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2015 年中央第三轮巡
视各组已全部进驻完毕， 组长及
副组长名单也已对外公布。 记者
发现， 本轮延续上轮巡视再次采
用“一正三副”的配备模式，15 个
中央巡视组共有组长 15 名、副组
长 45 名。

据记者梳理， 自 2013 年起，
中央巡视组共进行了 8 轮巡视 ，
共派出 100 组次巡视组 ，19 人当
过至少 3 次巡视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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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单位数量连续翻番
●19 人当过 3 次以上组长
●已派出 100 次巡视组

值得一提的是，有 7 名新任副组长目前担任省级纪委副
书记。

这 7 人分别是：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副书记身份担
任第二巡视组副组长的韦翼群、 以河北省纪委副书记、监
察厅长身份担任第六巡视组副组长的董云鹏、以安徽省纪
委副书记身份担任第六巡视组副组长的樊勇、以江苏省纪
委副书记身份担任第八巡视组副组长的沈文祖、 以黑龙江
省纪委副书记身份担任第十巡视组副组长的李广智、 以山
东省纪委副书记身份担任第十一巡视组副组长的刘凤岐和
以河南省纪委副书记身份担任第十三巡视组副组长的杨正
超。

从年龄上看，这 7 名副组长都相对较为年轻。 其中最年
长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副书记韦翼群出生于 1958 年 12
月，今年将满 57 岁。 而最年轻的河北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
厅长董云鹏出生于 1968 年 3 月，年仅 47 岁。

另外，这 7 名省级纪委副书记中，有两名是刚刚履新这
一职务的。 其中江西省纪委副书记肖德福，现年 55 岁，
此前担任过江西省纪委案审室主任等职。 今年 7 月，
肖德福出任江西省纪委副书记。

另一名履新不久的是杨正超。 今年 7 月，杨正超出
任河南省纪委副书记。

记者梳理发现，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在三年中累计 8
轮对全国 142个地区、单位、部门进行了巡视。其中 2013
年巡视 20 家，2014 年巡视 40 家，2015 年截至目前巡视
82家。 也就是说，巡视单位数量实现了连年翻番。

记者注意到，巡视的 142 家单位涵盖了中央部委、
央企、委办局、五大行和证监会等部门，涵盖范围广。

中纪委数据显示，中央巡视组累计与干部群众谈
话 2 万多人次，受理各类信访 120 余万件，发现了一
批领导干部问题线索，针对性和有效性大大提高。

发现问题、 形成震慑是巡视的主要任务。 因此，
中央巡视组对发现的问题线索及时移交， 百分之百
做到件件有着落。 据介绍，截至目前，中纪委立案审
查的中管干部中，50%以上是根据巡视移交的问题线
索查处的。

日前，2015 年中央第三轮巡视各组
已全部进驻完毕，组长及副组长名单也
已对外公布。

据了解，本轮巡视中，中央巡视组
数量从原来的 13 个巡视组扩充至 15
个。 而去年中央首轮巡视时，巡视组的
数量从前年的 10 个增加到了 13 个。 十
八大以来中央已派出 100 组次巡视组。

在增加巡视组数量的同时，每个巡
视组配备的人数也有所增加。 与上一轮巡视相同的
是，每个组都配备了 3 名副组长。此轮巡视，实现中
央金融机构巡视全覆盖，首次出现“一托三”。

据悉，本轮巡视组人员名单中，除了中央纪委、
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外，还配备了不少来自审计、
财政、金融监管等方面的专业人员。 中央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还专门安排了金融方面的辅导培训。

本轮巡视共配备 45 名副组长， 记者注意到，45
人中有 35 人为首次参与中央巡视工作的 “新面
孔”。 有三分之一为省级纪委副书记，涉及十余个省
区市。 第二、第六、第十四等多个巡视组同时配备了
两名省级纪委副书记任副组长。

45名副组长中有 15 人目前担任省级纪委副书
记，分别是韦翼群（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副书记）、
肖德福（江西省纪委副书记）、黄德安（福建省纪委
副书记）、姚瑞峰（西藏自治区纪委副书记）、罗志军
（海南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厅长）、董云鹏（河北省
纪委副书记、监察厅厅长）、樊勇（安徽省纪委副书
记）、沈文祖（江苏省纪委副书记）、李金英（宁夏回
族自治区纪委副书记、监察厅厅长）、李广智（黑龙
江省纪委副书记）、刘凤岐（山东省纪委副书记）、杨
正超（河南省纪委副书记）、顾勇（青海省纪委副书
记、监察厅副厅长）、王贵平（北京市纪委副书记、秘
书长）、 李维超 （重庆市纪委副书记、 市监察局局
长），其中肖德福、杨正超是今年刚刚履新这一职务。

此外，本轮有近 10 名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
主席，是副组长构成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值得注意的
是， 除上述职务， 此次副组长的人员还包括组织人
事、公检法司和政法委、审计等部门的领导干部。

据悉，本轮巡视工作人员中，除了中央纪委、中央
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外，还配备了不少来自审计、财政、
金融监管等方面的专业人员。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还专门安排了金融方面的辅导培训。

记者梳理发现，100 名巡视组长中， 有 19 人至少
担任 3 次组长，但是在每一轮的巡视中，总会有新的
面孔出现。

今年 4 月 26 日，中纪委官网《学思践悟》专栏，
发表了一篇头条文章 《以创新为动力探索专项巡视
实现全覆盖》。

文中称，为了完成巡视全覆盖这个目标，适应剧
增的巡视工作量，“今年，我们进一步整合资源、充实
力量，从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审计署、国有重要骨
干企业监事会和省区市纪委、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抽
调干部，参加到巡视工作中来。历史上四品、五品官照
样当钦差，只要有中央授权，有责任担当，级别低一些
的也能当组长；只要有能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就可
以抽调到中央巡视组”。

记者梳理发现，自十八大以来，中央巡
视组共进行了 8 轮巡视， 共派出 100 组次
巡视组，19 人当过至少 3 次巡视组组长。

梳理发现 100 名巡视组组长中，有 16
人当过 1 次组长，8 人当过 2 次组长，11
人当过 3 次组长，6 人当过 4 次组长，1 人
当过 5 次组长，1 人当过 6 次组长。

生于 1946 年的马铁山， 五度 “挂
帅”，曾先后出任陕西省纪委书记、广西
壮族自治区纪委书记，并于“十六大”当

选中央纪委委员。 他曾巡视过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安徽、宁
夏、青海、全国工商联。

而 50 后朱保成则 6 次挂帅巡视组组长， 现年 65 岁的
中纪委驻农业部原纪检组长， 与其搭档的副组长王海沙曾
在中纪委、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证监会等单位任职。

他们搭档的 6 次巡视，共巡视了东风汽车、一汽汽车、武
钢、宝钢、中国铝业、鞍钢、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信
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而这些单位中半数均有高管落马。

据统计发现，中央巡视组组长们的平均年龄仅有 64 岁，
并有近半者在 65 岁以下。

巡视组组长中最年轻的两名“生力军”是 60 后审计署
原副审计长侯凯和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 侯凯自 1984 年起
长期在审计部门工作， 在 2013 年成为首名副部级巡视组组
长、巡视三峡集团，结束巡视后履新上海市纪委书记。吉林则
自毕业以来仕途扎根北京，有政法阵线工作经验，2014 年第
二轮巡视任浙江组组长。

当然，老将也不遑多让。70 岁的徐光春、张文岳及 68 岁的
马铁山，参与了四轮巡视，其中马铁山参与了五轮。 云南省

委原书记白恩培、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昆明市委原书
记张田欣、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安徽省政协原副主
席韩先聪等人，在三位老将的巡视范围中落马。

巡视组组长在各个级别经过多久的历练？ 此前
有媒体统计，近七成巡视组组长仕途在基层起步，25
名巡视组长中有 22 人曾在省委省政府工作，平均工
作年限达 15.3 年，了解省级地方政府的运作情况。

数据
第三轮巡视
巡视组从 13 个扩至 15 个

副组长三分之一为在任省级纪委副书记

巡视单位数量连续两年翻番

“老人”带“新人”

特点

19人当过至少 3 次巡视组组长

揭秘

3位“老将”参与至少四轮巡视

7名“新人”担任省纪委副书记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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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中纪委 8 轮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