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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篇

站稳人民立场 保障决战决胜
——信阳市纪检监察机关精准助力脱贫攻坚回眸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陈晓颂 王有训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对人民的庄
严承诺。只有压实政治责任，才能决
胜脱贫攻坚，顺利实现全面小康。

2020年 3月 11日，疫情未退，春
风尚寒，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信阳
市委书记乔新江就来到淮滨，走进扶
贫企业、查看扶贫项目、走访贫困农
户，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作，强调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坚决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收官
之战，确保全面小康不落一户、不漏
一人。

信阳严格落实四级书记抓扶贫
制度，强化党政主体责任，四级书记
遍访贫困对象，以身作则，以上率
下。仅 2020年，市委书记、市长到县
区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作就超过 30
次，多次对剩余贫困人口较多的固始
县、淮滨县进行暗访督导，引领和督
促全市党员干部在脱贫攻坚主战场
上当先锋，打头阵，建功立业。

市纪委监委始终把精准助力脱贫
攻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
成立专项治理小组，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市监委主任杨蕾任组长，所属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各部门纪委书记，
按照统一部署要求，紧紧围绕重点环
节、重点事项，加强日常监管，有效促
进扶贫项目落地见效、扶贫资金使用
规范。

持续开展脱贫攻坚专项督查，督
查组足迹遍布全市各乡镇和贫困村，
对发现的问题全部实行挂账销账，跟
踪问效，促进完善规章制度 79项。开
展农村危房改造工程质量专项治理，
103项问题全部整改到位。2018年以
来，审计抽查扶贫资金 107.6亿元，盘
活闲置资金6385.1万元。

压实责任促脱贫，健全机制防腐
败。在全市建立乡镇（街道）监察办公
室 219 个、村务监督委员会 3453 个，
聘用村监委委员和村级廉情监督员队
伍，实现监察全覆盖，打通精准助力脱
贫攻坚监察“最后一公里”。

2018年度、2019年度省级脱贫成
效考核中，信阳均进入全省第一方
阵。2020年 9月，该市顺利通过国家
脱贫攻坚普查事后质量抽查。12月，
固始县代表河南接受脱贫成效国家第
三方评估核查，获得高度评价。

压实责任敢攻坚1

2019年 6月，光山县寨河镇段寨
村脱贫人员李永同，找到村党支部书
记谢廷玉，主动申请退出低保。

前些年因为 3个孩子上学，自己
又患病常年吃药，日子越过越窘迫，万
般无奈之下，他向村里申请了低保。

脱贫攻坚开始后，在扶贫干部帮
助下，他成了两个村的自来水协管员，
3个孩子都享有贫困生教育补助，日
子慢慢有了起色。勤劳贤惠的妻子又
动员他流转稻田搞虾稻共作，如今已
发展到 500亩，他成了经常聘用村里
贫困人员的“小老板”。2018年秋，大
女儿大学毕业在深圳有了不错的工
作，当年年底他家也摘掉了贫困帽。

“这低保再吃下去，俺在人前都抬
不起头了！”李永同主动退了低保不说，
还和妻子经常照顾五保老人，帮助贫
困乡亲。

“俺得把温暖和关怀，传给更多的
乡亲。”去年刚做完脑瘤手术的李永
同，一脸憨厚的笑容。

“观念一变天地宽。”信阳市纪委
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王有训感
慨地说，“为了整治‘人情保’‘关系
保’，全市排查近30万人，将不符合条
件的全部清退。之前不少人认为吃低
保才‘有面子’，如今特殊困难群体享
受低保、五保、残疾人两项补贴深入人
心。自食其力、帮助别人，成为农村最
有面子的事了。”

整治身边微腐败，解决群众急难
事。信阳在全市掀起了纪检监察干部

“大走访”行动，按照“看得见、管得着、
见成效”的思路，采取“线下+线上”监
督、“人访+技访”结合的方式，实现监
督全覆盖。

2020年“十一”过后，商城县汤泉
池管理处纪委书记余延年帮助低保户
汪英现卖起了挂面，当起了义务“快递
员”。

“大走访”活动不仅及时为群众排
忧解难，更成为发现违规违纪线索的

“千里眼”“顺风耳”。

2018年 8月，信阳市纪委监委通
报6起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例，4
名个人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责任，3
名党员干部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各
县区持续集中通报典型案例，在全市
形成惩治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的
高压态势。

纪检监察机关围绕“问题线索清
零、处置机制健全，查处案件办结、以
案促改到位，干部作风真改、日常监督
常态”行动目标，全面深化专项治理，
坚决遏制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对 2016年至 2019年期间全市受
理的问题线索进行大排查、大起底，
对未办结的问题线索全部实行挂牌
督办，比省定时间提前两个月实现清
零。2020 年新增问题线索也提级办
理、限时办结。

2019年 8月，参加完镇上组织的
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罗山县楠杆
镇一名村干部主动找到镇纪委书记坦
白违纪问题。

按照市里统一部署，罗山县纪委
监委精心筛选典型案例 20起，深入乡
镇（街道）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用身边
事教育身边人，让党员干部心存敬畏、
行有戒惧，收手收敛、知错知止。

据统计，信阳市纪检监察系统
积极深化以案促改，开展警示教育
6482 次；制作《迷失的权力》《清水
衙门水不清》等警示教育片 27 部，
创作以案促改主题动漫、微电影和
公益广告作品 14 个，40.3 万人次接
受警示教育，115 人主动向组织说
明问题，信阳以案促改工作持续走
在全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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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村务”显神威4
线下人访，线上“技”访。信阳市纪检

监察机关还创新打造“阳光村务”平台，建
起了群众反映问题的信息“高速路”。

2018年 9月，商城县金刚台镇四顾
墩村简庙桥头通往清凉寺的一段砂石
路，终于变成了 6米宽的水泥路。说起
修路过程，四顾墩村党支部书记陶杰对

“阳光村务”平台赞叹不已。
这条只有2.1公里长的路，原来十分

狭窄、坑坑洼洼，经常经此接送孩子上下
学的群众饱受其苦，颇有怨言。虽经多
次反映，但因沿途路况复杂，资金需求量
大，多年没有解决。

2018年6月，商城县纪检监察机关在
“阳光村务”平台留言中发现这一民生难
题，当即重点督办，镇党委通过县交通运输
部门申报了农村公路项目。后来，为彻底
解决季节性拥堵，有关单位主动捐资30万
元，路面由4.5米加宽到6米。

可是路基没修一半，却停工了。原
来简庙桥头入口处，村民张某几年前就
盖了房子，路边还栽上了桂花树，加上拐
弯处两个大型广告牌和通信光缆杆，路
基扩不动了。

县纪检监察机关跟踪问效，镇领导
和陶杰也反复上门，做通了张某的工作，
拆除了他家的厕所，移栽了桂花树，宽阔
的水泥路终于修通了。

无独有偶，光山县商务中心区上官
岗村村民刘某通过“阳光村务”平台，反
映了群众安全饮水问题，县纪委监委督
办后，3个社区近 5000户居民很快用上
了“放心水”。

不仅如此，一提起整治老龙埂水渠，潢
川县春申街道天驹社区益民居小区保安员
贺建功，总会对“阳光村务”平台赞不绝口。

2015年秋，他搬进了新建的益民居
小区，还被聘为保安，日子过得倒也安
逸。可是门前一条臭水沟臭气熏天，到
了夏天更是蚊蝇横飞，让他和小区居民
苦不堪言。

2018年 3月，天驹社区党支部书记
樊树芝向他推介“阳光村务”APP，他就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平台上留了言，没
想到第二天办事处领导和社区负责人就
来实地走访，还拍了照片和视频。

贺建功一打听，才知道他的留言被
县纪委监委挂牌督办。经过县委、县政
府多次调研论证，2019年年初，流经4个
乡镇、街道，投资上亿元的老龙埂水渠黑
臭水体整治工程上马，潢川“龙须沟”变
成了美丽的湿地公园。

高兴之余，他再次在“阳光村务”平台
上留言：“这样的民心工程办得就是好！”

“村务见阳光，群众心敞亮。”“阳光
村务”平台不仅接受群众留言，督办民生
难题，还全面公开各项村级事务，让群众
足不出户或远在他乡都能参与乡村治
理，有效解决了群众“知情难”“诉求解决
难”和纪委监委“监督难”的问题。

如今，信阳“阳光村务”平台的粉丝
数已达133万。去年9月，“阳光村务”平
台入选新时代清廉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
现代化十佳案例；去年 11月，捧回全国
第二届“中国廉洁创新奖”。

清风大别山，初心意志磐。为民

持利剑，决胜写新篇。

老区脱贫攻坚，一直是习近平总

书记心中深深的牵挂。信阳市纪检监

察机关坚持站稳人民立场，强化责任担

当，以最严要求、最实措施、最硬作风，

精准助力脱贫攻坚，保障890万老区

群众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把

热血和忠诚，刻在了老区信阳 1.89万

平方公里的红色土地上。

2018年 2月，该市纪委监委制定

《扎实推进2018年至2020年全市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全力

保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连续

三年在全市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专项治理，有力促进了干部作风转变，

提升了脱贫攻坚成效，确保了全市8个贫

困县全部摘帽，920个贫困村全部退出

贫困序列，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

创新探索谋振兴5
1934 年 11月 16日，红二十五军从

罗山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成为最先到达
陕北的红军主力部队，有力地策应配合了
党中央和其他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为迎
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及红军
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创造了重要条件。

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是信阳市纪
委监委对口帮扶联系村。他们坚持传
承红色基因，推动绿色发展，实施乡村振
兴，积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
效衔接，创新指导罗山县规划建设何家
冲学院、何家冲乡村振兴研究院和中国
共产党纪律教育大别山展馆，建成全国
首个乡村振兴案例馆。

2019年 11月 16日，纪念红二十五
军长征出发 85周年大会在何家冲举行，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院、中国老促会和省

老促会负责人，红二十五军将士后代、烈
士家属代表，解放军第 79集团军、驻豫、
驻信部队代表，以及红二十五军长征经
过的省市的专家学者、信阳市干部群众
代表等近千人参加大会，“红”“绿”辉映
的信阳，让嘉宾们赞叹不已。

而连续两届何家冲乡村振兴论坛的
成功举办，更是吸引了全国的目光。当
年红二十五军长征集结出发的地方，成
了实施乡村振兴的典范，为全省乃至全
国探索了乡村振兴的新模式。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
奋斗的起点。信阳市纪检监察机关将牢
记嘱托，以奋斗姿态推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造福
信阳、添彩中原，奋力实现“两个更好”提
供坚强保证。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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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情书红心，为民不徇情。 村务见阳光，群众心敞亮。 廖煜 摄 网上监督忙，贪腐无处藏。

乡村谋振兴，不忘长征行。 刘宏冰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信阳市纪委监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