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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身边熟悉的人做反面教材最
具震慑力，最具有现实教育意义，最
易入脑入心。”南阳市政协副主席庹
军说，这些反面教材曾经都是南阳响
当当的人物，因为没有把握好底线，
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可要引以为
戒。

在以案促改中，要想取得好的教
育效果，案件选取至关重要。南阳市
纪委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案件
进行全面排查梳理，确定了涉及24个
市直单位和12个县区的77件涉及县
处级干部典型案例。在向36个重点
案发单位发放《以案促改通知书》的
同时，配套发放了处分决定书、判决
书、个人检查或忏悔录等相关材料。
同时，各县区同步筛选乡科级干部典
型案例490件，其他党员干部典型案
例 842件，确定 255个发案单位作为
以案促改的重点。

为扩大以案促改的覆盖面，南阳
市纪委从大量案件中精心选取县处
级、乡科级和村组干部三个层次的典
型案例，拍摄了《迷失的权力》三集系
列警示教育片，作为警示教材，要求
在全市各级党员干部中分层次组织
集中观看，观看后逐人对照剖析，逐
人进行整改。

“触目惊心，针对性很强，一些行
为以前只知道是违纪，但不知道是违
法。”西峡县一名村干部看完《迷失的
权力》，主动上缴了据为己有的30多
万元集体经济收入。

南阳市纪委法规室副处级纪检
监察员李雨晴告诉记者，通过系列组
合拳，最终实现了警示教材“四结
合”、以案促改“四延伸”，即省纪委筛
选典型案例、市纪委筛选典型案例、
各级各部门筛选典型案例和《迷失的
权力》典型案例相互结合；以案促改
工作延伸到市直机关各支部、延伸到
县区直单位各支部、延伸到乡镇（街
道）、延伸到村（社区），确保以案促改
全覆盖、无遗漏。

实现警示教材“四结合”、
以案促改“四延伸”

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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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家庭意外致贫

若不是2008年的一场意外，张淑兰和丈
夫本该是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2008年，家
中的独子在惠州打工期间遭遇劫匪抢劫，不
幸遇难，年轻的儿媳留下两个嗷嗷待哺的孩
子回了娘家。

“整个人都傻了，泪也快要流干了。”张
淑兰说，儿子去世的时候只有24岁，那一瞬
间，她觉得天都塌了。可是看着不到两个月
大的孙子，两岁多的孙女，实在不忍心放
弃。要强的张淑兰打起了精神。

打工和种地是张淑兰一家的主要收入
来源，最少的时候18亩地，最多的时候租种
40亩。儿子没有出事前，他们夫妻两个在家
种地，儿子出门打工，家中生活一直过得不
错，是村里最早一批盖上二层小楼，购买旋
耕耙等农机设备的家庭。

“儿子出事之后，我们把家里能卖的都
卖了，抚养两个孩子长大。孩子们慢慢长
大，我们老两口越来越着急，没钱咋让孩子
上学，和城里孩子一样受教育呢？”张淑兰
说，一次学校老师打电话说孙女在舞蹈上有
天赋，原本该高兴的她却在地里哭了一下
午，“不能因为没钱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她
决定出门打工挣钱。

2010年，48岁的张淑兰和51岁的丈夫
出门打工，建筑工人、保安、清洁工、鞋厂的
工人……只要能挣到钱，夫妻俩什么苦都
吃。“即使在外打工，家里的庄稼夫妻俩也没
有丢下，每年收完秋种完麦子后出门打工，
收麦时回来收麦种秋。

2015年，村里通过投票，一致通过张淑
兰一家为贫困户。“她们从来没主动申请过
低保、贫困户这些政策。村小组主动替他们
做了申请。”高岗村村支书贺小五告诉记者。

不等不靠主动脱贫

“365天这夫妻俩天天忙得像停不下来
的‘陀螺’。附近村里不种的地他们都租过
来种，天天在地里忙活，那么壮的劳力，累得
像泥一样。第二天一早照样上工不耽误。”
张淑兰留给村里人的是这样的印象。

为什么不停下来歇一歇，那样干不累
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张淑兰笑了笑说：“我
攒着劲儿要摘掉贫困户的帽子，人只有干才
能摆脱贫困，只有拼命干，才能有奔头儿。”
支撑着张淑兰一家的是早点脱贫的信念。

生活总不辜负勤劳的人，张淑兰一家的
生活在去年出现了转机。

去年2月，出门打工十余天的张淑兰从
堂妹那里听到了国家储备林扶贫项目，仔细
盘算了一番后，张淑兰毅然辞掉了建筑工地
的活儿，回到村里开始租地，准备国储林项
目。

“只要把这些树木种活，符合标准后，国
家会给土地补贴和树木补贴，不愁收入。”在
村里的帮助下，张淑兰共流转了118亩土地，
种下了白蜡、法国梧桐等树苗，今年五一前
后就将进入验收期。为了能够增收，张淑兰
还在林地里套种了蒜苗、黄花菜等蔬菜，长
成后也可以卖点钱。

帮助张淑兰一家在去年顺利脱贫的关
键是7月份家庭旅馆的开业。高岗村有一个
规模较大的驾校，汇集来自全国各地前来考
驾照的学员。

“一天中午在地里干活，路边有人问我
附近有没有家庭旅馆可以住宿。我一想家
里的空房间收拾下就能住，就把客人领回了
家。”张淑兰说，那时，她意识到这是个不错
的“生意”。去年 7月 23日开业到今年 2月
份，收入有近两万块钱，最多的时候43张床
全满员。张淑兰的家庭旅馆离驾校不是最
近的，周到的服务却让这里生意特别好。在
村里的帮扶下，她凭着自己的努力，在2017
年年底主动提出脱贫，比原定的计划提前了
两年。

“去年11月，她找到村里说要脱贫。我
们都说让她再考虑考虑，毕竟国储林和家庭
旅馆刚起步，这两个项目的成本还都是问亲
戚朋友借的；两个老人年纪又大，等稳定下
来再说。可她来了好几趟，坚持要把自己的
名字划掉。”贺小五说张淑兰在脱贫的事情
上，很是坚决。

为什么要坚持脱贫，张淑兰骄傲地说：
“家里的贫困有原因，但不能拿这个当借口，
一直伸手问别人要，等着政府帮我脱贫。我
也得给孩子们做好独立自强的榜样。”说起
两个孩子，张淑兰眼睛里充满了希望。8

“深入剖析案例，对个人是警醒，
对组织是启示。”南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庞景玉深有感触地说，近年来
全市法院出现的以宋黎晓等为代表
的一些违法违纪案件，暴露出我们在
党风廉政建设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
亟待改进和加强。

以以案促改为契机，南阳市各级
各部门针对剖析整改阶段查摆出的
廉政风险点和制度漏洞，对不能适应
新形势新要求的制度进行清理，对需
要进一步完善的制度进行修订完
善。同时，要求各级各部门集中调整
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和权
力运行流程图，确保能够与整改完善
后的制度相适应。

南阳市盐业管理局取消食盐零
售资质许可事项，修订了行政职权清
单、行政执法流程图和责任清单；南
阳市粮食局修订了公务卡管理办法、
明确了接待用餐标准……自以案促
改去年7月份开展以来，全市累计废
止制度 326项，修订制度 1667项，新
建制度1420项。

以案促改不是一阵风，而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的长期任务和常态措
施，南阳市纪委在全省率先探索建
立以案促改常态化、制度化工作机
制，进一步规定了案例筛选、警示教
育、剖析整改、建章立制等的职责分
工和方法步骤，细化了案发单位和
没有案件的单位开展以案促改工作
的具体程序，明确了对工作不实导
致重复发案的单位责任人进行问责
追究的有关办法等，推动以案促改
工作常态长效。

南阳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王毅告
诉记者：“通过加强以案促改工作，增
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推动形
成权力配置科学、规范运行的良性局
面，在强化不敢腐的基础上构建不能
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从而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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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以案促改常态长效

废止制度326项，修订制
度1667项，新建制度1420项

南阳易地扶贫搬迁

84个集中安置点全面开工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3月 22日，记者
从南阳市发改委了解到，今年该市计划新建的84个易
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已全面开工建设，2019年春节
前，4707户贫困家庭将迁入新居。届时，南阳“十三五”
时期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将全部完成。

近年来，南阳对散居在深山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及
丹江口水库淹没区的贫困人口，实施“出山离库”，让群
众彻底搬出“穷窝”。“十三五”期间，南阳计划实施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14100户48396人，涉及8个县85个乡镇
989个行政村。

截至今年1月底，南阳市共投入19.26亿元，已建成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171 个，搬迁安置 9393 户
33921人，“十三五”时期目标任务完成率达到70%，工
作进度居全省前列。今年，该市还将投入8.69亿元，新
建84个安置点，计划10月底完成建设任务。

住得好，还得能致富。为解决迁出贫困群众的后顾
之忧，南阳打出产业扶持、安排就近务工、光伏扶贫、扶
贫车间就业、政府兜底等“组合拳”，搬迁群众生产生活
发生了显著变化，脱贫率达47.9%。

“今年新建安置点全部建成后，南阳所有已建成的
安置点还将实现‘光伏+扶贫车间’全覆盖。”据南阳市发
改委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市在已建成安置点，围绕切纸
加工、畜牧养殖、香菇种植、艾草加工等产业，共建成扶
贫车间228个，吸纳4389户搬迁户稳定就业。在99个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还建成了村级小电站，实现并网发
电，共覆盖搬迁户6382户。8

西峡

3147万重奖工业发展功臣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封德 杨豆豆）
仲景宛西制药公司奖金251万元，西保集团奖金198万
元，龙成集团奖金 449万元……3月 23日,在西峡县召
开的工业振兴发展会议上，该县对114家星级企业、22
家规模以上企业、6个工业发展“三强、三快”乡镇先进单
位和企业进行表彰，奖励总金额达3147万元。

对先进企业进行奖励是西峡县多年的传统,为支持
工业企业发展，激发企业家创业热情，该县实行县级领
导分包责任制，每位县领导联系一个产业、一个乡镇、一
个企业，分包一至三个重点项目，为企业解决发展难
题。不仅如此,西峡县还积极吸纳企业家中的先进分子
入党，举荐优秀的企业家当选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劳动模范，使他们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得实惠、生
活上受关怀、社会上受尊重、法律上受保护，鼓励企业家
干事创业。

良好的发展环境为西峡县工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保障，去年年底，全县工业产值、增加值分别完成
521亿元、130亿元，增长13%、10.4%；其中规上工业产
值、增加值分别完成 458亿元、117亿元，增长 13.5%、
11%。工业品出口突破 10 亿美元，出口额占全市的
54%。全年新增星级企业34家，总数达到114家，实现
逆势上扬。8

镇平

“四支力量”抱团助脱贫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段士印 陈新

镇平县高丘镇四山村贫困户张福志爱人有残疾，两
个孩子上学，母亲八十多岁患有慢性病，常年靠药物维
持，生活捉襟见肘。“生活的改变要从县里的帮扶讲起。”
3月 24日，张福志感激地说：“帮扶干部帮忙办理了低
保、残疾补助，又帮俺申请了到户增收、公益岗位、危房
改造项目，后来又鼓励俺发展养鸡项目，今年家里净收
入一两万元，这才度过了难关。”

镇平县是国家秦巴片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共有
重点贫困村91个，贫困人口48496人，脱贫攻坚任务很
重。去年以来,镇平在全县党员干部中间开展“千名干
部助脱贫”活动，组织6000余名县乡党员干部与贫困户
结对帮扶，同时，选派106名驻村第一书记，91个驻村工
作队，410个村级脱贫攻坚责任组，形成了7000余名干
部合力抓脱贫的大格局。

王岗乡管家村是远近有名的贫困村，土地贫瘠，缺
乏支柱产业。县人大机关干部王磊驻村任第一书记以
来，和驻村工作队、村级脱贫攻坚责任组经过走访调研，
最终确定以养殖、苗木花卉、光伏发电为主要内容的产
业扶贫之路。同时，依托铁牛养殖合作社、同茂苑苗木
花卉专业合作社，实现了每年贫困户分红全覆盖，并吸
纳23名贫困群众务工，年均增收1万元以上。

“我们把脱贫攻坚责任组、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
帮扶责任人四支力量拧成一股绳，统筹整合帮扶力量，
凝聚帮扶力，推动精准扶贫落地见效。”镇平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黄静说。为充分激发党员干部帮扶活力，该
县开展“四个十佳”评选活动，对受表彰的干部，优先提
拔重用，县直单位每年按照10%的比例，研究确定“优秀
帮扶责任人”，优先推荐为后备干部。去年以来，县乡两
级帮扶干部为贫困村整合涉农资金4.9亿元，引进各类
项目600余个，培训贫困人口1.5万余人次，新增农业专
业合作社167个，为9300个贫困家庭提供致富门路，带
动1.8万余名群众就业。8

信息速递

张淑兰脱贫记
□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王中献 张阳

“淑兰，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咋
走起路来还是脚底生风啊！”3月27
日，在邓州市高集乡高岗村，来串门
的邻居看着张淑兰忙个不停，开着
玩笑说。

“去年年底脱了贫，心里敞亮。再
说恁多事儿要忙，咋能不快点儿啊！”
56岁的张淑兰一边收拾着厨房，一边
笑着回应。春季天气回暖，村子附近
的驾校里又多了许多学员，张淑兰的
家庭旅馆又住进了17个客人。

她每天有太多事儿要做：她要
赶在7点左右让住店的客人们吃上
早饭；待客人们吃完早饭，照顾好因
跟腱受伤的丈夫后，她要下地给栽
种的树苗培肥；中午再赶回家准备
午饭，顺便把已经离开的客人换下
来的床单、被罩等清洗一遍……

南阳探索建立以案促改常态化机制

以贪腐为镜鉴“改”出风清气正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耿磊 薛洁原 吴瑞

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反腐倡廉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南阳市把以案促改工作作为

强有力的抓手，通过警示教材“四结合”、以案促改“四延伸”，在全市党员中实现了警示

教育全覆盖无遗漏。同时，通过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在“改”上下足功夫，采取立体式

督察、量化分值等办法全方位验收，并在全省率先探索以案促改常态化机制，扎紧制度

笼子，促进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良性运行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红红脸，出出汗，聚光灯下，自曝家“丑”，互
相揭“短”，这样的情景，在以案促改专题民主生
活会和组织生活会上彰显得尤为激烈。

据南阳市委一位主要领导透露，在民主生
活会召开前，市委常委会率先带头、以上率下，
经过学习以案促改要求、对照四起典型案例剖
析检查，交流谈心、撰写发言提纲等，会前做足
了“功课”。2017年8月24日，南阳市委常委召
开以案促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对于干部职工中
存在的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苗头性和倾向性问
题，发现、批评、纠正还不够及时”，“督促问责力
度还不够大”，“在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方面做得
还不够到位”……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带头开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刻查摆了市委班子及自
身存在的问题和廉政风险隐患，提出了切实可
行的整改措施，各位常委的发言和相互批评也

都见人见事见思想，直击痛点不留情面……
随后，在南阳，市县乡三级党委、党组专题

民主生活会和市县直单位党支部、村社区专题组
织生活会相继展开，围绕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
析，找准症结，深挖根源，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
改目标，推动以案促改工作成果转化。据统计，
截至目前，共查摆问题及廉政风险点8600余条，
制定整改措施7900余项。

“专题民主生活会，给每个党员一个清理包
袱、轻装上阵的良好机会，对巡视中自查的问题
认真整改，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防范。”南阳
市一名领导干部深有感触地说，人往往看不到
自己的后背，自己身上的问题往往别人发现了
自己还不能及时发现，所以虚心接受同事的批
评指正是多么必要。

如何避免走过场、花架子？南阳市纪委建
立以案促改督察制度，纪委书记亲自明察暗访，
纪委常委带队督导，在随机督导检查中，共发现
问题 37个，全部进行了督促整改。在此基础
上，又分别对 16个县区和 24个市直重点单位
开展全方位检查验收，将34项检查内容量化成
分值，工作中有创新还给予加分奖励。检查验
收结束后下发通报，对排名靠前的县区和市直
单位进行通报表扬，落后的进行通报批评，由市
纪委分管领导对排名靠后的县区和市直单位纪
委书记或纪检组长进行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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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灵魂的剖析整改

张淑兰
在自家旅馆
叠被子

两个孙子是张淑兰辛勤付出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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