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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宋兵兵 秦秀
娟）“太好了，看到安置房开工的好消息啦！”近日，洛阳高
新区丰李镇李王屯社区居民范新峰到火炬大厦办事，一进
大厅就看到了李王屯社区建设的公示信息，上面明晰列出
了项目占地、建筑面积、安置人口、当前进展等情况。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聚焦问题整改，洛阳高新区
党工委主题教育整改台账公示的大板版面在火炬大厦
一楼大厅一字排开，经全面梳理汇总的25项整改事项的
牵头领导、责任部门和责任领导，以及整改措施“时间
表”“路线图”一目了然。这些整改清单还通过微博、网
站、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同步公开，接受群众监督，让

“列在纸上”的问题逐一“落到地上”。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洛阳

高新区党工委按照“开门抓教育”的要求，深入开展“千
村万户大走访”活动，党员干部走进田间地头、大街小
巷、农家小院，同群众说“家常话”、问群众“冷暖事”，精
准掌握基层真实声音，并通过设置征求意见箱、开设专
线电话、开通网上征集渠道等方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聚力整改抓落实。随着一批惠民、暖民、亲民的好事实
事落地，党群关系进一步拉近。

发现问题是开始，解决问题才是关键。针对巡察发
现的村（居）班子不健全、不团结问题，农村“三资”管理
混乱等问题，洛阳高新区组织专项治理，通过建立整改
台账，采取动态管理、台账推进、挂账销号等举措，确保
各项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牢固树立问题导向，扎实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急
事、难事，是我们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心所在。”洛阳高新
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胡加彬说，下一步，该区将以
检视问题为关键、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坚守
初心使命，以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确保主题教育走深走实。9

□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前不久，“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主题
系列新闻发布会之洛阳财政专场新闻发布
会举行，全面展示了洛阳财政改革发展成
就，让广大群众进一步走近财政、了解财政。

紧接着，12名来自基层一线的洛阳市
人大代表又被邀请到局机关参加座谈会，征
求大家对财政工作的意见建议。同时，还通
过微信公众号、门户网站面向社会和预算单
位征求意见，发放征求意见函百余份，认真
听取群众的心声和意见。

针对社会关切的减税降费，中小微企业
的融资难、融资贵，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关
乎民生的问题，洛阳市财政局还积极进行政
策解读，回应社会关切。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
洛阳市财政局党组借鉴第一批主题教育成
果，注重开门抓教育，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
盼的紧迫问题，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以解民
忧、纾民困、暖民心的成效，提升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

开门抓教育 解决群众急盼

为解决群众急盼，洛阳市财政局主要负
责人带领机关相关科室负责人先后深入嵩
县、栾川、汝阳、伊川、高新区等财政局，到市
轨道交通、职业学院等进行实地调研，坚持
问题导向，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坚持边学边查边改，把“改”字贯穿始终，
立查立改、即知即改，列出具体整改措施和整
改期限。开展专项整治提升服务。根据洛阳
市财政局“1+6”专项治理行动，对查找的20
个具体问题，形成工作台账，重点抓好问题整
改，建立完善制度 16项，优化流程，提升服
务，让“改”字体现在工作作风上、体现在解决
实际问题上、体现在为民服务上。

整改行动解民忧，下功夫解决群众反映
强烈的问题。实施“旧账清零”和“解民忧、
纾民困、暖民心”行动，着力完成提高 80岁
以上参保住院报销比例、确保扶贫资金支出
进度、努力提高教师待遇等民生问题。积极
争取新增政府债券 57.7 亿元，用于轨道交
通、尧栾西高速、济洛高速、中心图书馆等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为交通、水利、环保等重点
领域提供有力支持。

落实财政政策暖民心。落实减税政策，
全市减税降费规模达到 42亿元，社保费减
征 11.8亿元，惠及纳税人 35万户（次）。支
持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农村“厕所革
命”，加大棚改安置房资金支持力度，用实际
行动回应群众企盼和社会关切。

开门抓教育 强力保障民生

洛阳市财政局开门抓教育，强力保障民
生，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公共财政投入的
优先方向，通过优化支出结构，不断加大对
民生重点领域、关键领域、底线领域的投入
力度，确保全力兜稳、兜牢民生底线。

全力支持“三大攻坚战”。每月召开政
府债务化解推进会，逐县区、逐部门、逐笔债
务进行分析研判，制定措施，提前完成2019
年全市隐性债务化解目标任务。筹措中央、
省、市三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0.6亿元，同
比增长 16.1%。拨付环境治理资金 6.1 亿
元，重点用于燃煤散烧治理、“双替代”工程、

发展城市集中供热、大气污染治理。
加大支持民生保障。调整财政支出结

构，重点解决重点地区、重点领域和重点群
体的基本民生保障问题，着力补齐民生短
板。前 10 个月，洛阳市民生支出 417.7 亿
元 ，占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的 比 重 达 到
74.1%。特别是选择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培
养等社会关注度高、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
16个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提高财政资
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同时，坚持厉行节
约、打好铁算盘，过好“紧日子”，从严控制

“三公”经费，压减一般性支出，将节约出来
的资金优先统筹用于民生底线保障。

洛阳市财政局局长王国辉表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
刀刃向内的勇气，坚持问题导向，真刀真枪解
决问题。”他介绍说，洛阳市财政局坚持开门
抓主题教育，坚持以政统财、以财辅政，自觉
站在全市发展大局高度，凝心聚力做好“生财
有方、聚财有道、用财有政、理财有效”四篇文
章，积极发挥财政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有
力促进洛阳市经济高质量发展。9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新安 通讯员 陈明鑫 霍
颖莹）“通过区纪委金书记点对点进行耐心的思想政治
教育，我深刻认识到自身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让我感受
到纪律不是冰冷的，我愿意接受组织处理。”因在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中履职不力，时任瀍河回族乡副乡长马某受
到瀍河回族区纪委问责时这样说道。

近年来，洛阳市瀍河回族区纪检监察机关结合辖区
少数民族多、少数民族干部多、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多样
化“三多”特点，在开展纪律审查工作中，采取人性化措
施，保障好少数民族纪律审查对象的合法权益，确保纪
律审查工作科学、有序、规范、安全进行。

在涉及少数民族党员干部的调查核实中，尊重少数
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少数民族的禁忌。实行安全文明
执纪工作“谁分管谁负责、谁承办谁负责、谁监管谁负
责”。抽调与纪律审查对象同民族的纪检监察干部与其
谈话，增强少数民族干部对组织的信任感、亲切感，让其
更容易理解、接受和支持纪律审查工作。

在违纪事实认定、定性处理和纪律处分方面，不歧
视少数民族干部，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不搞特殊和区
别对待。把握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推行“谁分
管谁谈话”提醒教育。同时，认真接受少数民族干部的
合理诉求和意见建议，做好解疑答惑工作。

结合少数民族城市区的特点，瀍河区纪委监委有意
将少数民族文化有机融入廉政文化之中，选派少数民族
干部群众担任“党风党纪宣传员”，正确引导少数民族干
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今年以来，该区共派出“党风党纪宣传员”75人次，
其中，到民族村（社区）开展党章党规党纪国法宣传、以
案说纪、以案释法等活动 120余场次，形成了“崇廉、倡
廉、守廉”的浓厚氛围。9

瀍河回族区

围绕少数民族特点
创新安全文明执纪工作

深入基层听诉求
聚力整改暖民心

聚焦群众身边事
立行立改解难题

开门抓教育 纳谏强保障
洛阳财政局多举措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陈怡平）11
月 4日，洛阳市伊滨经开区寇店镇马寨村“爱心食堂”里，
75岁的申龙潭老人放下碗筷，开心地和其他几位老人唠
起了嗑。在“爱心食堂”，年满 70周岁的老人，每人一个
月交纳150元，就可以享用一日三餐。腿脚不便的老人，
村里党员轮流义务送餐到家。

据介绍，为解决村里老人“吃饭难”，寇店镇爱心食
堂开了一家又一家。今年9月初，寇店镇舜帝庙村“爱心
食堂”率先开业，11月初，该镇的马寨、韩寨、大王、干村4
家村级爱心食堂也先后投入使用。投用后的村级“爱心
食堂”，成了老人们的“幸福驿站”。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伊滨经开区
按照“四个贯穿始终”的部署要求，系统调研了群众反映
强烈的难点问题，组织开展“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行
动，上下发力，打通痛点、化解难点。针对搬迁群众入学
难问题，完成8所公办学校附属幼儿园改造提升工程，新
增班额 45个；针对空巢老人无人照料问题，完成 8个农
村老年幸福院建设；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破坏和
环境污染问题方面，关停取缔“散乱污”企业156家；提高
钢制家具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集约化水平，推动现有钢
制家具提升环保工艺，291家整改提升类企业，已全部完
成环保设施和厂容厂貌提升治理；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
务能力，目前已完成 42个集体卫生室建设工作，使群众
真正享受到主题教育的实惠。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伊滨经
开区把‘效’字贯穿始终，向问题叫板，朝整改聚力，主动
聚焦群众‘最急最忧最盼’，不遮不掩找问题，立行立改
解难题。”伊滨经开区主要领导表示，下一步，该区还将
继续围绕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持续查摆问题，列
出整改清单，实行项目化、销号式管理，一件件、一项项
抓好落实，不断提升群众认同感和满意度。9

●● ●● ●●

筑牢监管防线 为民排忧解难
——洛阳市以主题教育高质量促进市场监管高质量

周一一大早，在中国银行洛阳政和路
支行，市民李峰拿着开办公司的资料来到
了企业开办专区。在银行工作人员指导
下，李峰通过自助打照机申请，十几分钟后
就打印出了营业执照。

企业注册线上申请，营业执照“就近打
印、立等可取”……眼前的这一幕，是洛阳
市“放管服”工作的一个缩影。10月 21日，
洛阳市市场监管局和中国银行洛阳分行联
合召开商事登记自助服务合作会议，在行
政服务大厅和中行网点投用21台自助打照
机，实现营业执照“就近打印、立等可取”。

与此同时，破解企业“起名难”“注册
难”，推广“全城通办”“立等可取”，实行“一
照多址”“一证多址”……专项整治以来，洛
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当前市场主体发
展痛点，先后出台落实优化营商环境14条
措施，进一步优化、提升商事主体市场准入
环节服务效能。

“守牢安全底线，解决回应群众关切，

提升监管水平。”洛阳市市场监管局党组副
书记、局长吉建宾表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该局牢牢把握“守
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总要求，把
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主题教育成效的标
准，通过解决市场监管领域群众关心关注
的热点、焦点、堵点问题，切实提升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下一步，还将认
真检视、查找市场监管工作的短板和不足，
转变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建立长效机
制，提升能力水平，不折不扣圆满完成市场
监管目标任务，保障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
促进洛阳经济高质量发展。9

自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启动以来，洛阳

市市场监管局在组织开展多种

形式的学习教育活动的同时，

将学习教育与调查研究、检视

问题、行动落实紧密结合，推动

主题教育向纵深发展。

11 月 18 日，记者从洛阳市

市场监管局获悉，按照洛阳市

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市纪委监委关

于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

问题工作部署，洛阳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高度重视，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将专项整治漠视侵

害群众利益问题作为检视主题

教育成效的一项关键标准。

从主题教育伊始就把群众

满意不满意作为开展主题教育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问

题，在注重工作实效、提高群众

满意度上狠下功夫，让群众真

切感受到主题教育起步就有立

竿见影新变化、过程能有效果

显著实变化、结束会有群众满

意真变化，力促主题教育走深

走实。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孙怀真 陈翔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你们
设身处地为消费者着想，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值得点赞。”这是洛阳市
洛龙区市场监管局古城
监管所帮助消费者处
理投诉后的一幕。

市民赵女士在
洛龙区一家服装店
购买了一件大衣，回
家清洗时发现服装掉
色严重，找商家协商时，
商家不予处理，于是她向
市市场监管局12315投诉举
报指挥中心求助。洛龙区市场监
管局古城监管所受理投诉后，立即联系双
方了解情况，最终商家同意退货退款。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落脚
点，在于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为切实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洛阳市市场监管局以
主题教育为契机，聚焦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

问题，专门召开党组会议，专题
对工商、质监、食药监、物
价、知识产权等五个投诉
举报热线平台“五线合
一”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将举报热线“五线
合一”作为检验主题
教育立行立改的有
力抓手。真正将为民
服务解难题落到实
处，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
据悉，该局全面梳理

排查今年以来各平台受理的
6万余条诉求线索，利用大数据

分析总结群众多次投诉、涉及重点行业集
中投诉等问题，将结果通报辖区监管部门
和相关科室，协调责任单位深挖问题根源，
剖析产生原因，对处理结果跟踪问效，办结
率、群众满意率保持100%。

开展好“四到四访”专题调研，是“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

按照洛阳市委主题教育办公室关于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开展“四
到四访”专题调研要求，洛阳市市场监管局
采取“四不两直”方式，以扶贫联系点、基层
监管一线、县（区）市场监管局、民营企业为
重点，开展专题调研，掌握了解基层情况，
虚心听取意见建议。

10 月 22 日，洛阳市市场监管局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治
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工作推进会，听取
县（市、区）局前段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对
整治工作再推进再部署，要求全市系统紧
盯重点领域问题，从守住安全底线、堵塞
监管漏洞、办好群众诉求、根治微腐败四
个方面扎实推进工作，达到查办一批案
件、解决一批问题、选树一批典型、完善一
套制度的效果。

据悉，洛阳市市场监管局通过深入一
线调查研究，开展“四到四访”活动，找问

题、查症结、破难题，深入基层探索形成解
决问题的长效机制，班子成员结合分管工
作形成调研课题25个。

2 提升站位 统筹谋划有序推进

上午十点，洛阳市第五十五
中学食堂的师傅们忙碌起
来，已经制作好的油炸茄
子、香酥鸡排等半成品
整齐摆放在架子上，后
厨外侧的就餐区域悬
挂的显示屏上，正在
同步播放整个过程。

“ 公 开 厨 房 环
境、加工过程、清洗消
毒、食品原料储存状
态 …… 所 谓‘ 明 厨 亮
灶’，就是通过采用视频
技术、透明展示、厨房开放活
动和阳光公示等方式，向社会‘亮
相’。”洛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科负责
人贾迎辉说。

针对专项整治中的重点焦点事项，洛阳
市市场监管局成立工作专班，集中攻坚食品
生产经营环节违法行为、保健食品行业清理

整治、学校幼儿园食品安全、农
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

据悉，专项整治开展
以来，针对性开展了食
品生产企业和小作坊
异地互查、“三小”单
位治理、保健市场乱
象“百日行动”回头
看、食用农产品监督
抽检等工作。截至目
前，完成学校食堂“明

厨亮灶”建设1198家，覆
盖率96.07%，超过省定年

度目标。此外，11月11日，河
南省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行动假冒

伪劣食品集中销毁主会场活动在洛阳市举
行，集中销毁假冒伪劣食品860个品种4.8
万件，重57.05吨，货值金额168.4万元。

1 畅通民意 确保问题找准找实

3 精准发力 集中攻坚重点焦点 4 确保实效 服务监管齐头并进

上图 营业执照自助打印真方便

假冒伪劣食品集中销毁活动现场 本栏图片均为陈翔摄

洛阳市先后出台落实优
化营商环境14条措施，
破解企业“起名难”“注
册难”，推广“全城通办”
“立等可取”……

14
条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洛阳市
市场监管局牢牢把握‘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总要求，把群众是否满
意作为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的标准，通过解决市场监管
领域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
问题，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上图 洛阳市场监管局推进“明厨亮灶”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