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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廉政文化深入人心、
贴近民意、触及干部心灵？为此，
我省进行了积极创新，与红色资
源、广场文化等相融合，力促廉政
文化“接地气”。

走进信阳大别山红廉文化苑，
一股清风扑面而来。这里展示的

“红管家”郑位三吃糠咽菜、“红薯
地里埋银圆”、“刘邓大军借粮

条”、质朴忠孝许世友等优秀革命
先辈勤廉事迹，让人的心灵受到
强烈震撼。据了解，每年来现场接
受教育的党员干部达2万多人次。

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说，河南
省多种“接地气”的廉政文化活动
也风生水起：“中原清风杯”反腐
倡廉微电影评选，逐步形成了独
具河南特色的网络廉政作品经典

品牌；“清风中原”廉政文化系列
演出，每每上演都吸引数千名群
众前来观演……

全省各地的廉洁主题公园、
廉政公益广告等廉政文化建设同
样搞得有声有色，可以随处品读
廉洁名言，重温廉政历史，感受传
统家规，充分发挥了“以文化人”
的作用。

昨天，省纪委再次通报了3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
题。分别是：

舞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原局长李洪涛等人公款旅游问
题：2014年 7月，李洪涛和该局
副局长胡广耀及该局二级单位文
物办主任龚元亭一行三人，借到
贵阳参加中国岩画国际研讨会之
机，前往遵义和黄果树景区公款
旅游，随后公款报销旅游费用
6573.6元。2015年9月16日，舞
钢市纪委给予李洪涛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给予胡广耀党内警告处
分；舞钢市监察局给予龚元亭行

政撤职处分；并责令3人退赔相
关费用。

获嘉县水利局农村安全饮水
办公室主任韩趁意违规收受礼金
问题：2014年 4月，韩趁意以某
水利工程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先后参与该公司水利项目
招投标。公司中标后，韩趁意
以管理费名义收取该公司所送
礼金 12500 元。2015 年 11 月
23日，获嘉县纪委给予韩趁意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收缴违
纪所得。

舞阳县工商局文峰乡工商所
所长张冠男等人违规接受宴请问

题：2015年6月29日中午，文峰
乡工商所所长张冠男和副所长
高新红、工作人员周根超，以及
北舞渡镇工商所所长张振良、工
作人员崔红伟违规接受某汽修
厂负责人宴请，且午间饮酒。
2015年 7月 10日，舞阳县工商
局党组给予高新红、周根超、崔
红伟党内警告处分；2015年8月
4日，舞阳县纪委给予张冠男、张
振良党内警告处分；分别对主体
责任落实不力的县工商局党组
书记、局长郭军英及监督责任落
实不力的纪检组组长赵保国进
行约谈。

□记者 邵可强
通讯员 杨军政

本报讯 昨日，河南省公
安厅高速交警总队联合安
监、交通部门对公路客运和
旅游客运企业开展约谈会，
约谈了省内12家公路客运和
旅游运输企业负责人，并对
2015年下半年以来全省高速
公路客运车辆重点违法行为
进行曝光。此外，春运期间，
高速交警将织密“警民微网”
和“高速天网”两张网，严查
客车违法行为。

约谈会对2015 年下半
年以来全省高速公路客运
车辆重点违法行为进行了
曝光。其中11家客运企业
因车辆超员被通报，周口市
汽车运输集团淮阳公司（豫

P4Z835）和河南中州集团
郑州新航程旅游客运有限
公司（豫 AB2287），两客车
超员20%以上。

省高速交警总队副总队
长宋理峰介绍，春运期间高
速交警将织密两张网，争取不
让违法客车漏网。一是织密

“警民微网”，即警民携手严查
客车超员，群众在乘车过程中
发 现 超 员 ，可 打 电 话
0371-68208110，发 短 信
13633719780，“河南高速公
安”微博微信多途径举报。尤
其是扫描车窗上“安全行”二
维码查询车牌号举报更有效。

另一张是织密“高速天
网”，即智能报警严查违法除
隐患，利用缉查布控系统、卡
口监控等科技手段及时查处
客车违法行为。

□记者 高鸿鹏

本报讯 实战比武百余
次，448名基层指挥员多次开
展强化培训，各地消防部门
开展演练3万余次……昨日，
河南省消防总队盘点去年灭
火应急救援工作成效。去
年，我省全方位开展灭火应
急救援工作，各地消防部门
通过高频次开展对重点单位
的熟悉演练，增强实战经验，
建立灭火应急救援专家组，
强化专业指挥，有效提升了
部队战斗力。

【培训】灭火救援指挥员
是特定环境条件下的领导
者、决策者、指挥者。灭火救
援工作能否取胜，指挥员的
业务素质和指挥水平起着关
键作用。去年，总队集中组
织448名基层指挥员、126名
拟任中队长助理，多次开展
强化培训，举办专项大练兵
比武竞赛。各地消防支队分
批组织接警调度员、班长骨
干、安全员等岗位轮训66期，
开展实战比武、体能对抗、预
案评比等竞赛活动83次。推
进灭火救援专业士兵职业技
能鉴定工作，鉴定考核士兵
1196名，顺利通过了公安部
消防局的审核验收。

【实战】加强对重点单位

的熟悉演练可以切实提升官
兵的协同作战能力，增强实
战经验。2015年，总队修订
重点单位灭火救援预案和跨
区域增援预案模板，制定实
战演练导调规则和评估细
则，建立支队每月4次、中队
每天熟悉演练制度。

提请省政府在全省唯一
一家百万吨以上的石化企业
（洛阳石化）开展了跨区域灭
火应急救援实战拉动演练。
总队分类组织高层、地下、石
油化工、人员密集等实战演
练7次，各地全年开展熟悉
44500 余次、演练 33600 余
次、制修订预案18200余份。

为进一步规范灭火救援
力量指挥调度工作，总队聘
请1967名地方专家学者和
部队防灭火业务骨干，建立
183个总、支、大队灭火应急
救援专家组，逐级召开专家
组联席会议。

【举措】严格执行火警与
应急救援分级规定，出台编
成作战实施办法，制定《进一
步规范灭火应急救援现场秩
序七项规定》，出台《加强和
改进灭火应急救援安全工作
十项措施》，做到分等级调
派、以编队出动、按编成展
开。

春运客车走高速发现超员
电话、短信、微博、微信都可举报

我省各地消防部门
去年开展演练3万余次

我省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巡礼之三

“清风中原”微信公众号粉丝达32万
我省多种载体传播廉政文化“清官戏”“反腐戏”各地受热捧
□本报记者 王磊 河南日报记者 温小娟

核心提示 |“这部戏对领导干部以及整个社会风气都有很好的教化功能，做官就要像暴式昭
那样心系苍生，清正为人。”1月9日晚，在省人民会堂观看新编廉政戏剧《九品巡检暴式昭》后，一
位党员干部深有感触。

该剧讲述暴式昭担任九品巡检时除暴安良的廉政故事，是继《全家福》之后我省为打造廉政文
化精品、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推出的又一力作。

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说，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内容。近年
来，在省委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我省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大力培育廉政文化新生态，不断提
升广大党员干部崇廉尚法的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底线。

在依法治国、严惩腐败的同
时，中央更加注重发挥思想道德
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加强反腐倡
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在这一
时代背景下，我省一批廉政文化
精品应运而生。

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说，《全家
福》入耳动心，引无数观众落泪，
演出超过180场，场场爆满，全省
已有4万名党员干部群众进行了
集中观看；八集文化纪录片《鉴史

问廉》从历史的兴衰之道中探寻
廉政文化的力量，为盛世鸣警钟，
为时代举镜鉴，在央视播出后获
得各界喝彩。这两部作品均是我
省打造的廉政文化绚丽名片。

他介绍，此外，豫剧《清吏郑
板桥》、《芝麻官下江南》、《曹端还
乡》等一系列老百姓爱看的“清官
戏”“反腐戏”在全省各地铺开，极
大促进了我省廉政文化新生态的
成长。

我省不断通过新媒体建设加
大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力度，
创办了“清风中原”微博、微信和
廉政周刊手机报，升级改造了纪
委门户网站，形成四位一体深度
融合的新媒体平台。

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说，新媒
体平台及时发布权威消息，通报
曝光违纪案件达到警示教育效

果。如郏县一名村干部计划为儿
子大举操办婚事，后来从平台上
看到多名干部违规操办婚丧喜庆
事宜被查处，遂打消了这个念
头。截至目前，廉政周刊手机报
受众达20万党员领导干部；“清
风中原”微信公众号粉丝达32万
人，单条信息峰值阅读量达 10
万+人次。

“清官戏”“反腐戏”在全省各地受热捧
“这正是传统的廉政文

化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
用。河南有着丰富的廉政
文化资源，充分挖掘和利用
这些资源，用优秀的传统文
化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可以
使他们在文化的浸润和艺
术的熏陶中，树立崇廉尚法
的人生观、价值观。”

——为何大家都爱看
清官戏和廉政戏？省纪委
相关负责人这样表示

廉政文化每次上演都吸引数千名群众观演

“清风中原”微信公众号粉丝达32万人
“这些平台获得社会广

泛关注，构筑起廉政文化建
设新阵地，营造着清正廉洁
的政治生态和舆论环境。新
形势下，要大力推进廉政文
化建设，在全社会筑起一道
拒腐防腐的防火墙，从源头
上根治不正之风，不断把反
腐倡廉工作引向深入。”
——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舞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原局长李洪涛
公款旅游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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