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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2”工作法
推动以案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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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市

多种形式倡“廉洁家风”

教训入心 监督靠前

涧西区

小区党支部 温暖群众心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田笑东）
“写字要内收外放，整体呈现和谐美。”8月 18日，在偃师市
纪委监委举办的以廉洁家风建设为主题的硬笔书法评选
活动中，该市硬笔书协主席刘绍军正在现场指导。

“我们已经连续三年组织这样的活动，今年的主题是‘清
风正气伴我行，廉情寄语记心中’，书写内容突出亲属的廉情
寄语和家风家训。”偃师市纪委监委审理室主任牛科峰说。

“我把亲人的廉情寄语创作成书法作品，和全家福照片合成
一体，设置为手机屏保，既温暖又清醒。”

据悉，本次评选活动是书法创作与廉洁家风相融合的一
种探索，共4600余人参与，其中家庭组团参与153户。

同时，该市还建成农村家风家训展示馆178家，推荐评选
“最美家风传承人”98名、家风建设示范户568户；开播“师廉
而行”电视栏目；编制《偃师市党员干部廉洁家风建设口袋
书》发放到市镇村三级，实现教育引导“全覆盖”。

在保障家风阵地建设的基础上，偃师市组织形式多样的文
化活动，整理汇编宣传县处级领导干部家风家训27条；连续四
年举办“好家风，代代传”楹联书法评选活动，收集作品500余
幅，印制成家风春联发放给党员干部；自编自演豫剧《父亲》《山
村母亲》等一批廉洁文化题材的文艺作品在城乡巡演。7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我们社区所辖的12个楼院中，破
产企业小区、老旧小区和无主院落多，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中居
民诉求多、管理难度大、施工任务重……”8月 24日，在涧西
区南昌路街道办事处南口社区，党委书记俞靖华说，这些问题
正在通过“小区党支部”逐一解决。

俞靖华口中的“小区党支部”，是涧西区服务群众的创新
举措。今年 3月起，南口社区党委组织工作人员在各个小区
楼院挨家挨户走访，物色工作阵地、商讨党建方案，成立八个

“小区党支部”，并按规定选举各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
“2号楼前居民想要伐树、4号楼居民想要在楼前硬化部

分铺设彩砖、6号楼的居民想要补种树木……这些都通过党
支部反馈到社区党委，让我们能够更好更快地解决群众诉求，
避免施工矛盾。”俞靖华说，小区党支部的建立，加强了党的基
层组织建设，解决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南口社区党委研究制定小区党支部
联席会议、服务承诺、志愿服务、指导监督、工作档案管理等制
度，明确任务清单，通过建立“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物业服务
企业”三方联动的治理体系，实现党建全覆盖、服务零距离。7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张俊望
谢芳）“隋唐洛阳城的夜八点什么样，请你听我慢慢讲……”8
月19日晚8点，洛龙区宜人坊城市书房灯火通明，近百名读者

“走进”隋唐里坊地形图，找寻东都洛阳的盛世气象。
在洛龙区的城市书房里，周周都有家风家训研讨、读书分

享、声动诵读、非遗手工制作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市民。“有魅力的夜晚，应该是散发着书香的夜晚，
举办惠民活动既是回应市民需求，也是引领文化活动新时
尚。”洛龙区文化广电旅游局负责人说。

城市书房内，读者参加阅读分享沙龙，品味书香；伊水游
园城市乐道上，市民组团夜跑，强身健体；宝龙夜市街，烤串香
味引人垂涎；开元湖购物商圈人潮涌动……品质夜读、风味夜
食、活力夜“动”、时尚夜娱，洛龙“古都夜八点”，如织的人流，
溢彩的霓虹，“夜经济”伴随烟火气，越夜越美丽。

与此同时，洛龙区近期开展的“洛龙有礼，享游洛阳”等活
动也为夜经济助力添彩。该区以“政府补贴、商家让利、平台
支持”的模式筹措资金，动员全区商贸、住宿餐饮、旅游行业共
计600余家企业参与，累计发放2000万张消费券。自消费券
发放以来，共核销10万张券累计消费5900余万元。

“古都夜八点”正奏响洛龙经济稳步复苏的“进行曲”，焕
发出新的迷人的活力。7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新安
本报通讯员 陈聚涛

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回到
“事故现场”剖析原因，震撼更强烈，作用更
直接。

近年来，洛阳市将开展警示教育、推动
以案促改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三不”机制建设的有力抓手，以近年来查
处的典型案例为镜，创新运用“3152”工作
法，做深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推动了“以
案促改”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做。

创新工作法
做深“后半篇文章”

2019年3月，洛阳市某单位两名干部因
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受到处分。

问题发生了，人员处理了，事儿还不能
了结，最要紧的是做好后续文章：以案促改。

据介绍，洛阳市成立了以案促改制度化
常态化领导小组，市委主要领导多次专题研
究有关工作。今年年初，在谋划十一届市纪
委五次全会工作时，市委主要领导提出7项
重点工作，其中一项便是以案促改。同时，
洛阳市纪委监委制定了推进以案促改制度
化常态化实施细则，起草出台了《2020年洛
阳市以案促改工作实施意见》。

“3152”工作法中的“3”，即坚持逢案
必改、做到因案制宜、抓好全域整改。

“我对不起党组织的培养，对不起年迈
的父母，对不起我的妻儿……”今年6月 18
日，洛阳市财政系统专项以案促改警示教

育大会举行，市财政局预算评审中心原主任
金某在警示教育片中忏悔的画面发人深省。

据介绍，在大会举行之前，洛阳市纪委
监委就向市财政局下发了以案促改通知书，
该局迅速制订了以案促改专项工作方案。

制订以案促改专项工作方案，便是
“3152”工作法中“1”的内容：新发生案件的
单位在收到以案促改通知书后，应当在 15
个工作日内制定以案促改专项工作方案。

以案促改是一项系统工程，洛阳市将焦
点放在5个环节上，这便是“3152”工作法中
的“5”，即选取典型案例、查摆剖析原因、开展
警示教育、着力整改问题、注重建章立制。

以案促改成效好，源自层层压实责任。
“3152”工作法中的“2”，即明确各级党委（党
组）对以案促改工作负主体责任，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对以案促改工作负监督责任。

“一案四讲”
扩展震慑效应

瀍河区结合原区委书记原某违法违纪
案件开展“一案四讲”，即由区纪委书记讲

“纪”，政法委书记讲“法”，宣传部长讲“德”，
组织部长讲“责”，让党员干部切实感受到警
示就在身边。

惩是为了治。如何用好典型案例“活教
材”，充分发挥审查调查的治本功能？洛阳
市纪检监察机关针对不同对象的不同特点，
坚持逢案必改、做到因案制宜、抓好全域整
改，让党员干部切实感受到警示就在身边。

洛阳市文联原党组书记、主席张某某，
水务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某某，洛阳高
新区原党工委委员、项目服务和经济发展

局局长张某等一批严重违纪违法人员被严
肃查处。发生在这些严重违纪违法人员身
上的典型案例，成为洛阳市以案促改工作的

“活教材”。
如今在洛阳，针对已查处的违纪违法

案例，查找案件暴露出的思想教育、权力监
督、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查漏补
缺，探寻治本之策，渐成常态。

今年以来，洛阳市共下发以案促改通
知书 779份，接受警示教育 17万余人次，
查摆问题2557个，排查风险点4055个，修
订制度 1118个，新建制度 684个，达到查
办一起案件、教育一批干部、完善一套制
度、解决一类问题的效果。

与此同时，洛阳夯实警示教育成效，以
县处级领导干部为主体，在全市开展了以案
促改进家庭活动，在领导干部家庭中开展召
开一次家庭会议、撰写廉情寄语、确定一名

“廉洁家风监督员”等“九个一”活动，筑牢领
导干部拒腐防变的家庭防线。

聚焦整治侵害群众利益行为
推动作风建设

2018年7月，洛龙区安乐镇六旬老人李
乃甫在使用“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时
发现，自己名字的“甫”字被错写成“浦”。为
改正这个错字，他奔波22天，往返有关部门
多次无果。此事发生后，相关单位5名责任
人受到处分，并在系统内部开展了以案促改。

洛阳市十一届纪委五次全会强调，要
突出实干为民，发扬“钉钉子”精神，以作风
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效取信于民、推动发展。

洛阳市聚焦整治侵害群众利益行为抓

作风，打通正风反腐“最后一公里”和惠民
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懒政怠政，也是一种腐败。其他单位
有没有类似问题？洛阳市决定将以案促改
工作向案发单位之外延伸。当年 9月，洛
阳市纪委监委印发《开展“只进一扇门、最
多跑一次”专项以案促改工作方案》，要求
全市着力破解改革中的堵点痛点难点，进
一步精简行政审批环节。

村民小组花钱、村里管，乡镇还要再次
进行监督，“组财村管乡监督”制度，“肇始”
于栾川县深入开展的以案促改工作。

制度的实施，群众纷纷点赞。栾川县
纪委监委在全县214个行政村（社区）中探
索通过盘点“微行动”，严惩微腐败、开设微
课堂、健全微制度、管好微权力、营造微生态

“五微并治”，推动以案促改工作在农村提质
增效，实现以案促改工作“全覆盖”。

据介绍，洛阳市纪检监察机关在以案
促改工作中，聚焦脱贫攻坚、作风建设、扫
黑除恶、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以案明纪、
以案警示，强化宣传教育。2018年以来，
全市共筛选典型案例33件，开展警示教育
25场，接受警示教育 12365 人次，引导党
员干部吸取教训，努力把执纪监督成果转
化为警示整改效果。

洛阳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李
保国表示，洛阳市将把以案促改作为“三
不”一体推进的有效载体，惩中治、治中惩，
惩治同向、同步、同进，在全市营造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加快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洛阳绚丽篇章
提供坚强保障。7

近日，由一拖特专车公司研发制造的新一代餐厨垃圾车
亮相洛阳街头。据介绍，该餐厨垃圾车主要用于厨余垃圾的
收集和转运，可实现车厢内餐厨垃圾初步“固液分离”，作业过
程环保无污染，适合新旧城区及背街小巷等生活居民区使
用。7 沈若宸 倪虹 摄

□本报记者 祁思元

从一把榔头、一张铁皮的手工作坊到
拥有全国第一台全自动送料激光切割机的
自动化流水线车间；从最早的保险箱、锁具
到形成 9大类 1000多个品种、总产值 180
亿元的产业集群……

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的洛阳庞村镇钢
制家具产业，正着眼钢制家具“家居化、绿色
化、个性化、智能化”发展要求，以国际化视野
引领钢制家具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打造“世
界钢制家具之都”。

8月 23日，记者走进洛阳伊滨区庞村
镇，探寻“钢制家具之都”的创新故事。

传承+创新=走向世界舞台

在洛阳花都家具集团展厅，由花都创
始人周克俭研发的花都第一台折弯机，默
默见证着老牌“铁箱厂”一步步走向世界。

“花都不仅是行业内第一个开展外贸业
务、参加广交会的企业，花都钢柜还于2016
年成功走进里约奥运会、米兰世博会……”

谈起企业发展历程，花都集团负责人田洪
洲十分自豪，“花都的发展离不开董事长周
克俭对品质的坚守，也得益于总经理周旭
光的国际视野和先进理念。”

“接收订单、完成生产、质检验收、入库
等流程都通过后台执行，为优化产品质量、
提高工作效率、推进智能制造升级提供强大
支撑。”展示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云端管理
系统后，周旭光向大家介绍，庞村镇正积极
推广智能云平台管理，鼓励企业引进新设
备、研发新技术，建立自动化生产线。

花都不仅积极引进全国第一台全自动
送料激光切割机，还将销售额的 5%投入
研发创新，并组建专业的研发、设计、制
造、外贸、服务团队。目前，花都产品远销
7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贸额占公司销售总
额的60%。

智能+电商=抢滩现代物流

和周旭光一样，千鸣办公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马前程也执着于钢制家具的智能
升级改造。

2014年，正在卖电脑的马前程看着南
方流行的智能柜，萌生了给钢制家具添加

“智能芯”的想法。没有编程经验的他每天
只睡一两个小时，自学一个多月终于成功
卖出第一套智能柜软件。如今，千鸣不仅
是智能柜的生产制造商，更是智能存储交
付设备整体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从开始的每月十几台，到现在每月近
100万元的销售额。千鸣的快速发展，除
了研发实力，更有电商的助益。

“我们准备在全国发展产品代理商，开
发接单派单软件，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
系。”今年33岁的马前程，从未停下脚步。

“像千鸣这样‘触网’的钢制家具企业，
镇上有很多。”庞村镇党委书记熊红万介绍，
截至目前，全国主流物流快递公司在该镇设
立网点达100余家，钢制家具产品每天出货
量达5万件。今年3月至5月，庞村钢制家具
网络销售额超过5亿元，较同期增长20%。

机遇+融合=打造医养品牌

为解决钢制家具同质化严重等问题

而寻求创新转型、产业融合的，还有三
威办公机具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世伟。

在参与农村标准化卫生室建设项目
时，王世伟发现了医疗养护家具的广阔
市场。为此，他专门去广州学习，招揽
一批有经验的高科技人才，成立赛福德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医养家具
的技术研发、咨询、服务以及产品生产。

工程师李志勇作为赛福德创始人之
一，不仅在自动磷化静电喷塑流水线等
技术上不断自主研发，还通过“工程师
与业务员的深度对话”等活动，围绕医
养家具的行业标准、设计理念、工艺流
程、产品特点等内容与销售团队研讨交
流，及时了解客户需求，不断推陈出新。

“ 为 掌 握 全 球 家 具 行 业 趋 势 ，7 月
底，我们带着自主研发的电动医疗床等
产 品 参 加 了 第 45 届 中 国 家 博 会（广
州）。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对自动化、智
能化产品的技术研发，争取在 2021 年完
成转型，成为一家绿色化、家居化、个性
化、智能化的专业医养家具企业。”王世
伟充满信心地说。7

“钢制家具之都”的创新公式

洛龙区

“夜经济”越夜越美丽

本报讯（记者 郭歌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新安 通讯
员 郑战波）8月 20日，在孟津县麻屯镇柏树沟村，顺着一条
蜿蜒的村道前行，突见一片现代化的钢结构厂房，这就是孟津
县献民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肉兔养殖场。

走进养殖厂房，一排排钢丝兔笼整齐划一，网格笼内关满
了肥硕健康的种兔和一窝窝活泼可爱的仔兔，有的正在酣睡，
有的正在嬉闹游戏，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兔司令”李献民，此
时他正在查看种兔的生长情况。

李献民本是养猪专业户，为分散风险，他又把目光投向肉兔
养殖上。去年7月，他投资250多万元，建起3个2300平方米的
钢结构厂房，年底引进母兔1200多只、种兔50只。目前，已稳
定存栏肉兔7000多只，出栏6批共1.5万余只，收入40余万元。

兔肉具有低脂肪、高蛋白的特点和美容养颜作用，很受消
费者青睐，市场潜力很大。李献民今年又投资110万元，新建
起10080平方米的全钢结构厂房，预计9月初就可投入使用，
未来合作社的肉兔存栏量将达1万只以上。

李献民说，合作社免费为养殖户提供人工授精、疾病防疫
等知识和技术培训，带动当地群众依靠养兔走向致富路。目
前。已安排4户贫困群众在兔场就业，月收入2500元。7

孟津县

“兔司令”领路忙致富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杨茹兰）近日，在吉利
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黄河湿地生态修复一期提
升项目现场，水系环绕、亭桥相连、花繁叶茂，一派秀美的湿
地风光。

目前，洛阳市正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国家战略机遇，围绕副中心城市建设，加快黄河湿地保护
治理与生态修复工作，厚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生态底色。

据介绍，一期提升项目主要通过水系扩充、绿化增植
和增设基础设施三方面措施对湿地内鹤鸣湖、清水湾、流
花溪、飞苇渡、白鹤洲5个精品点位实施提升改造。

截至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鹤鸣湖和流花溪新增
湿地面积1100亩；增设1.5公里亲水步道和3公里健康乐道；
沿主园路两侧和5个重要景观节点种植白蜡、碧桃、柳树等各
类乔灌木14000棵，对1700亩绿化区域进行补植加密。

吉利黄河湿地保护中心项目科负责人说，下一步，将
继续提高建设水平，将工作中心逐步向后期管护工作倾
斜，不仅把湿地修复好，更要管理好，同时着手准备二期生
态修复工程，进一步扩大湿地修复面积，让群众早日享受
到生态建设福利。7

▲吉利区黄河湿地生态修复一期提升项目现场 7 鲁博 摄

飞鸟戏水

精心护绿

黄河湿地风光旖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