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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基层信访问题，
重心在基层，经验来自基
层。由治标到治本，须以民
意为导向，构建长效机制，
盘活‘源头之廉’。”孙玉会
说。

2014年以来，全省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 705项基层
涉纪信访制度应运而生。

推行“阳光村务”——
开封市杞县城关镇规定，村
报账员须持由村支书、村监
委等多方签字的正规票据
到“三资”代理服务中心入
账，两榜公示村集体资产、
资源变更并报中心。

搭 建 信 访“ 直 通
车”——信阳市及该市9个
县区开通“纪委书记手机短
信平台”。

依靠群众监督，加强组
织建设——济源市建立“基
层群众代表参与信访调查
制度”；郑州市上街区聘请
群众担任“网格廉情预警信
息 员 ”，消 除 廉 政“ 盲
点”……

“从严治党着实满足了
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
督权”。一位曾参与信访调
查的群众说出感受。

今年，征程还在继续。
“基层是党风廉政基础

所在，基层权力失范，如涓
涓细流穿罅破岩。”河南省
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尹晋华
认为，其中的治与管，既要
弘扬焦裕禄和红旗渠精神，
开拓创新，又要依靠群众监
督，使群众看得到、体会得
到、享受得到全面从严治党
成果。线索提供 翟耀 贾
真真

□记者 王磊 通讯员 翟耀

本报讯 4月 30日，省纪
委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清风
中原”微信公众平台合作签字
仪式举行。这意味着，双方精
心打造的“清风中原”微信公
众号，今后将成为我省宣传党
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以及
廉政文化的新媒体平台。

省纪委十分重视利用新
媒体宣传党风廉政建设，目前
已形成了微博、网站、手机报

“三位一体”的新媒体矩阵。
尤其是省纪委官方微博@清风
中原自2014年开通以来，粉
丝量、影响力位居全国省级纪
委微博前列，取得了良好的宣
传效果，中央纪委及省委领导
多次批示给予肯定。

作为省委机关报，河南日
报一直以来都是河南新闻宣

传的主力军。目前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已拥有官方微博、微
信、微视、客户端、手机报、网
站等各类新媒体产品40余个，
用户总量达数千万。此次合
作，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将调动
全集团的优势资源，与省纪委
一道，共同把“清风中原”微信
公众号打造成有影响力的新
媒体平台。

“清风中原”微信公众号
正式上线后，将适应网络时代
的宣传形势和特点，运用“网
言微语”，成为全省纪检监察
机关发布纪检监察工作信息、
解读党纪法规、开展反腐倡廉
教育、弘扬廉政文化、增进党
群互动的新平台。

据悉，“清风中原”微信公
众号将于5月开始试运行，运
行一段时间后择机正式上线，
届时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记者 王灿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教
育部门获悉，目前已有近80
所高校公示了自主招生初审
名单，其中我省郑州大学共
898人通过初审。据了解，初
审合格者方可参加高考后举
行的自主招生测试，各高校将
根据考生综合成绩，在录取时
给予一定的录取优惠。

记者从阳光高考信息平
台发现，公示信息包括考生姓
名、性别、就读学校和报名所
在地四项。据了解，在公示的

院校中，华南理工大学通过资
格初审的考生人数最多达
5688 人，还有些院校突破
3000 人，如湖南大学 3135
人，中国传媒大学 3139 人
等。今年，北京大学通过初审
的考生有1900人，清华大学
538人。

另外，中国人民大学因招
生腐败2014年自主招生暂停
一年，今年是其恢复自主招生
资格的首次招生。阳光高考平
台公示名单显示，今年中国
人民大学通过审核的自主招
生人数为637人。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龙邦

本报焦作讯 在4月30日
召开的焦作市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谢玉
安全票当选焦作市人民政府
市长。

据悉，谢玉安曾任共青团
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商丘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开封市委
常委、组织部长，省委组织部
副部长、省委老干部局局长，
焦作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
代市长、党组书记等职。

□记者 王磊

核心提示 | 作
为人口大省、农

业大省，河南如何让权力“走

好最后一公里”，
更好地服务群众？省纪委信访室主任李笑峰向

记者展示了201
4年

以来我省专项治理基层腐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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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东城区动迁中心
工作人员李会勇贪污受贿
4500万元；

郑州市二七区黄岗寺社
区原村民组长荆自恒伙同他
人骗取拆迁补偿款236万元；

……
说起基层腐败，一系列

“小官任性”典型案例在省纪
委信访室副主任刘清理脑中
盘旋，令他深思的是，面对腐
败侵扰，基层却有许多不该有
的声音：

老百姓说，民不惹官，监
督是给自己找麻烦；

纪检干部说，偏离主业，
缺少“抓手”，基层的事不好
管；

村官认为，“我就是法、法
就是我”，为村民做事不少，就
该有回报。

“当贪欲、纵容和落后思
维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砝
码蛀空，‘小官任性’就会横行
乡里……”刘清理认为。

2014年，全省追究主体责
任落实不到位的乡镇党委书
记61人、乡镇长39人，追究监
督不力的乡镇纪委书记49人；
查处违反“八项规定”乡科级
以下干部4344起，党政纪处
分2584人；双月通报和专项
通报1026起典型案例。

今年4月21日，荥阳市一
位村民向记者谈起一年来基
层的变化。

“风险等级牌，廉政风险
点、防范措施和‘村级事务运行
流程图’全公开。”他说，“以前
不敢、不懂监督，如今记录村里
收支、工程招投标等‘村情民
意’的小报，我们格外关注。”

“出现腐败问题，不但当
事人被问责，‘一把手’和村支
部也要被追责。”一位村支书
感叹道。

惠民补贴、危房改造……
经手项目都“雁过拔毛”，甚至
来个集体资金“乾坤大挪移”、
以丑为美大搞“四风”……

2014年的一次基层调研
中，了解到的用权乱象让省纪
委信访室副主任王新展拳头
紧握。

“基层腐败是沉疴积弊、
权力惯性‘摸黑走路’。随着
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腐败机
会更多，定要猛药去疴！”

继2013年治理后，2014
年，河南再度展开基层侵害群
众利益信访举报突出问题专
项治理：

围绕贪污、挪用、侵占集
体“三资”，截留、骗取危房改
造等重点问题，对基层侵害群
众利益信访举报和‘四风’问
题大排查、大起底。

号角吹响了。省纪委9
个督导组划片督导；各级各部
门接受网络、电话、信件举报，
村组设信访信息员，乡镇便民
中心设信访窗口……

洛阳市“地毯式”摸排线
索；焦作市“一名包案领导、一
个专案组、一套办理方案”对
问题查清查透……

“全省斩获的3719起线
索以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为主，
有上千万的‘大案’，但更多是
几万、几千、几百元的‘小案’。”
王新展加重语气：“反腐莫论事
大小，倡廉不在位高低。”

开封市纪委走访 30 多
户，查实杞县付集镇庞屯村支
书李桃营挪用2.2万元、乱收
费、套取危房改造款的事实；

确山县纪委查实留庄镇
毛绳村干部郑进军虚报领取

“农村改厕项目”补贴款……
“治理的影响并不简单在

于清除了多少个贪官，更重要
的是，它切实维护了群众利益
和社会公正。”王新展说。

权责对等
扭转“小官任性”

猛药去疴
专治“摸黑走路”
查处的村官多为几万、几千、
几百的“小案”，但“反腐莫论
事大小，倡廉不在位高低”

老百姓说，民不惹官；纪检
干部说，事不好管……这样
酿就小官“横行乡里”

标本兼治
盘活“源头之廉”
要使群众看得到、体会得
到、享受得到全面从严治
党成果

“拍
蝇”近

四千
村官

一千
五

我省推进基层侵害群众利益问题治理

去年以来成果斐然

要使群众享受得到

全面从严治党成果

河南省纪委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合作共建“清风中原”微信公众平台

强强联手，共建“清风中原”

谢玉安当选焦作市市长

近80所高校
公示自主招生初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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