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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播报：一组回头看新闻播报】
【解说词】从十八届中央第九轮巡视

开始，出现了一个广受关注的新词：回头
看。一些十八大以来已经接受过巡视的
省区市，要再一次迎来中央巡视组的巡
视。目前，已经对北京、天津、重庆、辽宁
等16个省区市杀出了回马枪。

【回头看纪实镜头】
【解说词】回头看是十八届中央巡

视的重大制度创新。2013 年，习近平
总书记就首次提出了巡视回头看的设
想。2014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
取巡视汇报时明确指出：“巡视过的
31 个省区市，不是一巡视了就完事，
要出其不意，杀个回马枪，让心存侥
幸的感到震慑常在。”2015 年 2 月，习
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对省区市
开展‘回头看’，特别是对那些整改不
力、查案不够、震慑不大的地区，要优
先 安 排 ，决 不 能 让 他 们 觉 得 巡 视 是

‘一阵风’。”
【同期声】习近平：要经常杀个回马

枪，只要过去的问题没有见底，没有彻底
解决的，还是要杀回马枪。

【解说词】巡视回头看实际上就是
再巡视，它释放出了不是巡视一次就万
事大吉的信号，彰显的是党内监督的严
肃性与韧劲。一些第一次巡视后本以
为侥幸过关的腐败分子被回马枪挑落
马下。

虞海燕（甘肃省委原党委、原副省
长）：现在想想，确实当时做的选择都是
愚蠢的选择。还是有侥幸心理，觉得能
躲过去，不是也挺好的吗。

【解说词】虞海燕，甘肃省委原常委、
原副省长。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
中央第三巡视组对甘肃开展巡视“回头
看”，巡视结束后第五天，虞海燕被中央
纪委带走审查。他的落马背后有着漫长
的较量，这要从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
次巡视甘肃说起。

张立平（时任中央第三巡视组工作
人员）：第一轮巡视的时候，对虞海燕问
题的反映就比较集中，比如他的亲属利
用其职务影响经商，谋取私利，巡视组已
经发现了虞海燕违规，将国有企业大额
资金外借等问题。

【解说词】2014年第一次巡视时，虞
海燕是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
此前他曾经担任酒泉钢铁集团的一把
手，巡视组接到了不少对他在酒钢任职
期间的问题举报，巡视结束后，中央纪委
对巡视移交问题线索展开调查。虞海燕
听到风声后高度紧张，曾给他担任秘书
多年的金晋哲，还非常清楚地记得他当
时的状态。

金晋哲（兰州市委原副秘书长）：
他是恐惧的，从 2014 年巡视结束了之
后，10 月份把他一个关联人抓了之后，
他晚上都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他还是
非常担心的，所以他就想方设法地去
接触这些纪检干部，去拉拢腐蚀这些
人。

【解说词】虞海燕从很早就开始有
计划地拉拢纪检干部，目的就是一旦
出现问题时能派上用场。早在 2010
年，虞海燕就想办法接触上了中央纪
委第九纪检监察室的原副主任明玉
清。明玉清也有私心，想利用虞海燕
的权力，为经商的儿子在甘肃拉项目，
两人一拍即合。2014 年巡视之后，明
玉清不仅把中央纪委的调查内容向虞
海燕通风报信，甚至最终胆大妄为地
帮助虞海燕抹平问题，将他的线索作
了了结处理。

明玉清（中央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
原副主任）：虞海燕的线索，当时是很具
体的，就是因为虞海燕（和我）这么熟了，
后头虞海燕跟金晋哲又帮着(我儿子)他
们在做这些事儿，这就是为什么虞海燕
的线索后期成了，由初步核实，后来改为
函询，最后了结。

【解说词】当明玉清告知虞海燕问题
已经了结，虞海燕如释重负。他并没有
想到，中央巡视组会再一次来甘肃，并很
快将他确定为重点关注对象。

张立平：进驻一周后，我们就已经把
虞海燕作为重点关注对象了。

【解说词】虞海燕认为已经平安着
陆，感到有恃无恐，各种违纪违法行为
变本加厉。正因为如此，第一次巡视之
后，纪检机关仍然不断收到关于他的举
报，而且又多了不少新问题。巡视回头
看进驻甘肃后，也迅速接到了不少相关
反映。

张立平：对虞海燕反映比较强烈的
是他任兰州市委书记期间违规用人，打
造“酒钢号”干部队伍。

【解说词】“酒钢号”是一趟从酒泉钢
铁公司开往兰州的列车，这个词在虞海
燕担任兰州市委书记期间，增添了另外
的含义。虞海燕把大量酒钢公司的亲信
调到兰州市核心部门、核心岗位任职。
跟随虞海燕从酒钢走进兰州，就等于坐
上了提拔的高速列车，人们因此戏称他
们搭上了“酒钢号”。

金晋哲：这些人都是经过很长时间
他检验过的。他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
的人，虞海燕给这些人升官，这些人去为
虞海燕谋取一些利益。

【解说词】党中央多次强调，在党内
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
结派，这也是政治巡视重点关注的问
题之一。巡视组就此展开了深入了
解，发现兰州的干部群众对此反映非
常强烈。不少人反映，除了“酒钢号”，
虞海燕还整合设立了一个叫市委市政
府督查室的部门，先后选调 141 名青年
干部进入督查室“锻炼”，提拔使用其中
76 人到重要岗位工作。虞海燕让亲信
金晋哲主管督查室，经常通过“培训”向

这些青年干部灌输效忠观念，培植个人
势力。

金晋哲：在督查室，在大会小会上我
不断在强调，要听市委的话，谁能代表市
委，那就是书记能代表市委，大家能到这
儿来，都是书记亲自关心的，明天能提拔
也是书记要认可的。提拔重用年轻人的
标准首先就是要听话，这也是虞海燕多
次反复强调的。

【解说词】虞海燕把督查室变成只
对他个人效忠的机构，然后再利用这
个机构，去给他认为不听话的人施加
压力。

金晋哲：他的一个比较亲近的老板
想在哪一个区干一个事儿，这个事儿他
交代下去，但是这个区可能落实不力。
他记住这个事儿，这个人不太听话。然
后就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去对他们进行
督查。除了督查部门还有审计部门，当
时的审计局长也是他调过来的，他也会
用审计的这个方式。

【解说词】选人用人问题历来是巡视
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巡视组就此进行深
入核查，掌握了大量证据。

张立平：我们就是调阅了他提拔使
用的这些干部的档案，把那个干部任免
表，对照着他那个问题线索的反映去核
查，发现有大量的干部提拔使用不符合
条件。

【解说词】巡视组还接到反映，市委
市政府定点接待场所金城山庄的 3 号
楼，长期被虞海燕占用，这一线索后来也
查证属实。虞海燕授意对3号楼进行了
豪华装修改造，作为他和一些关系密切
的下属和老板们吃喝聚会的秘密据点。
为了保证这里的私密性，虞海燕严密设
防。

李如军（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工
作人员）：因为他自己做贼心虚，在这
个过程中，利用他比较熟悉的公安干
部队伍里搞技侦的人，专业人员，给他
拿着技侦设施到里边去检测，包括他
的家里也是，他安排了一个公安的技
侦队伍给他到他家里去检测，有没有
人对他进行监听。

【解说词】在巡视“回头看”期间，虞
海燕自然心神不宁，而另一件事则加
剧了他的担心。就在巡视回头看进驻
甘肃的前一周，曾经帮助虞海燕抹平
问题的明玉清被中央纪委立案审查，
虞海燕很自然地把他的落马和自己联
系了起来。

虞海燕：老明是当年办了我这个案
子的这个人，他出事，那就意味着我们要
出问题了。

【解说词】但到此时，虞海燕还抱有
侥幸心理。就在回头看期间，甘肃省
委换届考察，虞海燕平级转任重要岗
位，成为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这又让他觉得自己或许多虑了。这几
件事本不相关，虞海燕却来回揣摩猜
测。

虞海燕：我又觉得可能跟我有关
系，又觉得可能跟我关系不大。做贼心
虚，你不是一个正常的（心态）。咱说实
话，你考试，你正常的考试，你都慌得
很，何况你这是个不正常的事情，那你
不更慌吗？

【解说词】忐忑之中，虞海燕决定做
好能做的一切掩盖工作。他安排自己在
各部门的亲信，想方设法打探巡视回头
看动向，同时着手转移家中的贵重物品，
联系和自己有利益往来的多名老板，商
量对策，统一口径。

李如军：做了好多对抗行为，有的甚
至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行为。他把他家
里跟相关老板的合影都剪碎了之后往马
桶里冲，冲的时候把他家马桶都给堵
了。他的妻子交代，在巡视期间，他家的
桌子上摆了有一排手机，一个老板一个
专号。

【解说词】和老板们商定口径后，虞
海燕又把这些手机用醋浸泡后扔进黄
河。

虞海燕：我自己想那个醋它能腐蚀
得快一点。因为有的手机，它现在封闭
得很好，弄到黄河里去，万一人家捞出来
了。

【解说词】那段时间虞海燕经常到
黄河边散步，他扔到黄河里的除了手
机，还有砸碎的名贵手表等不少物品。
但是，他多年来违纪违法留下的各种痕
迹，是无法一一销毁的。随着回头看的
进行，虞海燕的严重问题越来越清晰地
浮出水面。

李如军：虞海燕这个人政治问题与
经济问题交织，他掌握这种资源之后，
这种行政权力还有干部选拔任用权之
后大量培植自己的亲信，为他自己还有
相关的老板谋取私利、政商勾结、内外
串通。

【解说词】巡视组工作不断取得进
展的同时，中央纪委对明玉清的审查也
有了突破，明玉清说出了和虞海燕的交
往。因此，巡视期间纪检监察机关就启
动了调查，很快先对金晋哲采取了措
施。到这时候，虞海燕明白大势已去，
但他仍不准备放弃对抗。他找到当地
一名自称在中纪委工作过的退休警察，
叫上妻子一起去“培训”，演练如何对抗

调查。
虞海燕：他自己自称是中纪委的人，

我把我爱人叫去，跟他（见面）实际上是
叫他培训一下，看看就是以后如果人家
要调查，看她怎么说。后来人家专案组
调查完以后，跟我说，说这个人就是兰州
市公安局退休的干部，我听了以后，我都
觉得丢人。

【解说词】虞海燕明白自己想外逃已
经不可能，他转而通知多名老板外逃，认
为这样可以让一些问题查无对证，但实
际效果却和他期望的正好相反。

虞海燕：我就觉得（自己）愚蠢。
你说你让这些老板跑，谁跑就露馅了，
当时可能人家还不知道这个人重要，
他一跑，行了，这个人重要，人家就知
道了。

【解说词】2017年1月10日，虞海燕
被组织审查。几年来他机关算尽，最终
都毫无意义。甘肃因这次回头看而落马
的，不只是虞海燕。中央巡视组还发现
了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的违纪问题
线索，2017年7月11日，刚刚调职全国人
大的王三运也被正式立案审查。

张立平：来信和谈话反映王三运及
其亲属与在甘肃有投资项目的私营企业
老板走得比较近，比如他的外甥就承揽
了酒钢和兰州新区的一部分工程项目建
设。

【解说词】巡视发现的问题线索，移
交后经纪检机关调查均属实。王三运纵
容甚至授意亲属在甘肃承揽工程以权谋
私，还为多名老板办事，收受钱财、房产
以及玉石、字画等贵重物品，涉嫌受贿犯
罪且金额巨大。

王三运（甘肃省委原书记）：我儿子
和我两个外甥，他们到甘肃来搞什么业
务，搞什么承揽工程。我那两个外甥，对
我们家的帮助都非常大，经常给我们出
钱装修房子，还给我们在贵阳买房子，这
样实际上就把这个关系搞成一个相互利
用关系了。

【解说词】王三运先后担任过贵州、
四川、安徽、福建四省的省委副书记，
不少在这些地区和他就联系密切的老
板，在他任职甘肃省委书记后随即来
甘肃发展，王三运也利用职权为他们
在获取项目、通过审批等事项上提供
帮助。

王三运：他们到甘肃来投资以后，也
故意在炫耀跟我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
大家都知道，这些人来自何方，跟我熟不
熟悉，一看就知道，他们即便不找我，他
们在那儿去找别的人，实际上也是利用
我的影响，这样变花样想办法塞私货把
这些问题解决。

【解说词】王三运到甘肃任职后，感
到仕途不会再进一步了，开始把全部心
思用在为退休后打算，贪腐行为变本加
厉，达到高峰。

顾桧（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
员）：近乎疯狂地敛财，在各地都置办了
大量的房产，以收受房子或者购房款的
形式获取了大量的非法利益。

【解说词】中央巡视组对甘肃回头
看，王三运担心问题被发现，让亲戚从贵
州等地赶来，帮忙四处藏匿、转移财物，
并和相关人统一口径，把老板们出的购
房款对外说成是“借款”，还订立假合同
进行伪装。

王三运：凭你的合法收入，你也买不
起这个房子。所以就按照我事先跟他们
说好的，用所谓借款的方式搞一个什么
假合同，想规避组织审查。

【解说词】自身有贪腐问题，在工作
中必然不敢去动真碰硬，导致中央一些
重大决策部署在甘肃得不到落实，造成
严重后果。祁连山生态保护问题就是一
个典型的例子，王三运消极应付中央指
示，不作为不落实，对祁连山的生态环境
破坏负有重大责任。

【资料：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情况】
环保部工作人员：直排，这绝对是直

排，污染治理设施一点没上。你看，一股
一股的，你看……

记者：通知环保厅巡视人员已走，把
生态水关闭一半。

【解说词】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是中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屏障，它涵
养的水源是甘肃、内蒙古、青海部分地
区 500 多万百姓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然而，多年来这里的违规开发活动触
目惊心，到 2017 年 2 月，保护区内有
144 宗探采矿项目，建有 42 座水电站，
其中不少存在违规审批、未批先建，导
致局部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习近
平总书记 2014 年到 2016 年多次对此作
出重要批示，然而甘肃省并没有真正
落实。2016 年底中央巡视组进驻甘肃
开展巡视回头看，发现王三运作为省
委书记，对祁连山环境问题不重视、不
作为。

张立平：巡视回头看前，武威荣华公
司向祁连山保护区的排污问题被新闻媒
体曝光了，我们把这个也作为巡视回头
看重点了解的问题进行了重点关注，发
现他抓整改不坚决，也不到位，仅仅就处
理了当地环保部门的一个副科级干部就
了事了。

【解说词】监管严重缺失，是生态环

境持续恶化的重要原因。中央领导同
志做出一系列重要批示后，王三运表
面上摆了姿态走了形式，但其实并没
有真正到问题严重的地区去调查研
究，也没有认真督促相关部门抓好整
改落实，更没有对相关领导干部进行
严肃问责。

王三运：形式表面的东西，反正该做
的批示我也批了，该开的会我开了，至于
下面落实不落实，能不能很好落实，也没
有加强对各方面的引导和督促。

【解说词】调查发现，监管缺失的
原因不仅是责任落实不到位，还涉及
利益输送，不少层级的官员和企业之
间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王三运也
牵 涉 其 中 ，导 致 对 中 央 决 策 阳 奉 阴
违。

王三运：在廉洁问题上要真正把
好关，要真正过得硬，有了这个过得硬
开展其他工作才能够顺利开展，本来
就感觉这方面不太清爽，让人家说起
来你还说我们，查我们，你自己都不清
爽。

【解说词】2017年7月，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就祁连山保护区生态环境
问题发出通报，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进行严肃问责。

【解说词】王三运和虞海燕在回头看
中的落马，突显了回头看的利剑作用，对
心存侥幸者形成强大震慑。

【解说词】在忏悔录中，王三运写道：
“中央对我进行组织审查是完全正确的，
自己落得如此下场绝非突然、而是必然，
我心服口服、认错认罪。虽然我现在悔
恨交加、痛不欲生，但也深知错已铸成、
为时已晚。”

【解说词】回头看就是政治复查，
是与时俱进的新巡视、围绕政治的再
巡视。既紧盯老问题，检查整改落实
情况，更注重发现新问题，对没有见
底 的 问 题 再 了 解 ，紧 盯 党 内 政 治 生
活，延伸放大震慑效果。回马枪发现
了黄兴国、王珉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线索，释放出“巡视不是一阵风”的强
烈信号。

【解说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
头看’体现党内监督的严肃性。三十一
个省区市此前都巡视了一遍，现在出其
不意杀个‘回马枪’，实践证明很有必
要。巡视就是发现问题，我们不是导演
巡视工作，搞‘假把式’。只有发现问题
才有意义，才能解决问题，才有震慑力。

‘回头看’发现问题不少。”
徐令义[中央巡视组巡视专员（正

部长级）]：回头看有一整套的工作要求
和标准去衡量、去检验这个地方的整
改。所以这两个月是集中发现问题的
两个月，也是看地方整改效果的两个
月，也是深度挖掘这个地方的政治生态
的两个月。

【解说词】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
作不断推进组织制度和方式方法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抓好工作创
新，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适应形势发
展，推动巡视内容、方式方法、制度建设
等方面与时俱进，完善工作机制，增强巡
视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十八届中央
巡视从一开始就打破既有模式，进行了
多项改革创新。

【画面：组长授权书】
【解说词】从 2013 年第一轮巡视开

始，就探索实行“三个不固定”，不再是
固定人员长期固定巡视某个地方或领
域，而是巡视组组长、巡视对象、巡视
组与巡视对象关系不固定，巡视组组
长实行“一次一授权”。十八届中央历
次巡视，都是到了动员部署会上，才公
布巡视组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的
决定。

【解说词】之所以巡视组能在短短一
两个月内，在全然陌生的环境和对象中
找准问题，科学的程序设计和组织制度、
方式方法的不断创新发挥了很大作用。
从开展专项巡视、实行一托二、探索机动
式巡视，到广泛谈话、核查个人事项报
告、下沉一级了解情况等，一轮轮巡视下
来，提炼出了多项有效管用的制度和方
法，一些隐藏伪装很深的违纪违法问题，
也在巡视中被发现。

杨振超（安徽省原副省长）：（我是）
侥幸心理，有的时候还有一点自以为
是，违规违法这些事情，心想也能蒙混
过关。

【解说词】杨振超，安徽省原副省
长，2016年中央第五巡视组对安徽省开
展巡视“回头看”时发现了他的问题线
索。因这次巡视而落马的不只杨振超，
另一名安徽省副省长陈树隆也被立案
审查。

陈树隆（安徽省原副省长）：我当时
应该说有担忧，但是担忧不是太大，主要
觉得一些操作不会被发现。

【解说词】杨振超和陈树隆的案情
并 无 交 集 ，却 有 许 多 相 似 之 处 。 他
们谋取私利都是以非常隐蔽的方式
进 行 ，也 都 采 用 了 大 量 手 段 防 范 调
查。

【解说词】陈树隆主要是通过股票
证券市场牟利，这和他的专业出身有
关。陈树隆毕业于安徽财贸学院，到党

政机关任职前，在安徽的国有金融证券
企业多年担任一把手，对这个领域非常
熟悉。

张元星（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
人员）：有人吹捧他为安徽的股神，他利
用自己熟悉股票、期货交易的专长以及
在金融行业积累的人脉资源作案的特
点十分明显。他表面上打着招商引资、
金融创新，打着这些幌子，然后给他选
中的一些上市的公司或者私营企业大
量的政策优惠、财政扶持，在背后利用
职权购买原始股、炒作股票，这样来获
取暴利。

【解说词】陈树隆之所以能获得巨额
利润，并非由于他真的是股市奇才，而是
更多得益于权力。他投入股市的第一桶
金，就是通过权钱交易得来的。1994年
到 1998 年，陈树隆担任安徽国债服务
中心主任期间，利用职权为私营企业
主施永炒作期货、拆借资金提供帮助，
为对方带来了巨大利益，然后向对方
索取回报。

施永（私企老板、涉案人员）：他就说
准备让他弟弟炒股，能不能借点钱过去，
借个一千多万这样。我就说干脆送你算
了，就是这样。

【解说词】陈树隆用这笔钱投入股市
以钱生钱，他能大获成功的主要秘诀还
是借助权力。例如他担任芜湖市委书记
期间，在推动芜湖市某国有企业资产重
组过程中，就违规购买大量股票，获利数
千万元。

陈树隆：权力应该是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因为有权了这些信息自然不自
然就泄露到你这边来了。

【解说词】完成原始积累后，陈树隆
回过头来想要掩盖当初收受施永 1300
万元的痕迹。他想到了一个一举两得的
办法，既可以伪装还了钱，还可以将大量
资产转移到境外。

陈树隆：当时香港的这个股市行情
比较好，另外香港也比较隐蔽，估计也不
容易被发现，所以我就把这1300万本金
还给他，同时还按照年息8%复利计算，
还了2600万，这样这个2600万就兑换成
港币，让施永在香港帮我炒作港股。实
际上是假还款的形式，把资金洗白，转到
香港去炒港股。

【解说词】这笔钱挂在施永账户上，
所有权属于陈树隆，陈树隆的弟弟、侄女
多年帮他担任操盘手，他自己藏身幕后
指挥下单。除了炒股，他还为一些企业
老板办事，然后以亲戚的名义入股这些
老板的项目，从中分红。

吴道荣（私企老板、涉案人员）：涉及
一些审批，对他来讲是举手之劳，对我们
来说要用金钱来衡量，我认为至少有几
百万的帮助。他说这些事情老吴你不用
客气，一些股份跟投资的事情你就找我
弟弟就行了。我心知肚明就行了，就不
用点破这些事。

【解说词】在这一点上，杨振超和陈
树隆高度相似。杨振超任职淮南市委
书记期间，主持山南新区的开发工作，
他授意内弟“招商引资”拉来企业开发
房地产，然后利用职权为这些企业顺利
获得土地、政策支持等事项提供帮助。
这些企业则给杨振超内弟大量干股作
为回报，内弟自然要将部分获利“转交”
杨振超。

杨振超：（内弟）给我夫人两张卡，
一张卡名字是他自己的名字，一张卡是
我岳母的名字。招商引资，内弟也就打
着我的旗子，实际上也就是靠这个东
西。这些企业是想在我身上要投入产
出的。

【解说词】杨振超也和陈树隆一样多
方掩盖非法所得。他曾经为一个老板办
事后，向对方索要一套上海的房产，由他
占有使用，产权却放在老板名下。巡视
之后，出于担心杨振超又找这名老板补
签了虚假的租房合同，这套位于上海黄
金地段价值1800万的房产，象征性地按
每月4000元补了租金，试图以这种方式
掩盖事实。

汪明来（私企老板、涉案人员）：我讲
干脆我买一个房子给你算了，他就告诉
我，我只要你们租一个房子给我就行了，
不需要你买房子，但这时候我就知道，因
为他又想要又怕，被调查的时候他叫他
家属去跟我签一个协议。他也讲了，别
人问就讲租的。

【解说词】基于这些伪装，杨振超和
陈树隆都自认为能平安过关；但他们的
问题，却最终在中央巡视组的深入了解
中暴露了出来。

【巡视工作纪实：谈话】
【解说词】巡视组每进驻一地，首先

和党员干部广泛谈话，同时接收大量群
众来电来信来访。这些形式看似平常，
其实却很重要。通过谈话和信访获取
的信息会成为巡视组梳理研判的基础，
帮助准确地锁定重点人、重点事、重点
问题。

桑竹梅（时任中央第五巡视组组
长）：我们这个巡视也可以说也是一场人
民战争。确实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巡视，
不管这个地方有多大，实际上大家彼此
还是比较了解的，至少他有一种传闻。
首先是发动群众，他总会有人反映，因为

大家认同这个巡视。
【解说词】杨振超和陈树隆问题反映

比较集中，被列为重点关注人。巡视组
随即决定采取“下沉一级”的方法，到他
们曾经担任“一把手”的地市去了解情
况。深入基层、深入了解领导干部的过
去，往往能够获取更客观的评价和有价
值的信息。

桑竹梅：杨振超是在淮南任过主
要领导职务，这个陈树隆是在芜湖任
过主要领导职务，所以我们在下沉一
级的时候就重点地了解他们在任的
时候，是否存在着党风廉政建设这些
问题。

【解说词】为了不引起注意，巡视组
不只去了淮南和芜湖，而是把安徽16个
地市全部走了一遍。

任爱军（时任中央第五巡视组正
局级巡视专员、联络员）：为什么要全
部走一遍呢？有些人他当时在捉摸，
是不是上他那去了就有问题，没到他
那去就没有问题，所以我全覆盖，我全
都去。

【解说词】杨振超、陈树隆的许多违
纪违法行为，正是发生在担任地级市一
把手期间，“下沉一级”的方法，抓准了问
题的突破口。

任爱军：有一个同志，他当时正在出
差，听了巡视组给他打电话以后说要谈
话，他说好，你们不找我，我还想找你
们。连夜开车返回到安徽，提供了一个
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解说词】询问一些在押的知情人，
也是巡视的方法之一。杨振超的问题
就是通过这一 方 法 有 了 重 大 发 现 。
在淮南，巡视组听说曾经和杨振超搭
班子的市长曹勇正被立案审查，其中
有涉嫌在工程项目中牟利的情节，而
对杨振超的反映也正是同类问题。巡
视组向曹勇询问情况，获得了杨振超
利用内弟参与淮南市工程牟利的明确
线索。

桑竹梅：杨振超在淮南插手工程，然
后以权谋私，就（有）这样一些问题。那
么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就不会再往下去，
那就是办案的事儿了，我们这两个是无
缝对接的。

【解说词】2016 年 6 月，对安徽的巡
视“回头看”反馈时，会场上已经没有了
杨振超的身影，他已经于5月24日被正
式立案审查。当年 11 月，陈树隆也被
立案审查。两名副省级干部因同一次
巡视落马，他们违纪违法问题中的诸多
相似之处，也反映出一些值得警醒的共
性问题。

张元星：他们两个人都曾经长期在
企业任职，就是把商人那一套，把商场的
那一套带到了党政机关。表面上是一名
党员领导干部，实际上是一名商人，党员
的这种成分太少。

【解说词】杨振超和陈树隆都曾经
长年担任企业一把手，此后虽然从企
业到了党政机关，但逐利至上的价值
取向却从未改变，既想当大官，又想
发大财，将 商 品 交 换 原 则 带 入 党 内
政 治 生 活 ，严 重 破 坏 政 治 生 态 。 这
条亦官 亦 商 的 道 路 ，最 终 通 向 的 是
毁灭。

杨振超：这种利益上的刺激已经为
它所诱，最后被它俘虏，所以现在想想也
非常惭愧，非常后悔。

陈树隆：我要想告诉党政领导干部
的一个教训就是，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
就不要当官。从政就好好地从政，经商
就好好地经商。否则的话必然是像我这
样人财两空，后悔莫及。

【解说词】当权力遇上贪欲，再加
上心存侥幸，往往会令人盲目，忘记
了一些其实并不复杂的道理。执掌权
力者既需要时刻自我警醒，从监督制
度上也必须时刻有利剑高悬。巡视要
保持它的锐度，需要不断自我磨砺，
推陈出新。

【解说词】时间进入2017年，2月27
日，第十二轮巡视拉开序幕。这是十八
届中央最后一轮巡视，而改革创新并未
止步，首次“机动式”巡视亮相。

【巡视纪实：“机动式”巡视进驻动员
会】

【解说词】首次“机动式”巡视进驻四
个中央单位：中央网信办、国务院扶贫
办、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公司。

【解说词】“机动式”巡视更加短、平、
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很短的工作
时间里，迅速准确发现问题，推动被巡视
对象解决问题。

【巡视纪实同期声：严肃指出管党治
党问题。】

【解说词】巡视利剑作用的发挥、
全覆盖的实现、“回头看”成为常态，
都离不开改革创新。习近平总书记
明确指出，要创新巡视形式，通过组
织制度创新，增强巡视的机动性和灵
活性，落实全覆盖要求，形成更大震
慑力。

【同期声】习近平：巡视是党内监督
的战略性制度安排。要继续创新体制机
制，建立健全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报告
反馈、整改落实、队伍建设等工作机制。
要创新组织制度，内部挖潜、盘活存量，
充实队伍、优化结构。要创新方式方法，
更专、更活、更准。

【解说词】巡视永远在路上，创新也
需要永远在路上。只有不断与时俱进、
改革创新，才能使巡视利剑高悬、震慑常
在，精准地击中问题，当好党中央的“千
里眼”“顺风耳”，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
力支撑，更好地服务于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

——大型政论专题片《巡视利剑》解说词（第三集）

震 慑 常 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