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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

清风劲吹扬正气 护航洛阳新发展

“一品青莲若为官，光风霁月伴清廉。世
人都学莲花品，官自公允民自安。”

盛夏刚过，炎热依旧。嵩县田湖镇程村的
莲塘边，却清风拂面，在戏水顽童们银铃般的
笑声中，不觉来到“两程故里”。

“至公无私、大同无我。”“中心如自固，外
物岂能迁。”

聆听着宋代理学宗师程颐、程颢兄弟的廉
洁语录，感悟着“程门立雪”“不折柳枝”“视民
如伤”等典故背后廉洁为民、大爱天下的大儒
风范，两程廉洁文化思想让人如坐春风，涤荡
灵魂、沁人心脾。

两程故里对面，修缮一新的嵩县家风教育

基地，见证着时代的嬗变。教育基地展示有家
风家训的起源，儒学名家、嵩州孝贤、共产党人
的廉洁家风家训以及全面从严治党大事记等
内容。历史与现代的交汇，古典与科技的交
融，让新时代廉洁文化焕发出蓬勃的活力。

“一单位一特色，一乡村一亮点”。嵩县坚
持把廉洁文化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
基础性工程，深入挖掘区域内文物古迹的廉洁
故事、古圣先贤的廉洁思想、清官廉吏的廉洁
风范、革命先烈的廉洁精神，打造廉洁文化旅
游线路，以廉洁文化润心化人，推动形成廉政
勤政新风尚。

如今，廉洁文化游已经成为洛阳旅游业的

一大亮点。
“廉洁文化设施提升改造后，不仅营造了

乡风文明以‘清’为美、乡村发展以‘廉’为荣的
良好氛围，还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参观游玩，
为嵩县乡村振兴注入了‘廉动力’。”嵩县纪委
书记、监委主任陆玉香说。

数字看变化：洛阳市按照“一县一街一精

品、一镇一园一主题、一村一墙一特色”标准，

已建成省级廉洁文化教育基地 28 个、县级文

化 街 34 条 、镇 级 文 化 园 191 个 、村 级 文 化 墙

1625 面，以活泼有趣的文化形式推进廉洁文

化建设，推动监督预防“治未病”理念在基层入

心扎根。 （杨泽宇）

清风劲吹 涵养廉洁生态

□王雪娜 黄先锋

伟大时代，共筑海晏河清；出彩事业，激扬
风清气正。

洛阳市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严”的主基调与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相统一、把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治已病”与“治未
病”相统一、把“治未病”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引导和激励全市党员干部自觉在“严”的氛围下
担当作为、干事创业，持续监督推动优化政治生
态环境、干事创业环境、营商发展环境、自然生
态环境，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推动洛阳经济
社会发展高质量，为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重
振洛阳辉煌提供坚强保障。

坚持把监督保障“两个维护”作为最大政
治。聚焦“国之大者”“省之要者”强化监督保
障，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
示批示精神以及“三新一高”等重大战略，持续
查处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问题，2020年以来
查处 72件 83人。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重要要求，紧盯常态化疫情防
控、防灾救灾减灾等主动靠前监督，推动解决问
题375个，查处64人。

坚持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汇聚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磅礴伟力作为最大目标。制定实施
《市纪委监委监督保障市委中心工作高质量推
进实施办法（试行）》，成立产业发展、城市提质、
乡村振兴三个监督专班。其中，紧盯“项目为
王”要求落实，专项监督警醒 10.3 万人；服务保
障“三清两建”专项行动，发现并督促解决问题
533 个；制定实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督导问责

“四项措施”，督促解决问题 228个。持续抓好
“访万企·解难题”活动，实施“五每”工作法，
2021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干部走访企业 1826
家，发现并督促解决惠企政策落实不到位、担当
不力、滥用职权等方面问题730个，处理106人，
通报典型问题42个。

坚持把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作
为最大任务。坚持疑错从无、疑罪从无，出台激
励保护干事创业 25条、容错免责 14条、鼓励创

新24条，开展专项教育活动，将激励干部担当作
为制度措施传达到每一名党员干部。2020年以
来依规依纪依法免予、不予处分164人，从轻、减
轻处理 655人，查处并通报诬告陷害者 4人，查
清、了结诬告错告问题线索 612件，主动为 907
名党员干部澄清正名，帮助党员干部消除思想
顾虑，放开手脚干事创业。

坚持把促使党员干部不犯错误作为最大追
求。制定实施《中共洛阳市纪委、洛阳市监察委
员会监督预防“治未病”工作操作办法（试行）》，
强化日常监督执纪问责，开展廉政勤政谈话 4.7
万余人，组织年轻干部开展“涉网”问题专项警
示教育970次，督促各级各部门健全完善年轻干
部监督管理制度机制 283个，主动发现、及时处
置苗头性倾向性和系统性行业性问题778个，同
比增长21.3%，运用“四种形态”处理3606人次，
前两种形态占 90.4%，以常态化咬耳扯袖、红脸
出汗，切实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坚持把锻造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专业化纪
检监察铁军作为最大保障。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常态化长效化，扎实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着力提升捍卫“两个确立”、服务中心大局等

“七种能力”，锻造忠诚护党、求真务实、敢于斗
争等“七种作风”。坚持岗位练兵与评先表彰相
结合，组织主题演讲、主题征文等活动，开展“思
想政治工作能手”“担当作为好干部”等评选活
动，教育引导纪检监察干部争先创优、竞相出
彩。坚持刀刃向内，严格执行“五条禁令”，以彻
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严防“灯下黑”，全力锻造绝
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过硬、绝对可靠的纪检
监察铁军。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洛阳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保国表
示，洛阳纪检监察机关将时刻牢记“国之大者”

“省之要者”，进一步加强政治监督，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省纪委监
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以正确的执纪导向，不
断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以更加有
力有效的执纪监督服务保障洛阳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近期集体‘三资’变动是否按照规定进行
了公开?”8月 8日，伊川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来到白元镇班庄村，对该村集体“三资”管理使
用情况开展提级监督检查。

班庄村是“三清两建”行动的“先行试点
村”，去年在县纪委监委的强力推动下，重拳整
治村霸，收回 360余亩集体土地，拆除违章建
筑 20余处、7000余平方米，彻底清除了集体
经济发展障碍。

今年5月，伊川县纪委监委会同相关部门
确定班庄村为“三资”提级监督村。

今年年初，伊川县纪委监委下发《2022年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专项监督工作方案》，以市委提出的乡村振兴
“151”工作举措为抓手，充分发挥“委机关+派
驻机构+乡镇（街道）纪（工）委+巡察”四位一
体协作机制，实现上下联动、协同作战，打好监
督、交办、督办、整改“组合拳”。对发现的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提出立行立改意见，督促全面
整改，对不担当不作为、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
问题严肃查处，着力破解乡村振兴中的难点、
堵点问题。

截至目前，全县纪检监察干部走访检查村
（社区）145个，开展“三资”提级监督检查 108
次，发现解决各类问题13个，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5人。

“我们将牢牢把握乡村振兴这个‘国之大
者’，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能定位，持续推动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提供坚强纪法保障。”伊川县纪委书记、监委
主任窦科表示。

数字看变化：2021 年以来，洛阳市纪委监

委严查“三清两建”乡村治理专项行动中党员

干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督促推动

乡村振兴“151”工作举措落实，监督发现并推

动解决问题 533 个，以严明纪律规矩，为持续

提升全市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推动乡村

振兴向纵深发展提供坚强纪法保障。

（常昊宗）

精准监督 赋能乡村振兴

“急企业所急效率高 为企业服务暖人心”，8月
7日，一面落款为洛阳市某医药公司的锦旗被送到
洛阳市洛龙区政务服务大厅，不仅为行政部门的高
效率服务点赞，也对该区纪委监委主动监督，护航营
商环境优化表示感谢。

“前些日子，我们公司需要同时变更4个分公司
名称、住所、药品经营许可项目，业务很复杂。”洛阳
市某医药公司负责人说，让他没想到的是，如此复杂
的业务，竟然在区政务服务大厅市场监管局窗口当
日就办结了。

7月，中国500强企业、服装产业龙头之一的海
澜集团有意落户洛阳，考察洽谈、选址落地、工商注
册等程序一气呵成，仅仅四天就敲定了在该区佃庄
镇建设国内大规模服装供应链产业基地。“四天落
地、一天拿证”不仅刷新了洛阳招商速度，更直观地
展现了洛阳营商环境的明显好转。

在2021年全省营商环境评价中，洛龙区在54
个市辖区中排名第4，继续蝉联洛阳市第1。上年度
共梳理“一证通办”事项149项，取消不必要证明材料
17项，政务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占比98%、企业各
类业务平均审批时限从2个工作日压减为4小时。

洛龙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秦四海表示，将围
绕“对标深圳南山，建设创新高地”目标，紧盯惠企利
企政策落实，常态化治理不担当不作为问题，督促引
导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服务水平，持续擦亮优化营商
环境“金字招牌”。

数字看变化：2021年以来，洛阳全市纪检监察

干部已走访企业1701家，收集企业反映的各类诉求

和意见建议 257个，已解决 189个；全市纪检监察机

关强化涉企案件办理，处置涉企问题线索193件，立

案审查41件，给予党政纪处分32人。 （魏慧）

靠前监督 优化营商环境
初秋时节，从黄河南岸的新安县北冶镇马

行沟矿区放眼望去，黄河生态廊道随山势蜿
蜒，与奔涌而来的黄河相携相伴，在清晨阳光
下淌金流银，和岸边青翠林木、如锦繁花一同
入画。

“以前这里因为露天煤矿开采，留下的大
面积废旧矿坑，影响了周边的生态环境。”该镇
纪委书记李剑介绍，镇纪委积极落实县纪委监
委部署，把矿山修复作为生态建设监督重点，
累计连片治理了近 2000亩荒废矿山，复耕四
五十处，昔日沟壑纵横、寸草不生的“光头山”，
如今再披新绿，变成当地老百姓的“金银川”。

新安县纪委监委按照可操作、可量化、可
落地的原则，紧盯全县各职能部门、乡（镇）等
单位履行沿黄生态带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情况，
厘清细化127项重点工作任务清单，明确时间
表、路线图、任务书；出台《全县纪检监察机关
监督保障自然生态环境持续向美向好七项举
措》《开展“保护母亲河 助力新发展”专项监督
方案》等文件，统筹“室组地”监督力量，开展区
域性、系统性、行业性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全
县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监督检查 30余次，推动
沿黄5镇 20个村完成土地流转1.6万亩，对96
处 3万亩废弃矿山和尾矿库区实施覆土恢复

和生态修复，引畛济涧、涧河生态河谷综合整
治等工程有序推进。

“要以高质效的工作推动黄河国家战略在
新安落地生根。”新安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袁
如豪表示，将进一步做实日常监督，跟进问题整
改，推动担当作为，着力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监督

“后半篇文章”，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数字看变化：2020 年以来，洛阳市纪检监

察机关深入一线开展监督检查 916 次，发现并

推动解决问题 538 个，党纪政务处分 108 人次，

用坚强纪法保障让黄河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

幸福河。 （李玉 王辉）

协同发力 共建美好家园

“为什么我养老金的缴纳数目不对？”近
日，洛宁县底张乡侯峪村会计刘某堂因未及时
足额为村民缴纳养老保险金被群众举报。

“刘某堂违反了村级‘小微权力’清单中第
24条‘养老保险缴费和待遇’的规定，我们在
调查核实后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并将其漏缴
的 200元养老保险金及时退还。”底张乡纪委
工作人员说道。

养老金发放、征地拆迁、惠农补贴……社
区、村里的“芝麻事”，却是影响群众日常生活
的“心头事”。为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
正之风，切实强化基层“小微权力”治理，洛宁

县纪委监委制定清廉清单、权力清单、监督清
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
度。

立足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将党风廉政建
设宣讲、廉政勤政谈心谈话、警示教育等15项
内容纳入小微权力清廉清单，及时发现处置苗
头性倾向性、系统性行业性问题，帮助党员干
部提高廉洁自律意识。

以“一镇一清单、一村一清单”为抓手，固
化明确重大事项决策、财务管理、困难补助申
请等 9类 43项村级公共权力和便民服务权力
事项，进一步规范操作流程，健全村务公开机

制，切实保障“小微权力”运行规范化、透明化。
洛宁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边晓铅表示，

将紧盯群众关注度高、权力集中、资金资源密
集等重点领域，强化村级招投标管理、涉农资
金管理使用，持续加大监督力度，推动规范用
权、廉洁用权。

数字看变化：2020 年以来，洛阳市纪委监

委深化“五微”并治，发挥规范“小微权力”运行

“明白纸”的监督作用，纠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

风问题 620 个，推动解决“百姓问政”等监督平

台反映问题 242 个，以实际成效维护民利、赢

得民心。 （李静）

心系群众 规范“小微权力”
瀍河区纪委监委通过清风故事会、家风故事

分享会等形式，涵养社会清风正气。杨航 摄

栾川县纪委监委聚焦“小微权力”创新监督机
制，为群众发放党务村务公开“明白纸”。庞敏 摄

孟津区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现场监督沿
黄生态廊道工程质量检测验收工作。吕晓鹏 摄

天阔云舒天阔云舒，，洛水如画洛水如画。。 段万卿段万卿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