各乡镇立案 93 件，
处理 102 人。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视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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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92—2947298；邮政信箱：德宏州
芒市大街 54 号德宏州委巡察办；电
子邮箱：
dhzxsb@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