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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署之前，纪委人员
少，监督力量薄弱，办理
有影响力的案件不多，群
众满意度不高。合署以
后，1993 年办理的 1000
多件案件里，查处了县处
级干部 10 余个，科局级
干部 100多个，案件的数量和质量明显提升。让老百姓
一下子感觉到纪委的影响力这么大，增强了对执纪办案
的信心。

当时合署办公条件很艰苦，能用于办案的车辆基本
没有，甚至地区纪委委员到省里开会也都是坐班车去。

“办案就靠两条腿、一张嘴、一个本儿”，是当时办案条件
的真实写照。

合署办公，有效地解决了纪委人员不足的问题，领导
班子合二为一，后勤保障部门精减，节约出了编制，补充
了新鲜血液，大大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

打铁还需自身硬，新时代的纪检人，必须严于律己，
勤廉敬业，不忘初心，才能在反腐败的斗争中，站稳立场，
履职尽责！

清 风 正 气 荡 宛 城
——南阳市纪检监察事业40年发展回眸

各项制度不断完善。南阳市委、南阳市
纪委结合南阳实际，先后出台了《关于改进
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实施细则》《南阳
市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监督检查办法》等
规章制度，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

作风建设成效明显。不断强化领导干
部廉洁自律，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
识普遍增强，从政行为逐步规范。特别是八
项规定出台后，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守
时间节点、紧盯关键环节，持续深化作风问
题治理，清理公务用车，查处部门、单位“小
金库”，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等。

坚决纠正不正之风。1993 年以来，加
强对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的监管，实行药品
集中招标采购制度，杜绝和纠正医务人员

“开单提成”、收受“红包”等问题。运用执法
和效能监察手段，加强对国有经营性土地招
拍挂、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环保执法、安全
生产等重点领域的监督检查，坚决纠正征用
土地、城镇房屋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
中损害群众利益以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
题。开展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营服务性收
费、社团组织收费和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等专
项清理活动。对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干线
公路、农村道路建设和城乡规划进行专项监
察。

合署办公二十五载
——南阳市纪委原副书记张海泉

人 员 多 了 ，分 工 细
了，任务更明晰了，然而
责任更重了，工作要求也
更高了。个人经常感觉
到一个字：累。

原纪委的办案人员
和检察机关转隶人员有
机地整合了力量，发挥各自的优势。纪委工作人员发挥
对党规党纪比较熟悉，同时在政策攻心方面的一些优
势。和检察机关对法律业务和证据把握上相对比较熟悉
的特点进行了有机结合，确实达到了 1+1 大于 2 的效
果。今年市监委成立后办理的第一起留置案刘宝鑫违纪
违法案件，就是按照新的程序和模式进行取证，最终移送
司法机关。刘宝鑫当庭认罪悔罪，并表示服判不上诉，目
前一审判决已经生效。

短短10个月，新的市纪委监委向全市人民和上级机
关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今年 1月-10月，南阳市各
级纪委监委共对41人采取留置措施，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 55人；处置问题线索 4878件同比增长 43.3%；立案
2187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529人，同比上升25.5%，其
中市纪委监委立案47件，涉及县处级干部62人。

监察委的组建和成立，为党的反腐倡廉事业构建了
更加广阔的平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南阳纪检监察人必
将不忘初心、忠诚担当，利刃出鞘、斩腐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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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一场声势浩大的纪检监察机构改革正在全

国有条不紊地进行。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中央

纪委、监察部开始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

构名称，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两项职能。随后，

全国各地纪检监察部门合署办公陆续展开。

张海泉，南阳市纪委原副书记，从事纪检工作近 30

年，2011 年退休。作为纪委、监察局合署办公这一重大历

史事件的亲历者，张海泉回顾了当年经历的历史变化，对

当时纪检人所度过的艰苦岁月，一脉相承的勤廉作风，记

忆犹新。

主角出场

而今迈步从头越
——转隶干部范胜

面前的范胜岁数不大，看起来有些文质彬彬。虽然

他说话声音不高，语速不紧不慢，却能明显感觉到这是位

思虑缜密，熟稔法律业务的行家。二十多年检察从业的

磨砺，数量众多的反贪反渎案件的查办，对于法律手段的

应用业已驾轻就熟。

说到亲历的从检察院转隶到纪委监委的过程，他的

眼睛立时就明亮起来。南阳纪检人和检察人都会记住这

个日子：2018 年 1 月 7 日，南阳市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成

立，56 名原市检察院的精英干部转隶到新生机构。这也

标志着全省第一个市级监察委的诞生。

纪律审查方式不断改进。拓宽信访渠道，设立
了举报平台，筹划建设了百乡千村信访视频举报系
统，实现了市县乡村四级联网。创新纪律审查机
制，建立问题线索评估机制，制定了评估办法，做到
了纪法分开；建立健全查办案件组织协调机制，加
强与执法、司法、审计等机关的协作配合；对乡镇、
街道实行划分片区、统一督查、交叉办案的管理模
式，全市所有乡镇纪委实现了案件查办“零突破”，
提升了基层纪委执纪能力。

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监督效能进一步提
升。2018年市、县两级监察委员会全部挂牌成立
并启动运行，完成人员转隶、线索移交，并通过谈心
谈话、专题培训、合署办公促进思想、理念、感情、工
作的全面融合。

积极推进派驻机构改革，全覆盖目标进一步
实现。探索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模式，南阳市纪委
监委共设派驻纪检监察组 33个，实现了派驻全覆
盖，查办案件的整体合力已经形成。同时，把查办
案件与保护干部、警示教育、建章立制相结合，使办
案工作实现法纪效果、政治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
效果的有机统一，查办案件的治本作用充分发挥。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
10944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508人。

拧紧从严治党“总开关”1
党纪党规“螺丝扣”进一步拧紧，主体责

任“牛鼻子”进一步牵牢。坚持不懈地抓好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全市各级领导干
部自觉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特别是 2002年以来，
南阳市实行了“一把手”汇报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制度，市责任制领导小组每年听取各县
（市、区）委书记、市直各单位党组（党委）书
记专题汇报，听取反腐牵头部门第一责任人
工作汇报。近年来，各级党组织持续传导压
力，把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传递到基层

“神经末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层层压实、
层层落地见效。

始终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纪检
监察工作融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
40年以来，围绕撤地设市、高效农业发展行
动计划、四个带动战略、脱贫攻坚、扫黑除
恶、生态保护、“两轮两翼”战略、“九大专项”
等重点工作，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为全市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打好正风肃纪“持久战”2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南阳

市纪检监察工作在实践中摸索，在

摸索中前进，走出一条改革、创新

之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南

阳市坚决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忠诚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把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作为一个整体一

体推进，旗帜鲜明反对腐败、持之

以恒正风肃纪，纪检监察事业步入

了“快车道”，为南阳转型跨越发展

提供了有力保障。

脚步铿锵，在前进的路上每一

份荣誉都来之不易，闪耀着汗水的

光芒。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

来，南阳市纪委监察局围绕“建一

流班子、带一流队伍、创一流业绩、

树一流形象”目标，先后被授予“全

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

文明单位”“河南省人民满意公务

员示范单位”“河南省文明单位标

兵”“全省查办案件工作优秀单位”

“全省追逃追赃工作先进单位”“全

省纪检监察信息工作优秀单位”等

一系列殊荣，多次受到国家、省、市

表彰。

保持腐败问题“零容忍”3

反腐倡廉教育机制日臻健全。全市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将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洁从政教育作为
基础性工作来抓，形成了反腐倡廉“大宣教”格局。

反腐倡廉教育活动更加有效。2002年以来，
深入开展“廉内助”教育活动，开展 11次大型反腐
倡廉集中教育活动。2016年以来，建立实施党风
廉政恳谈制度，各级党员干部分层次通过对标恳
谈、照镜子恳谈、针对问题恳谈、责任恳谈，提醒在
前、教育在先，经验做法被《中国纪检监察报》《河南
日报》刊载介绍。坚持把以案促改工作作为深化标
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机制的重要举措，抓实抓
细，常态化深入推进，治本功效进一步拓展。各级
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广大党
员领导干部的作风进一步改善。

廉政文化建设常态长效。建成占地1500多平
方米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展厅，已组织全市3万多
名干部职工、学生现场接受警示教育；桐柏、唐河等
县建成红色廉政文化展馆等，分批次组织各级党员
干部现场接受教育。召开警示教育大会，通报南阳
市典型案例,用身边人身边事唤醒党员廉洁自律意
识。推进廉政文化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
业、进机关和进农村工作的深入开展，在全社会营
造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

纪检监察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坚持政治建
设引领，对标“十六字要求”，从严从实监管纪检监
察干部队伍，出台纪检监察系统工作日全天候禁酒
规定和《婚丧喜庆事宜管理办法》，实行全市纪检监
察系统全体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努力打造执纪
监察铁军。

南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王毅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南阳市纪检监察工作进一步
制度化、规范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
开展，腐败现象进一步得到遏制，防治腐败的措施
更加有力，人民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海清河晏的
政治生态已经形成，为南阳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强大政治支撑。

营造崇廉尚廉“新生态”4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恢复重建。

1978年

1979年 6月，南阳地委成立中共南阳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筹备组，1980年2月，改为中共南阳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1979年

1988年3月，成立南阳地区监察局，负责行政监察工作。

1988年

1993年4月，中共南阳地区纪委与南阳地区监察局合署办公。

1993年

2013年 12月 26日，南阳市预防腐败局挂牌，与中共南阳市
纪委、南阳市监察局合署办公。

2013年

2018年 1月 7日，南阳市监察委员会揭牌成立，与中共南阳
市纪委合署办公。

2018年
画外音

主角出场

在南阳市纪检监察历史中，体制改革主要经

历两个时期，一次是 1993 年，另一次是 2018

年。记者找到了在这两个特殊节点上的两位见

证人，从个人的视角予以记录。

2018年1月7日，南阳市监察委员会揭牌成立

南阳市主要领导参观南阳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展厅

南阳市纪委监察委主要领导到西峡县丹水镇三里庙村调研

反腐倡廉现代豫剧《子夜惊梦》全省巡回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耿磊 吴瑞

南阳撤地设市后，1994年 11月 8日，中共南阳市纪委正式
挂牌。

199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