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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今年以来，漯河市郾城区纪委监察局把

纠正损害群众切身利益、查处发生在群众身

边的腐败问题，作为群众教育实践活动的载

体，深入开展12项涉农惠农资金专项整治

活动，努力打造阳光惠农环境，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专项治理”的成效是否取

信于民，是否惠及民生，干部作风是否改进，

记者一行进行了暗访调查。

10月9日，记者驱车前往漯河市郾城区

部分乡镇进行实地暗访。在郾城区行政审

批服务中心，记者看到整个大厅干净宽敞，

服务窗口都悬挂着代办单位或事项，让人一

目了然，工作人员则热情地为每一位前来办

理手续的市民服务。记者随意走到工商窗

口假装办理业务，向工作人员询问道：“同

志，我想开一间皮包店，办理营业执照需要

哪些手续？”

交谈中，工作人员面带微笑回答详细，记

者多次提出重复问题，而工作人员却依然耐

心讲解。暗访中，记者又来到其他的窗口进

行观察，让记者钦佩的是，每个窗口的工作人

员无不热情温和地开展工作，即使遇到个别

难缠的人员，还是依然保持微笑耐心讲解。

“服务态度好、办事效率高，政府这一转

变真是暖了老百姓的心！”前来办事的李阿

姨深有感触地说。

刚从民政窗口办完事情的一位老大爷

也笑呵呵地告诉记者:“感谢政府，把不符合

政策的低保户取消，让俺这困难户吃上了低

保。”

离开服务中心，记者决定就郾城区开展

的城乡低保、城镇医疗、危房改造等专项治

理活动进行暗访摸底。

在郾城区龙城镇大李庄村，一些村民告

诉记者，他们村的低保现在划分得非常公

平，以前的“关系保”、“人情保”都被撤销，然

后又分给了村里的困难户。

在危房改造中，村民朱文廷家的房子由

于残破不堪，政府看到他家经济困难，便及

时帮忙改造修缮，为他解决了多年来的心

病。与之相反的是，孟庙镇潘北村的村民潘

某，因不符合政策取得危房改造资金，在纪

委调查核实后，2名村干部受到了处理。

记者从基层干部中了解到，郾城区纪委

监察局为整治损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落实

惠农政策，调查组工作人员经常在酷暑时节，

冒着40摄氏度的高温，深入农户，对保障对

象全面调查核实，全面核实基层存在的“人情

保”、“骗取危房改造资金”，“吃、拿、卡、要”等

不正之风，彻底清查富裕户、在职人员等不符

合条件人员“与民争利”吃低保问题，处理用

废弃房子骗取危房改造资金等现象。

据了解，郾城区纪委开展整治12项专

项治理活动以来，在城乡低保抽查核实方

面，共核查31000人次，取消了各类不符合

政策享受人员1600余人，使那些真正符合

政策的人员享受到党的政策带来的实惠；在

农村危房改造检查中，共检查4700户，发现

问题112个；在新农合检查中，共检查定点

医疗机构214个，查出违规资金328万元。

截至目前，郾城区纪委已诫勉谈话32人

(次)，发出纪检监察建议书16份，给予党政

纪处分35人。

郾城区纪委书记刘少宏告诉记者，他们

在排查摸底中努力突出一个“全”字，在调查

核实中严厉突出一个“真”字，最后在总结提

高时全力突出一个“实”字，以此办好民生实

事，解决好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通过实地暗访，记者深感郾城区开展的

“专项治理”活动的成功，通过治理，使群众

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违规违纪人员受到了

处理，干部受到了切实的教育，全区工作作

风的良性扭转，赢得了民心，密切了党和政

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鲁山县

开展党性党风党纪
集中教育活动

10月13日，鲁山县纪委案件室副主任

李清华接到了该县鲁阳办事处两名村干部

贺某、王某打来的电话，声称自己有问题要

向组织反映，当天下午在李清华的帮助下，

贺某、王某二人来到县纪委交代了自己的

违纪事实，并主动上缴了违纪款。

鲁阳办事处纪工委书记郭亚武告诉笔

者，开展党性党风党纪集中教育活动以来，

尤其是9月19日听了县纪委案管室主任汤

新义讲的廉政课后，他们辖区已有多名知

错就改的干部得到了宽大处理。

今年，为切实反对“四风”、防止和减少

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发生，鲁山县组织开展

了以党纪政纪法纪为主要学习内容的党性

党风党纪集中教育活动，促使各级党员干

部抛弃麻痹大意思想，主动学习和掌握党

纪政纪和法纪知识，时刻保持着清醒头

脑。 （冯进辉）

“村里今年修幸福慈善院费用是

多少……”“今年村里环境卫生治理

费用多少……”这是武陟县自推行旁

听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以来，大虹桥乡

西温村村委会按例召开的村民代表

会议上生动的一幕，这与往年不一样

的是有了乡里的领导干部参加。

今年以来，该县为进一步加强对

村级事务的监督管理，解决村务公开

中公开内容避重就轻、报喜不报忧、

报粗不报细，公开方式单一，公开不

按时，群众有意见往肚里咽、不吭声

等问题，大力实行包村领导或包村干

部必须列席旁听村民代表会议制度，

给村民提供一个提意见的机会，让群

众的质疑有“回声”。村民代表、包

村领导和干部等成员向村“两委”干

部进行问责，对村民代表等成员提出

的疑问，村“两委”干部必须如实答

复，不得推诿和回避。

自实行旁听村民代表会议制度

以来，该县所有村“两委”干部不仅接

受了公开栏的无声监督，而且接受了

村民代表、包村领导和干部等成员面

对面的有声监督，有效促进了村干部

廉洁从政，进一步拉近了村干部与村

民的距离，推动了基层农村党风廉政

建设。 （赵卫民李慧敏）

惠济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落实绩效考核
推动工作进展

惠济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今年开始对局

科室、中队、二级机构实施绩效考核，逐步

实现精细化管理，在队伍管理上取得了一

定实效。

考核内容从重点工作完成情况、督查

案件完成情况、依法行政、案卷规范、出勤

情况、队容风纪、安全生产、新闻报道、党风

廉政等17个方面进行具体化、量化考核。

各类考核项目均由部门、科室具体负责操

作，考核结果由考核办公室进行汇总排

名。同时设立加扣分因素以激励先进、鞭

策后进。(赵建国)

日前，临颍县纪委在“临颍党风

廉政网”举报信箱中接到一组公款吃

喝举报照片，根据举报线索，县纪委

监察局迅速进行调查核实，依照有关

规定，对一名县残联的工作人员进行

了党政纪处理。这起案件是该县开

展“聚光灯”下反“四风”整治活动中

查处的又一起典型“四风”案件。

今年以来，临颍县纪委出资购买

了高清照相机、微型录像机等设备，

成立“四风”案件查处工作组，每天到

各单位进行工作纪律督查。在八小

时之外，组织人员在酒店、娱乐场所

附近蹲守跟拍，联合公安、税务等部

门对公务人员消费信息进行核实。

该县纪委充分利用公安系统

“天网”工程的“天眼”功能，利用城

区学校附近的天网系统，对上学、放

学时段出入学校或在学校附近的车

辆进行逐一排查；积极与高速公路

收费站协调，抓住重要时间节点利

用收费站自动拍照系统对节假日期

间出入高速公路的公务车进行逐一

排查，查处公务车外出旅游等公车

私用情况。

“聚光灯”下反“四风”活动开展

以来，该县查处“四风”案件16起，

处理人员18人。一批隐形“四风”

案件的查办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

动。 （郭红凯）

栾川县

打造“满家乐”
民族特色村寨

“我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想过这辈子

还能住上两层楼，买辆小汽车，这全托‘满

家乐’的福啊！”洛阳市栾川县城关镇大南

沟村的村民谭建华激动地说。

大南沟村是全县唯一的满族聚居村，位

于栾川县城南边，背靠5A景区道教圣地老

君山，境内又有蝴蝶谷风景区。2013年，在

栾川县委统战部、县民族宗教局的引导扶持

下，该村建设“满族特色村寨”，积极培育民

族特色浓郁、地域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品

牌。目前，当地人均收入也从不足4000元

提高到7000余元。 (张富伟常晓峰)

8月27日晚，舞钢市枣林镇枣园

社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十里八乡

的父老乡亲带着小板凳正围坐在一

起看电影——《焦裕禄》，这是由舞钢

市纪委和市文化广电局联合举办的

“廉政电影城乡行”活动的一站。

为着力营造崇廉尚廉的社会氛

围，切实筑牢广大党员干部拒腐防变

的思想防线，进一步构建全市纪检监

察宣教大格局，今年以来，舞钢市纪

委积极探索，不断改进廉政宣传教育

形式，拓宽宣传载体和平台，联合该

市文化广电局举办了“廉政电影城乡

行”活动。由市文化广电局组成11

个廉政电影放映小分队，精选20多

部反腐倡廉题材的优秀电影作品，在

城区的主要广场和社区，以及全市

191个行政村进行巡回放映。

电影放映结束时，60多岁的张

大爷高兴地说：“能在自己家门口看

电影太好了，让大家高兴的同时还能

受到教育，希望以后多举办一些这样

的活动。”此次“廉政电影城乡行”活

动将持续三个多月，放映200余场，

通过电影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使廉政之花开遍钢城。 （张磊）

近年来，信阳市浉河区东双河镇始终

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摆在突出位

置，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履行党委主

体责任，认真落实纪委监督责任，坚持以领

导示范为引领，警示教育为先导，制度规范

为保障，腐败预防为关键、案件查处为重

点，努力构筑党风廉政建设“防腐墙”。

领导带头，种好“责任田”。 东双河镇

党委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党的建设和经济

建设重要内容和首要责任，坚持每季度召

开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定时听取纪检工

作汇报。实行项目化管理，修订完善《东双

河镇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将责任目标从

明晰责任、细化措施、规定时限进行分解，

由镇党委书记、镇长、镇纪委书记分别与分

管领导、各村和镇直各部门签订《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书》，班子成员与分管部门负责人

签订责任书。

教育为先，长鸣“警世钟”。东双河镇

党委坚持教育为先、预防为主原则，把对党

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充分利用

镇、村干部大会，开展一系列党风廉政教

育。一是深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

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学习贯

彻活动。二是结合典型案例，开展党纪党

风警示教育。三是营造宣传氛围，加强廉

政文化建设。

健全制度，架起“高压线”。东双河镇

党委始终把制度建设作为源头治腐重要内

容，完善了民主集中制、干部个人重大事项

报告制、民主生活会制度等。财务管理上，

镇级财务采取镇长一支笔审批制度，大额

开支由班子集体讨论开支。重点工程建设

上，严格按照招投标办法，并请区相关职能

部门把关。在村级财务管理上，采取镇批、

民审、财管、村用管理办法。

腐败预防，把好“方向盘”。 该镇层层

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党风廉政建

设承诺书和岗位廉政风险承诺书，今年，还

签订了抵制滥办大办酒席承诺书。建立完

善“三重一大”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坚持

重大人事任免、制度事项决策、重大项目安

排和大额资金使用严格按流程操作。建立

健全廉政风险预警处置、动态管理等制

度。建立廉政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廉政风

险点收集、分析和研判。

严查重处，筑牢“防腐墙”。 该镇明确

专职纪检干部不得兼任与纪检无关的工

作，支持纪检干部对权力敢监督、善监督，

对腐败问题敢“亮剑”。重视加强信访举报

工作，拓展群众反映渠道，对于群众反映的

问题及时进行认真调查与核实。同时建立

严厉责任追究制度，做到有责必问，有错必

究。

东双河镇对违法乱纪现象和行为发现

一个坚决查处一个，决不姑息手软。今年

以来，东双河镇纪委立案查处党员违纪案

件2起，办结2起，处分违纪党员2名，其中

开除党籍一名，撤职一名。（党政办）

金水区国土资源局

优质服务 喜获殊荣
近日，从省国土资源厅传出消息，在全

省、市、县（区）三级160个国土资源签约行

政服务窗口“联创齐争优质服务窗口”活动

评比中，郑州市金水区国土资源局行政服务

窗口荣获全身“十佳优质服务窗口”称号。

截至目前，该区国土资源行政服务窗口

共受理各类土地审批业务9303件，其中办理

城镇个人住房土地登记2930件、发证5937

件、抵押注销436件，按时办结率达100%，收

到居民送来锦旗16面，感谢信65封，受到了

辖区群众的好评。 （马振强齐瑞鹏李磊）

梅花不畏严寒，芳香清冷，与

兰、竹、菊并称为“四君子”，还与松、

竹并称为“岁寒三友”，其傲雪、高洁

的品格得到了诗人的敬仰与赞扬。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梅花》：“墙

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

雪，为有暗香来。”此诗写于变法的

新主张被推翻，心情非常郁闷期

间。“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前

两句直接点题，并指明是墙角的梅

花，孤傲自开，一股清冷之气扑面而

来，虽是不卑不亢，但依约有隐世之

感。“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而

后两句却有色有味，翻出一层，含蓄

表现了梅花的洁白纯净，更用“暗

香”来抒发自己的入世情怀。

王安石作为出了名的“拗相

公”，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的大气魄，锐行变法，

推动改革，但却遭到保守势力的极

力反对，长年被以私废公的党争所

困扰，此诗以梅花为意象，表达了王

安石的刚正操守，及在艰难处境中

孤独与坚守的矛盾心态。

而在元代著名诗人兼画家王冕

的笔下，梅花又是那么清香怡人，成

了表明心志的载体。《墨梅》：“吾家

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

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不写其形，只写其神，刻画出梅花朴

素淡雅、坚贞纯洁的情操，也体现了

作者幽独超逸、淡泊名利的气质。

“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屡试不第，

又不愿巴结权贵，于是绝意功名利

禄，平生独善其身，以诗画传世，让

我们至今还能嗅到那一丝淡淡的梅

香、墨香和诗香。

王冕的《白梅》：“冰雪林中着此

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

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则更有妙

趣，此时的冰雪不再是敌人，而是与

白梅相融合，构建了银装素裹的和

谐氛围，与桃红李绿的浮浅喧哗形

成了鲜明对比。“忽然一夜清香发，

散作乾坤万里春。”作为林中白梅，

能够自甘寂寞、不慕荣华，但掩不住

的神清骨秀，花开能散三千里，引领

百花报春来，进有兼济天下的立功

之德，退有独善其身的立言之德，这

就是古代士大夫所推崇的高洁脱俗

的志趣及公而无私的精神。

(河南省纪委宣传部蔡相龙)

10月14日，周口市交通局纪检干部在商水县平店乡平店村察

民情听民声。该局驻村工作队走村串户倾听民意，了解群众所思所

想所需所盼，帮助该村协调争取项目资金200多万元，修通大街巷

路4000多米，切实解决了群众很多实际困难。赵永昌李前进摄

10月15日，洛阳市瀍河区纪委组织辖区部分办事处、重点委

局等15个单位主要负责人到区法院职务犯罪庭审现场旁听，使

这些党员干部零距离接受警示教育。图为领导干部认真倾听庭

审现场。 孟庆凯摄

国庆节期间，洛阳市纪委由廉政办人员轮流带队，抽调市交警支队民警、市电视台记者等人员参与，组成联合暗访组，深入

市区景点、宾馆饭店、商场超市、森林公园、KTV和洗浴场所就公车私用、公款消费等“四风”及隐形“四风”问题进行不间断巡

回暗访，发现问题，及时核实曝光处理。图为9月30日晚该市廉政办负责人（中）带领本室人员、市电视台记者等到市区位于解

放路上的凯旋门酒店暗访检查消费明细的场景。 陈念鹏摄

风清气正 惠及民生
——漯河市郾城区12项涉农惠农政策专项治理活动暗访侧记

□本报记者邓开诚

把好“方向盘”筑牢“防腐墙”
信阳市东双河镇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临颍县

“聚光灯”下“四风”无处遁形

舞钢市

“廉政电影”营造崇廉尚廉氛围

武陟县

旁听村民代表会
群众质疑有“回声”

只留清气满乾坤
——浅谈传统廉政诗词中的梅花意象

纪检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