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濮阳市纪委监委驻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纪检监察组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党的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促进司法公正、执
法高效、队伍廉洁，主动谋划、扎实推进，坚持“五廉”并举，健全工作
机制，为实现“发展思想大解放，办案质效大提升，整体工作上台阶，
重点工作争一流，特色工作创品牌”的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

教育明廉，筑牢思想防线。将党章党规党纪学习特别是党的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纳入党组织“三会一课”、党员干部日常教育
学习内容，充分利用党组中心组学习等形式，依托“党建云平台”、微
信公众号、网站等载体开展教育。经常性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利用每
周一早上周例会交流学习、每周五下午支部集中学习，积极引导和督
促全体干警把稳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该院党组书记、院长徐
哲，纪检监察组组长、党组成员王克臣听取全市法院系统执行局长述
职述廉汇报，对 6名新任审判委员会委员进行任前廉政谈话。组织
各类培训 10余期 1500余人次，开展节日廉政教育 5次、廉政恳谈 2
场，使干警做到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

制度养廉，规范纪检工作。积极推行台账式管理制度，对各项纪
检监察工作任务进行责任分解，明确办理要求，制定落实措施，确定
责任人和完成时限，每周一召开周例会，根据台账汇报上周工作进展
情况，安排部署本周工作，确保监督执纪工作取得实效。修订完善一
系列工作制度，如《违法违纪案件查处责任倒查制度》《违法违纪线索
举报、批办、查处制度》等，让案件查办工作有章可循。

家庭助廉，营造清风正气。成立党员干部廉洁家庭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由党组书记、院长徐哲任组长，纪检监察组组长、党组成员王
克臣任副组长，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由纪检监察组、办公室、机关党
委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一体推进，各负其责，推动廉洁家庭建设走
深走心走实。制订印发《在全院开展党员干部廉洁家庭建设的实施
方案》，建立任务台账，通过发放一封公开信、组织一次班子成员家属
座谈会、开展一回“立家规、晒家规、评家规、遵家规”活动等，营造了
以廉为美、以廉为乐、以廉为荣的浓厚氛围。

监督强廉，强化内外制约。联合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纪检监察
组完善了《濮阳、鹤壁两市法院交叉督察实施办法》，坚持问题导向，
立足突出问题，开展专项督察，建立交叉督察联合通报制度，将督察
情况纳入年终绩效考核，有效解决了两地法院督察人员少、关系熟、
处理难等问题。定期在节日期间开展专项督察，对单位值班、车辆封
存等情况重点督察，有效杜绝了脱岗漏岗、公车私用等行为。通过组
织开展督察活动，共督察基层法庭 7次、法院内设部门 46 个、庭审
36个，整改问题5类 70余个，有效促进干警严格司法、司法为民。邀
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展旁听、座谈等联络活动 6次，走访律师事
务所及企业2次，切实加强对司法活动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的监督。

严惩促廉，遏制腐败滋生。坚持查办案件与预防腐败相结合，畅
通信访举报渠道，认真处理好群众的来信来访，严肃查处以案谋私等
问题。截至目前，共约谈干警 40人次、提醒谈话 37人次、通报批评
11人、通报批评基层法院1个，诫勉谈话6人、政务警告2人、政务记
过1人、党内警告1人，办理辞退手续2人，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
社会效果的统一。 (王克臣 王晓杰）

濮阳县人民法院纪
检监察组坚持以党的政
治建设为统领，以服务
审执工作为大局，努力
当好法院党风廉政建设
和政治生态建设的“护
林员”。

梳理廉政风险，完
善防控机制。明晰员额
法官、庭长、院领导及各
类工作人员的职责权
限，梳理各环节、各岗位
的廉政风险点，有针对
性地采取预防措施。组
织督察人员通过案卷评
查、会议座谈、问卷回放等形式定期对廉政风险点进行排查，彻底扎紧制度笼子。加
大监督力度，紧盯“关键少数”。充分发挥派驻纪检监察组“前哨”“探头”作用，通过列
席党组会、班子会、研究“三重一大”事项会议、民主生活会等加强监督，规范权力运
行。强化督效问责，严惩违纪行为。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做实做细监督职
责。参与制订《濮阳县人民法院督查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坚持问题导向，实行一案
双查，凡属于人为干扰导致裁判不公的，查实一起，处理一起。 （曹海涛 于振民）

清丰县人民法院
党组高度重视以案促
改工作，认真开展警示
教育，以案促改工作取
得良好成效。

抓重点坚持标本
兼治。围绕典型案例，
坚持标本兼治，重点做
好“六个一”工作，即召
开一次警示教育大会、
开展一次集中学习教
育、组织一次警示参观
活动、开展一次剖析整
改活动、建立一套整改
台账、开展一次制度清理活动，将监督检查贯穿始终。严要求抓好剖析整改。坚持
问题导向，对查摆出来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堵塞制度漏洞，做到“四
个不放过”，即原因分析不透彻决不放过、风险点找不准决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过硬
决不放过、成效不显著决不放过。 重实效建立长效机制。针对典型案件暴露出来
的问题，健全完善一批制度，把以案促改的效果体现在助推工作成效上。截至目
前，该院审判质效考核指标中有12项位居全市第一，执行质效11项考核指标中有
7项在全市排名第一，审判执行工作双双位居全省前列。 （赵志学 李艳峰）

南乐县人民法院纪
检监察组、纪检监察室
建立案件回访制度，多
渠道听取意见建议，提
升司法公信力，做好审
判工作“后半篇文章”。

该院成立廉政回
访工作领导小组，重点
围绕司法公正、办事效
率、对待当事人态度和
司法廉洁等问题，回访
形式为电话和短信回
访，回访人及时汇报回
访情况及发现的问题，
并视情形提交院党组
或审判委员会研究解决。对每一件回访的案件，实行一案一表格制度，做到“每案
必访、每访必记”。回访结束后，及时整理当事人的意见建议，及时反馈至院党组，
回访工作全程留痕。根据回访情况建立廉政档案，作为评先评优、晋级晋档的重要
参考依据，倒逼法官牢固树立案件质量意识和效率意识。

目前，该院共对13000余件民事案件随机抽取7800余件进行廉政回访，发送回
访短信4200余条，回访率达60%。根据回访记录，对13名法官给予诫勉谈话，推动
建立考核制度2项，群众满意度连续3年居全省基层法院前十名。（霍举振 姚沛涛）

加强廉政建设，弘
扬廉政文化，范县人民
法院多措并举促进干
警队伍清正廉洁。

持续抓好队伍建
设。该院党组高度重视
抓党建、带队伍、促审
判，以党建工作高质量
推动廉政建设高质量。
通过以案促改警示教育
促进干警时刻知敬畏、
存戒惧、守底线，通过理
想信念宗旨教育强化干
警崇廉拒腐的思想自
觉。精心打造廉政文
化。该院党组在院机关和各基层法庭精心打造廉政文化长廊，让干警随时随地感
受廉政文化、受到廉政文化熏陶，着力营造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用心抓好家风建
设。该院党组高度重视家风建设，在每位干警办公桌上摆放印有亲人廉政寄语的
桌牌，用亲情寄语时刻提醒干警们始终绷紧廉洁之弦，自觉做培育良好家风的表
率，以良好家风辐射带动党风政风。

今年以来，范县人民法院无违纪违法问题发生，廉政建设助推审判执行质效不
断提升。截至 12月 14日，该院 2020年结案率 85.77%，接收比 93.67%，高于上年
同期水平。 （王伟立 王天浩）

台前县人民法院
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
生命线，持续强化纪律
作风建设，有力地促进
了 审 判 执 行 工 作 开
展。在今年 11月的全
省绩效考评中，该院以
诉 讼 案 件 结 案 率
94.46%稳居全省基层
法院第一方阵。

讲政治，守原则。
旗帜鲜明把党的政治
建 设 摆 在 首 位 ，增 强

“四个意识”，坚定不移
地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压责任，抓落实。召开以案促改工作推进会，制
定主体责任清单，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做到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审
判执行业务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切实履行“一岗双责”。严规矩，促改革。充分运
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健全完善司法责任制相关配套机制，夯实责任，抓早抓小，
强化监督合力，提升工作效能，树立人民法院清廉之风。该院党组书记与派驻纪检
监察组组长经常交换意见，听取派驻纪检监察组对审判执行的意见建议，形成有效
监督机制，为审判执行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 （李亮 杨丽娜）

华龙区人民法院
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
种形态”，纪挺法前、抓
早抓小，努力营造良好
政治生态。

日 常 监 督 突 出
“勤”。该院围绕纪律
作风等方面开展常态
化督查，坚持每周 2次
纪律作风督察，共专项
督察30余次；节日期间
进行专项督查 6次，会
议督查10余次；下发督
查通报33期，通报违纪
人员20人。责任落实突显“实”。对督察中发现的工作纪律、审判管理等方面的问
题，建立问题台账，细化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逐项化解销号，强化跟踪督办。
监督内容体现“广”。点面结合，多管齐下，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实效，共督办
超期案件244件，评查执行案件177件、审判案件67件，审判质效显著上升，执行工
作质量显著提高。监督实效突出“严”。该院坚持纪挺法前，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经常开展约谈、提醒谈话、节前廉政恳谈、任前廉政谈话、警示谈话等，让“咬耳
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李磊）

濮阳市纪委监委驻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纪检监察组“五廉”并举

为审判执行工作
提供坚强保障

范县法院

多措并举打造清廉队伍

台前县法院

正风强纪提升审判质效

华龙区法院

精准发力让监督“长牙带电”

清丰县法院

以案为鉴强力促改见成效

濮阳县法院

紧盯关键做实监督执纪工作

南乐县法院

廉政回访做好“后半篇文章”

台前县法院召开党风廉政建设暨以案促改推进会，
持续强化纪律作风建设 岳国玉

清丰县法院组织干警参观廉政教育基地，把以案
促改推向深入 王照磊

范县法院举办院长讲党课活动，强化干警崇廉拒腐
的思想自觉 董广雨

驻濮阳县法院纪检监察组对部门存在的问题进行
督促、整改 张雅楠

南乐县法院干警常伟醒正在通过电话，对已结案
件进行廉政回访 杨洋洋

华龙区法院法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接受革命精神
洗礼 魏凯强

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全市法院执行局局长述职述廉工作会
议，会议分析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形势，从加强政
治建设、严守纪律规矩、从严加强管理、加强“一案双查”、持续整治执
行腐败等五个方面，就全市法院执行条线党风廉政建设和“一案双
查”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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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入开展，周口淮
阳区纪委监委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利用农村文化广场、
村室、主干街道房屋外墙等，以廉政建设为主题，采用通俗
易懂的廉政漫画、格言警句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党风
廉政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融入其
中。廉政文化墙内容丰富，贴近生活，让广大党员干部和人
民群众在欣赏廉政文化的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将廉政理念
根植于心坎里，时刻警醒着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洁
自律各项规定，自觉抵制各种不良风气侵蚀，坚决制止不廉
洁行为。“廉政文化墙既是百姓身边的风景线，也是干部作
风的警世钟，更是群众利益的监督岗。今后，我们将继续营
造学廉、倡廉、爱廉的浓厚氛围，让清风廉韵沁润民心。”淮
阳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赫健茹）

舞钢市委巡察工作启动后，抓住四个关键点全面
助力基层党建。一是对基层党组织精准画像，建议相
关部门对21个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进行了调整，夯实基
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二是督促基层党组织对党员活动
场所进行改进和完善，76个党建阵地得到改善，27个
基层党群活动中心得到改建；三是督促基层党组织规
范“三会一课”，强化基层党员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责
任；四是充分发挥党员积分管理和无职党员设岗定责
的作用，引导基层党员为乡村发展建言出力。目前，舞
钢巡察机构已对68个市直党组织和218个村（社区）
党组织开展了巡察，发现各类基层党建问题1674个，
充分发挥了巡察夯实基层党建基础，营造风清气正政
治生态环境的作用。

（王天晓）

“从标题来看，这篇文章应侧重于评论，但从内
容上看，却是开展某项活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太康
县纪委监委开展党风廉政宣传作品互评活动的片
段。为提高全县党风廉政建设宣传工作的业务水
平，太康县纪委监委实行通讯员例会制度。要求各
乡镇纪委和派驻纪检监察组每月 20日前上报两篇
廉政文学作品，每月确定一天为全县纪检监察系统
通讯员集中活动日。通讯员集中活动日除例行新闻
写作之类的业务培训之外，还有一个规定动作，即是
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文学作品互评活动。互评活动以
通讯员每月提交的党风廉政文学作品为依托，按照
各单位指定互评、随机抽评等方式，围绕文章的标
题、结构、遣词造句等方面各抒己见，以达到“查漏补
缺”,共同提高的目的。 （太纪宣）

日前，洛阳洛龙区太康东路街道纪工委把严肃换届
纪律放在突出位置、挺在前面，切实提高每一位党员干部
群众遵守换届纪律的自觉性、主动性，确保换届选举风清
气正。一是召开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传达市、区关于换届选举的指示精神，二是签订换届
纪律承诺书。该街道纪工委联合党建办，要求各村（社
区）候选人签订《严守换届纪律承诺书》，目前已签订 55
份，后续还会继续签订，确保签订率达到 100%。三是开
展集体廉政谈话。在换届选举之前，对各村（社区）干部
全体成员进行谈心谈话，全面了解换届前各村（社区）班
子动态，并逐条学习“十严禁”“十不准”内容，重申换届有
关纪律，做到明底线、知红线、守纪律、讲规矩，要求各村
（社区）党员干部自觉遵守换届各项纪律，进一步营造风
清气正的选举氛围。 （郑碧哲）

巡察监督全面助力基层党建

开展廉政文学作品互评活动

严肃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纪律

“廉政墙”让廉政文化更接地气

北京时间 12月 28日，中国用户规模最大的在线教育
公司作业帮宣布完成E+轮超16亿美元融资。

作业帮创立于2015年，是中国最大的在线教育公司，产
品总日活超5000万，月活超1.7亿，累计激活用户设备超8
亿，占据在线教育流量侧显著优势。公司以“让优质教育触
手可及”为使命，致力于用科技助力教育普惠，解决教育领域
需求，旗下有作业帮、作业帮直播课、作业帮口算、喵喵机等
多款教育科技产品，并提供VIP服务。

超级App用户量行业第一 提供全场景、一站
式服务

作业帮超级 App基于 AI和全球最大超 3亿题库，可
提供拍照搜题、智能练习、作业批改、直播课、VIP等全场
景、一站式教育科技产品及服务，是中国唯一月活用户过
亿、唯一进入全网 top30的教育类App。

作业帮VIP会员增值服务，依托公司优质教研内容和
超3亿题库，为学生提供更深度的答疑服务，累计付费会员
超1200万，稳居行业第一。

直播课学员量创行业纪录，获客成本不到行业平均值
一半。

作业帮直播课是中国在线直播课领军品牌。2020年
秋季付费课学员总人次突破1000万，创下行业纪录；2020
年秋季正价班学员人次超220万，规模持续领跑行业，过去
三年增长超 24倍，是中国增速最快的直播课品牌；正价班
70%的学员来自三四线城市及以外地区，创下行业纪录，相
对去年同期的60%，同比增长10个百分点。作业帮直播课

教学服务品质受到学员及家长普遍认可，续报率持续领跑行
业。

超级 App 自有流量是作业帮直播课学员最主要来
源。通过自有流量招生人次一年半增长超 10倍。合并计
算自有流量转化和外部投放，综合获客成本不到行业平均
值一半，为业内最低。

智能硬件喵喵机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

公司旗下教育智能硬件“喵喵机”，依托作业帮超级
App云端支持，连续4年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注册用户超
750万，市占率超过60%。

截至目前作业帮员工超35000人，在北京、西安、武汉、
合肥、郑州、成都、济南、石家庄、南京、长沙、重庆等11个城
市拥有分部。

2020年，作业帮持续推动教育普惠公益。疫情期间，
作业帮积极助力“停课不停学”，春季免费直播课开课 5周
学员量超3300万；名家讲堂公益课学员量超2300万；高考
真题解析直播课观看量超2100万。今年以来，作业帮在全
国招聘 20000多个岗位，其中 10000多名辅导老师主要面
向应届大学生，为促进就业、发展数字经济贡献力量。仅郑
州分部，今年就吸纳了2000余名高校毕业生就业。

作业帮创始人、CEO侯建彬表示，在线教育进入长期
竞争，本次融资后，作业帮将继续聚焦K12大班课，重投教
育和科技，增强核心竞争优势，扩充产品品类，加大新业务
布局，为社会持续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及服务。

（赵福帅）

作业帮完成E+轮超16亿美元融资：

今年在豫助2000余大学生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