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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十四版）
七十三、新蔡县 D410000201806130044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新蔡县栎城乡杜庄村

委郑土楼村，1.村里面有两家养猪厂，粪便污水

直排小河里，造成地下水污染。2.郑土楼村杨

凡书记，土路复耕拍照骗国家钱，照完相以后又

在复耕地路上建房子。

调查核实情况：（1）举报人举报的新蔡县栎
城乡杜庄村委郑土楼村，有两家养猪场粪便污
水直排小河里造成地下水污染问题。经调查，
被举报的两家养殖场，第一家养殖场负责人郑
继书，男，65岁，系新蔡县栎城乡杜庄村委郑土
楼村居民，郑继书于 2015 年在自家院中建设
猪圈 3个，养殖面积 20平方米，开始养殖，现存
栏养殖仔猪 9 头。第二家养殖场负责人郑效
峰，男，56岁，系新蔡县栎城乡杜庄村委郑土楼
村居民。2013年郑效峰的父亲帮别人看门，其
家中有3个闲置猪圈，养殖面积20平方米，便让
郑效峰在闲置猪圈里养猪，现存栏养殖生猪 8
头。被举报的两个养殖户均未建设任何污染防
治设施，猪舍均建在自家院内，两家均实行干清
粪，有少量养殖废水废渣直接排入该村群沟内，
现场检查时排污口有少量养殖废水流出，群沟
内有废水排放迹象。举报属实。（2）举报人举报
的郑土楼村杨凡书记，土地复耕拍照骗国家钱，
拍完照片后又在原地建房问题，经调查，建房举
报属实，系杜庄村委主任杨公成私自建设的一
间小房。

处理及整改情况：（1）两家养殖户立即停
养，对已外排的污染物进行清理，现已清理到
位。（2）将复耕地建房立即拆除，恢复原貌，并进
行复耕。目前已拆除复耕到位。

问责情况：（1）对栎城乡党委书记进行了组
织约谈。（2）给予栎城乡杜庄村委主任杨公成行政
警告处分，杜庄村委巡查员郑彬行政记过处分。

七十四、新蔡县 D410000201806130051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新蔡县栎城乡杜庄村，

1.环卫工人把垃圾堆放到村南鱼池里进行焚

烧，污染环境。2.党委书记不负责任，弄虚作

假，搞形式主义。

调查核实情况：（1）对举报人反映的新蔡县
栎城乡杜庄村委环卫工人把垃圾堆放到村南鱼
池里进行焚烧，污染环境问题。据调查了解，
2018年 1月 11日栎城乡垃圾清运工作由祥宇
物业有限公司承包，2018年 1月 11日承包前存
在环卫工人把垃圾堆放鱼池边并焚烧现象。负
责杜庄村委垃圾清运工作的环卫工是祥宇物业
有限公司员工郑法，男，57岁，河南省新蔡县栎
城乡杜庄村委郑营三组居民，举报提到的鱼池
位于新蔡县栎城乡杜庄村委，是栎城乡、涧头
乡、棠村镇三乡盲点交界处，该鱼池是以前烧砖
窑时留下来的窑坑，现场查看仍有少量秸秆和
生活垃圾。举报属实。2018年 1月 11日祥宇
物业有限公司接管后，不再让居民向该鱼塘倾
倒垃圾、堆放秸秆。（2）对举报人反映的“党委书
记不负责任，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的问题，县
政府决定对栎城乡党委书记组织约谈。

处理及整改情况：（1）对举报人反映的新蔡
县栎城乡杜庄村委环卫工人把垃圾堆放到村南
鱼池里进行焚烧，污染环境问题，栎城乡人民政
府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该鱼池及周边垃圾进行
清理打捞，消除对地表水及周围环境的影响，目
前已清理整改到位。（2）对举报人反映的“党委
书记不负责任，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的问题，
县政府对栎城乡党委书记进行了组织约谈，要
求工作要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一心为民，对群
众反映的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要认真对待、端
正态度，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做一个合格
的党员领导干部。

问责情况：（1）对栎城乡党委书记进行了组
织约谈。（2）给予栎城乡杜庄村委主任杨公成行政
警告处分，杜庄村委巡查员郑彬行政记过处分。

七十五、漯河市舞阳县 D410000201806130059
反映情况：漯河市舞阳县北舞渡镇派出所向

东 400米，有一家养殖场，粪便废水气味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接到交办件后，漯河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责成舞阳县调查处理。
舞阳县政府迅速行动，成立了由县政府分管农
业农村工作副县长为组长，县畜牧局局长为副
组长，县畜牧局、县环保局、北舞渡镇政府有关
负责人为成员的调查处理领导小组，立即展开
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组详细调查，举报件所
反映情况属实，且该举报件与交办漯河市的第

12批D410000201806110051号信访举报件反
映的为同一家养殖场。被举报养殖场名为“舞
阳县北舞渡镇素贞养殖场”，工商营业执照注册
号 411121620001581，法定代表人李素珍，设
计养殖规模为年出栏仔猪3500头，现实际存栏
母猪120头，根据《河南省畜牧局 河南省环境
保护厅关于调整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的通知》
（豫牧〔2017〕18 号）规定的标准，该养殖场属
于规模化养殖场，办理有环评手续和工商营业
执照。治污设施方面，建设有沉淀池2800立方
米，粪棚370立方米，干湿分离机1台，处于正常
使用状态。该养殖场沉淀池未建成投入使用
前，曾将养殖废水排入养殖场北侧的小池塘，
2016年 10月沉淀池建成投用后，养殖废物经过
干湿分离、沉淀后，通过污水管道输送到所承包
的田地用于灌溉，猪粪用作肥料，养殖废物实现
了综合利用，不再外排，通往池塘的排污沟沟口
也已封堵。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是责令该养殖场将
原来废弃的通往小池塘的排污沟彻底填平，
已整改完成；二是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
则，责令该养殖场将小池塘所有废水抽回沉
淀池，然后拉土填封小池塘，目前已封填完
毕，完成整改任务；三是责令该养殖场对照环
评要求查漏补缺，进一步完善各项环保措施，
6 月 15 日已落实到位；四是舞阳县环保局依
法对该养殖场违法排污行为进行处罚，处以 3
万元罚款；五是责成北舞渡镇政府举一反三，
对全镇所有养殖场（户）进行全面排查，特别
是对学校、居民区、村庄等人口密集区域进行
重点排查，摸清底数，集中治理，杜绝此类现
象再次发生。

问责情况：经舞阳县北舞渡镇党委研究决
定，给予文昌街村村委主任、网格长张元松党内
警告处分，给予监督员侯国辉党内警告处分，给
予网格员、巡查员郭玉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七十六、许昌市长葛市 D410000201806130040
反映情况：许 昌 市 长 葛 市 老 城 镇 尹 家 堂

村，诉求人之前是做塑料加工的，2017 年 3 月

份已经停产。2018 年 6 月 10 日下午环保部门

的工作人员 21 人到诉求人家里，把机器拉走并

毁坏，价值 16 万元左右，希望相关部门能处理

该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
属实。其反映的机器被拉走情况属实，毁坏其
机器情况不属实。

长葛市老城镇政府在 2017 年 7月排查整
治“散乱污”企业时，发现诉求人废旧塑料加工
厂无工商、环保手续，生产过程中废水、废气未
配套任何污染防治措施，污染物直接外排，属
于“散乱污”企业，对其采取了切断生产供电、
生产设备移位、拆除清洗池措施。2018年 5月
开展“散乱污”整治回头看时，发现其擅自将拆
除的设备恢复安装，用电记录表明其直至
2018 年 5月一直存在生产现象。老城镇政府
向其下达了限期拆除告知书，要求其 6月 1日
前自行拆除。6月 10日 16时，长葛市环保局 3
名工作人员配合长葛市老城镇政府 4 人及村
组干部 6人共 13人依法对该“散乱污”企业进
行强制拆除，却遭到诉求人夫妻阻挠，老城镇
政府报警后公安部门介入。为避免诉求人擅
自恢复生产，根据“两断三清”要求，老城镇政
府决定将其破碎和熔化造粒设备拆除并运离
其厂区存放在该村大队部，不存在损坏机器现
象。目前，因诉求人涉嫌暴力阻挠执法，长葛
市公安局正调查处理中。

处理及整改情况：严格落实河南省、许昌市
关于关闭取缔“散乱污”企业及《长葛市2018年

“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回头看”实施方案》要
求，不断加大“散乱污”违法企业整治力度，各部
门齐抓共管，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发现一起，取
缔一起，决不姑息迁就，确保整治取缔到位，彻
底消除“散乱污”企业。

问责情况：无。
七十七、许昌市东城区 X410000201806130025
反映情况：许昌市东城区天宝河源头的腾

飞花园内，有一个长达一里多的河流，多年来无

人清淤治理、监管过问，如今污泥浊水、杂草没

河、枯水发臭、蚊蝇遍地。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
属实。2018年 6月 15日，东城区组织人员进行
了现场调查，该河道有浮萍和杂草存在，群众投
诉的“杂草没河”基本属实；“多年来无人清淤治

理、监管过问，如今污泥浊水、枯水发臭、蚊蝇遍
地”等不属实。该小区腾飞物业公司定期对河
道进行维护治理，且有相应工作记录和图片，水
质检测表明该河段水质主要指标能够达到地表
水Ⅳ类标准。

处理及整改情况：由东城区社区局牵头，腾
飞花园小区物业具体负责对河道进行集中治
理，物业公司增买雨裤、渔船，安排 30余人，对
河道中的浮萍、水草及沿岸杂草进行清理。截
至 2018 年 6月 16 日，该河道清理工作已经完
毕，河道无杂草浮萍，水质清澈。

问责情况：无。
七十八、平顶山市新城区 D410000201806130087/

X410000201806130026
反映情况：平顶山新城区龙翔大道，常绿大

悦城小区 21 号楼 1 楼西南户地下室是个配电

室，24小时低频噪音扰民。

调查核实情况：反映“平顶山新城区龙翔大
道，常绿大悦城小区 21号楼 1楼西南户地下室
是个配电室，24小时低频噪音扰民”问题部分
属实。经现场调查，该小区 21号楼 1楼西南户
地下室确实建有配电室并产生低频噪音。但国
家没有低频噪音相关监测标准，且该配电室设
置位置符合《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16-2008）。

处理及整改情况：调查组现场要求物业公
司加强对该配电室运行管理，定期检查输配电
设施运行情况，防止因配电设施带病运行发现
不及时，而加重噪音扰民现象。

问责情况：无。
七十九、平顶山市鲁山县 D410000201806140002
反映情况：鲁山县尧山镇马公店村，之前

村里把生活垃圾倒在河里，一直没有清理，污

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鲁山县人民政府调查核
实：反映的问题属实。2018年 6月 14日，尧山
镇政府、县河务局、县住建局组织人员对尧山镇
马公店村河段进行全面排查。经排查发现，在
尧山镇马公店村G311国道北安居宾馆房后60
米处的河床上，积存有少量生活垃圾，其他位置
未发现。

处理及整改情况：2018年 6月 15日，鲁山
县河长制办公室致函尧山镇政府（《鲁山县河长
制办公室关于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任务
交办单〉问题进行督办的函》鲁河长办函〔2018〕
8号），要求尧山镇政府切实落实河长制有关工
作要求，立即整改，加密巡河频次、加大督导力
度，坚决杜绝各类污染水环境、破坏水生态现象
发生。6月 15日，尧山镇政府组织镇水利站、村
镇中心、环保所等单位工作人员和马公店村河
长对河床上积存的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处理，目
前已完成清理。

问责情况：针对日常巡查工作不力导致该
问题发生，经尧山镇党委研究决定，对马公店村
村委会主任胡建营给予通报批评。

八十、平顶山市叶县 D410000201806130076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叶县田庄乡后李村 2

组，欧文斯艺术石场使用水泥罐，粉尘污染。6

月 12 日公示信息，说反映情况不属实，但是实

际情况是粉尘污染严重，没有除尘设备，生产车

间没有密闭，总是夜间生产。

调查核实情况：经叶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
1.反映的“欧文斯艺术石场使用水泥罐，粉尘污
染”问题，不属实。在 6月 4日接到第一次转办
后已责令该企业停止生产，故此次举报反映的

“使用水泥罐，粉尘污染”问题，不属实。2.反
映“6月 12日公示信息，说反映情况不属实，但
是实际情况是粉尘污染严重，没有除尘设备，
生产车间没有密闭，总是夜间生产”问题，不属
实。6月 12 日公示的信息是对该公司调查后
的真实情况，该厂按照环保备案要求建设有除
尘器、密闭车间，且目前已停产，不存在夜间生
产情况。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八十一、平顶山市叶县 D410000201806130093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叶县田庄乡后李村，不

同意欧文斯砖厂建在村里，占用的是耕地，希望

该厂搬迁，恢复农民的耕地。

调查核实情况：经叶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
反映的“平顶山市叶县田庄乡后李村，不同意欧
文斯砖厂建在村里，占用的是耕地，希望该厂搬
迁，恢复农民的耕地”问题属实。

（一）“平顶山市叶县田庄乡后李村欧文斯
砖厂建在村里”问题，属实。“平顶山市叶县田庄
乡后李村欧文斯砖厂”即平顶山市欧文斯建材
有限公司，该公司位于后李村北，确实靠近住宅
区。根据该公司在“双违”清改备案时所做的项
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和现场调查情况，
建设地点虽紧邻居民区，但《现状环境影响评估
报告》及评估结论中对紧邻居民区情况，未有明
确的建议和要求。

（二）“占用的是耕地”问题，属实。经叶县
人民政府初步查明，该宗地位于叶县田庄乡后
李村村北，叶县国土局在 2018年 2月份发现该
企业生产区北面建起的仓库和展厅，占用林地
面积 5893平方米，系未经批准、非法占地。现
场调查后，叶县国土局于2018年 5月 15日对该
企业下达了土地行政处罚决定书（叶国土资罚
〔2018〕第 60号），目前正在按照《行政处罚法》
规定的行政处罚程序向前推进。

（三）关于举报人提出的要求该企业“搬
迁”的诉求，因该企业有环保备案手续，已落实
了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建议，
叶县环保局对于该企业存在的擅自加装烘干
房的行为已依法立案查处，企业对烘干房也已
进行了拆除，拆除时已停产。从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角度，要求该企业搬迁暂无相关法律依
据。但该企业目前自愿搬迁，且已于 6月 18日
下午开始将主要生产设备进行拆除，预计 6月
底完成。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八十二、平顶山市宝丰县 D410000201806130098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宝丰县周庄镇上河村，

康军伟开一个石料厂，没有环评手续，运输时沿

路抛撒，粉尘污染，噪声扰民。

调查核实情况：经宝丰县人民政府调查
核实：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2018 年 6 月 14
日下午，宝丰县环保局执法人员会同宝丰县
周庄镇人民政府执法人员在宝丰县周庄镇上
河村，对康军伟石料厂进行调查，该石料厂位
于宝丰县周庄镇上河村村西，于 2018 年 4 月
开工建设，未办理环评手续，目前处于建设阶
段，未投入生产。经现场调查认定宝丰县周
庄镇上河村石料厂为“散乱污”企业，应依法
予以取缔，宝丰县环保局于 2018 年 6月 15 日
向其下达宝环监字〔2018〕6019 号监察通知，
要求其立即拆除设备，严格按照“两断三清”
规定标准拆除到位。

处理及整改情况：2018年 6月 14日夜至 6
月 17日上午，周庄镇人民政府与宝丰县环保局
按照“两断三清”标准，依法取缔了该石料厂。

问责情况：针对因工作不力、巡查不到位，
导致上河村出现“散乱污”现象，周庄镇人民政
府决定对该镇三网办主任李健红给予行政警告
处分；对周庄镇上河村党支部书记李广建诫勉
谈话。

八十三、平顶山市宝丰县 X410000201806140008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宝丰县东西大街脏乱

差现象严重，建筑杂乱无章，路面坑洼不平，污

水排网不畅，从盖板溢出到地面。

调查核实情况：经宝丰县人民政府调查核
实：反映的问题，属实。经调查，反映的宝丰县
东西大街（实为宝洲路），全长 1.28 公里，是宝
丰县最早的城镇中心主干道。受人口增长、原
设计标准低等原因影响，该路段脏乱差现象严
重，建筑杂乱无章，路面坑洼不平，污水排网不
畅，基础设施年久老化，问题较为突出，反映问
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2018年 6月 15日，县住
建局市政处、环卫处分别组织人员对宝洲路开
展管道疏通与垃圾清理工作，整个工作预计 15
日内完成。截至 6月 17日，共疏通管道 300余
米，清理垃圾淤泥 50余立方米，剩余清淤及管
道疏通工作将于6月底前完成。

为了全面改善老街形象，进一步完善基础
设施，2018年 6月 15日，宝丰县与中城建第十
工程局集团签订了宝丰县市政道路及绿化建设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项目实施后，将从根本上
解决宝洲路脏乱差问题。

问责情况：分包宝洲路段的县住建局市政
处工作人员赵延伟因监管不到位、工作措施不
力，导致宝洲路脏乱差现象较为突出。2018年
6月 15日，经县住建局党组研究决定，给予赵延
伟行政警告处分。

八十四、焦作市孟州市 X410000201806070059（*）/
X410000201806070060/X410000201806070061/
X410000201806070062（*）/X410000201806070063/
X410000201806070064/X410000201806070065/
X410000201806080062（*）

反映情况：X410000201806070059 等 8 个信

访举报件举报对象为同一企业，为重复举报案

件。主要举报问题为：焦作市孟州市河阳办事处

缑村村民薛全保（又名薛保米），其名下 2 个厂。

一个从事无纺布塑料加工制作（白蕙无纺布工艺

制品），离村小学 50 米，产生大量的颗粒物、灰

尘，直接排放到空气中，因怕查处，深夜生产，严

重扰民。另一个是印刷厂，属于三无企业，与小

学仅隔一条马路，印刷厂产生大量的工业废水，

印刷废料，不经过任何处理，直接排入下水道（有

图为证）。本人多次向焦作市孟州市环保局实

名举报，均未得到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属实。
薛全保，系孟州市河阳办事处缑村村民，其

经办企业为孟州市百惠工艺包装制品厂，薛全
保为法定代表人。

该企业有南、北两个厂区。其中，南厂区为
年产10万条钢丝包加工项目，位于孟州市缑村
小学西侧，该项目建于 2007年，占地约 600平
方米，于 2007 年通过孟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
（孟环管〔2007〕026号），生产工艺为将外购无
纺布、PVC膜、钢丝等原材料剪裁、制作、粘贴
后制成成品，现场有裁剪机 1 台，缝纫机等设
备 10台，小型印刷机 1台，使用水性油墨，经鉴
定毒理学信息为无毒，但环评手续中未审批印
刷工艺。

北厂区为年加工 30万件无纺布包装制品
项目，位于河阳办事处缑村东环路 82号，学校
北 50米，建于 2017 年，占地 500平方米，该项
目有环保备案（孟环备〔2017〕03号），生产工艺
为将外购原料无纺布剪裁、与拉链缝纫后制成
包装袋，生产车间未发现大量颗粒污染物，院内
有一小水池，用于清洗年产10万条钢丝包加工
项目的小型印刷机模板，清洗废水间歇外排至
村内硬化排水沟。

2018年 5月 29日，孟州市环境保护局在接
到群众举报（12369环保举报热线转办）后，对
该厂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其未经环评审批擅自
建设印刷工段，未安装 VOCs 收集处理设施，
现场有异味产生。针对其批建不符及未安装
VOCs收集处理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孟州市
环境保护局现场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决定
书》（孟城罚责改〔2018〕第 028 号），同时对该
厂进行立案查处，要求其停止印刷工段生产，
限期拆除。6月 1日，孟州市环境保护局对该
厂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孟环
罚先告字〔2018〕第 30号）。6月 11日，孟州市
环境保护局依法对其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
书》（孟环罚决字〔2018〕30 号），处罚金额 2.3
万元。

举报件中反映的“一个从事无纺布塑料加
工制作（白蕙无纺布工艺制品）”实为孟州市百
惠工艺包装制品厂北厂区，2018年 6月 9日，现
场检查时该厂正在生产，未发现大量颗粒物、灰
尘产生。通过对缑村小学负责人及厂区周边居
民走访调查，未反映深夜生产、严重扰民现象。

经调查，举报件中反映的“另一个印刷厂”，
实为孟州市百惠工艺包装制品厂年产 10万条
钢丝包加工项目中的一个工段，有 1台小型印
刷机。该厂办理有工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2410883MA416579XU,不属于三无
企业。该厂有少量清洗废水间歇排入村内硬化
排水沟。

2018年 6月 9日，孟州市环境保护局委托
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厂区废水池中水样进行
检 测 ，检 测 结 果 为 ：COD38mg/L, 氨 氮
0.22mg/L，总磷 0.184mg/L，达到《蟒沁河流
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776-2012）。
同时对该厂周边 5处地下水进行取样检测，检
测结果显示，5个地下水样除总硬度外各项指
标 满 足 《 地 下 水 质 量 标 准 》（GB/T
14848-2017）中Ⅲ类水标准。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孟州市百惠工艺包
装制品厂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建设印刷工段的违
法行为，孟州市立即对其印刷工段进行拆除，目
前已拆除到位。

问责情况：对孟州市环境保护局城区分局
负责人庞景明给予通报批评。③5

所谓“两法衔接”，是行政执法和
刑事司法相衔接的简称，是指由检察
机关会同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
察机关、行政监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
机构依照各自的法定职能实行的，将
行政执法中查办或发现的涉嫌犯罪案
件移送侦查机关审查，及时启动刑事
追究程序的协同联动工作机制。持续
推进“两法衔接”机制，对整顿和规范
市场经济秩序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
义。近年来，新乡原阳县检察院认真贯
彻落实上级院关于加强“两法衔接”的
工作要求，以“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
为依托，扎实开展侦查监督工作，不断
提升信息转化能力，严厉打击了刑事犯
罪，促进了公正规范执法，也促进了整
体工作的发展。侦查监督工作连续两
年全市第一。该院的主要做法是：

创新工作机制，破解监督难题。该
院依托“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实现

行政执法案件从行政执法机关线索的
受理、立案、处罚、移送，再经公安、检
察、法院整个环节的规范化和监督化，
可以形成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的工作格
局，保证案件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处理。
在侦查监督工作中，该院创新工作机
制，紧盯执法办案需求，坚持问题导向，
多次与工商、税务、食药监、烟草、林业
等行政执法机关沟通交流，积极探索推
进“两法衔接”工作发展新机制，逐步形
成了“依托一个平台、注重两项监督、实
现三个转变、建立四项制度”的“1234”
工作方式，有效破解了行政执法监督难
题，使“两法衔接”工作逐渐成为原阳检
察拓展侦查监督职能的新载体。

加强日常审查，注重线索研判。“两
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关键在于运用，坚
持日常审查是发现线索的基本途径。危
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
启动后，该院在日常审查平台录入行政

处罚案件信息时，发现案件线索后，该院
会同县公安局、食药监局，以“短、平、快”
的方式，对其进行突击检查，通过固定
证据，锁定犯罪行为。该院向县食药监
局发出《检察建议书》，监督食药监局及
时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该院开启了
检察、食药监联合保障食品安全的新模
式，保障了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加强联动配合，打造整体合力。定
期召开有关部门的联席会议，统一认
识，共同研究执法过程中遇到的新情
况、新问题，制定相应对策，并以指导意
见或会议纪要等形式，及时下发，以保
持对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去年
以来，通过“两法衔接”平台，加强与公
安、工商、烟草等部门相互联动，互通信
息。去年全年录入行政执法案件 153
案，行政立案149案，行政处罚141案，
移送公安机关12案受理12案，公安立
案7案，起诉3案判决3案。 （白文斌）

浅析“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应用效果和创新研究 今年以来，偃师市财政局采取四项
举措深化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为财政科学化管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一是压实责任。局党组坚持发挥“头雁
效应”，示范带动促履职尽责。建立全面
从严治党工作台账，细化责任清单 30
项，形成全覆盖分级责任体系。二是从
严管理。贯彻落实“三重一大”事项决策
制度，局内重大事项决策由局党组集体

研究决定，派驻纪检组全程参与监督。
三是注重家风。持续开展“讲家史、立规
矩、正家风、传家训”集中教育活动，深入
干部职工家庭进行“廉政家访”，以良好
家风促党风、带政风、正民风。四是改进
作风。印发政府采购监督员工作制度，
规范采购行为，促进廉政建设。严格工
作纪律，对违规违纪行为给予通报、批
评、谈话等处理。 （王景伟 吉晓枫）

四措并举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为进一步加强廉洁自律工作，深化
反腐倡廉教育，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按
照纪委落实“两个责任”的要求，偃师市
工商局党组成员对机关科室和工商所
（队）负责人进行了廉政约谈。约谈针
对工作纪律方面禁止性规定执行中易
出现的一般性和倾向性问题进行剖析，
并结合纪委通报的典型案例，对各负责
人开展案例警示教育，认真吸取身边的

案例教训，筑牢拒腐防变防线，始终保
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清醒的政治头脑，
切实做到严于律己、洁身自好。通过开
展廉政约谈，各级中层干部表示，将始
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守政治纪
律、劳动纪律、作风纪律、廉洁纪律，落
实八项规定，筑牢思想根基，推进作风
持续向善向好，弘扬清新简约、务本责
实、风清气正的良好风尚。（欧阳广华）

偃师工商对中层干部开展廉政约谈

为认真落实各级纪委坚持

标本兼治，推进以案促改工作，

6 月 11 日，登封市供电公司正

式启动以案促改暨全面从严治

党警示教育月活动。该公司要

求全体干部职工必须认清全面

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的新形势，认真剖析

典型案件，针对剖析出来的问

题，查找岗位风险点，制定防控

措施，开列问题清单，建立整改

台账，不定期督导检查。同时，

严格落实工作方案要求，细化

工作责任，按照时间节点，抓牢

关键环节，提高工作实效。

（宋丹丹）

登封市供电公司

开展“以案促改”警示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