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6日，由河南省纪委主办，河南省

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协办，河南电视

台、河南省微影协会承办，面向全国组织开

展的“中原清风杯”反腐倡廉微电影作品征

集宣传推介活动，在河南省监察厅举行。活

动现场播放了宣传片及部分优秀微电影作

品，人民网、新浪网对活动进行了全程网络

直播。省纪委、省委宣传部等相关单位的领

导和部分省直机关、省辖市纪委干部200余

人参加活动，中央驻豫和省内20余家重点

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推介。

河南省纪委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

的“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运用优秀文

化作品，唱响网上主旋律”的决策部署，在重

视传统舆论阵地的同时，坚持弘扬主旋律，

打好主动仗，占领主阵地，在廉政文化建设

上提出了有党员干部的地方就有廉政文化

覆盖、有人民群众的地方就有廉洁文化覆盖

的工作目标。

民族复兴，必有文化之功；国运兴旺，必

见清风之华。

为了让廉洁文化占领网络主阵地、让清

风正气成为网络主旋律、让优秀作品成为网

络主内容，河南省纪委继去年面向全国成功

组织开展反腐倡廉网络歌曲征集推介活动

之后，按照每年选定一个载体，每年抓好一

个活动的总体要求，今年又重点面向全国组

织开展了“中原清风杯”反腐倡廉微电影作

品征集评选推介活动，逐步形成了以反腐倡

廉歌曲、微电影、公益广告、影视剧、廉政戏

剧、小小说、配乐诗等为系列内容，独具河南

特色的网络廉政作品经典品牌。

据省纪委宣传部部长陈敬如介绍，此

项活动既是贯彻落实全国文艺工作座谈

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央纪委十八届

四次全会精神的实际举措，也是践行习近

平、王歧山同志关于文化艺术作品，特别是

反腐倡廉文化艺术作品创作的一系列重要

阐述的具体动作，其目的就是通过面向全

社会、全媒体举办“中原清风杯”反腐倡廉

微电影作品征集宣传推介活动，通过优秀

廉政文化作品的全网络上传、全方位宣传、

全系统推介、全社会共享，积极传承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汲取古今廉政文化历史智慧，为全面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良好的

舆论环境。

据了解，此项活动自今年3月份在网上

发布征集启事以来，在全国微电影界引起了

强烈反响，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广

泛参与，充分发挥了网络等新媒体覆盖面

广、受众面大、运行投入成本低的优势，共征

集到文字脚本作品600余件，视频作品100

余件，并在国内微电影门户网站金象微电影

网进行了投票展播，组织进行了大众投票，

点击率一举突破数千万余次，单部作品投票

总数突破百万次。

看廉政微电影，部部精彩，但求正气伴

吾身。感人生大舞台，场场动情，但需走好

每一步。现场播放的微电影有的凌波微步，

穿越历史，让人洞察现实；有的微言大义，寓

意深刻，让人产生顿悟；有的显微见著，以情

感人，让人产生共鸣；有的微语和风，温馨叮

咛，让人产生警醒。现场观众观看后，反响

热烈。

清廉干事是本色，清廉处世是坦途，清

廉立身是智慧。为发动全社会参与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全社会树立廉荣贪

耻的风尚。以举办此次活动为契机，河南省

纪委政务微博@清风中原，又联合新浪河南

和全国2000余家纪检系统政务微博，正式

发起“清风誓言”志愿者网上签名；同时，两

名表演艺术家还现场朗诵了一篇由省纪委

工作人员原创，气势恢宏的《清廉赋》千字

文，尤如洪钟大吕，扣人心弦、令人心潮澎

湃。

但使清风常相伴，不负明月无愧心。对

于此次活动最终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将通过

全省主流电视媒体，全国各大网媒、全国纪

检监察系统2000余家网站和政务微博，手

机客户端，机场、铁路等公共场所媒体进行

全媒体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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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一个普通感冒就花费

1000多元，药费没多少，都用到

检查治疗上了，这事有人管

吗？”登封市纪委政务微博上的

这段话引起了纪委人员的注

意。

经调查，造成患者费用过高

的原因与医用耗材有关，由于采

购过程缺少监管，价格过高，费

用就转嫁到了患者身上。针对

此事，登封市纪委介入监管，专

门下文，市各医院医药耗材在纪

委监督下采用集中招标采购，规

范采购行为，降低价格，切实做

到减轻患者医疗费用负担。

该市纪委政务微博开通以

来，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了广

大网民的欢迎和好评。

（牛志学李振伟）

漯河市召陵区纪委监察局

开展廉政专项检查
为推动“反腐倡廉制度落实年”活动

深入开展，漯河市召陵区纪委监察局于

12月1日~15日对辖区内60多个单位党

风廉政建设有关制度落实情况进行了专

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建

议或下达整改意见书，对问题比较严重

的单位的主要领导和相关责任人进行了

严格问责。检查起到了“摸底子、释信

号、强监督、严问责”的目的。（李玉良）

11月18日上午10时，天气晴朗。在登

封市大金店镇金中村的村委大院里，一场特

殊的现场会正在进行。

“现在，我们就大金店镇金中村党支部

书记陈怀仁组织镇计生办党支部书记杨志

刚、镇计生办主任王海炉以及11名村组干部

午间饮酒，并致村委委员袁长末饮酒过度死

亡一案进行公开审理。”登封市纪委廉自办主

任曹亚敏主持召开此次公开审理现场会。参

加现场会的有登封市党代表、人大代表、特邀

监察员镇（街道）纪检监察干部以及村民代表

等30余人。

“以前，对基层案件的审理只是停留在

案卷上，难免会出现一些误差。现在召开公

开审理现场会，能全面听取各方面的真知灼

见，既扩大了党内民主，又充分保障了党员权

利，增强了案件审理的透明度，提高了案件审

理质量。”登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高志告

诉笔者。

据了解，在基层案件审理方面，该市一改

过去书面“阅卷审理”方式，从“封闭审理”到“公

开审理”，从内部的“单一监督”模式到内外上下

结合的“立体监督”模式转变，今年以来，该市共

公开审理基层案件18起。 （牛志学宋方）

今年以来，扶沟县纪委创新方

式方法，不断加大对党员领导干部

的作风问责力度，在全县形成了风

气正、生活俭、工作实的良好氛

围。至今，该县共有103名干部被

问责。

狠刹懒政渎职歪风，树高效廉

洁新风。今年以来，扶沟县纪委重

点严查失职渎职、吃喝玩乐、工作日

非公务饮酒、八小时之外出入中高

档酒店娱乐场所、赌博等行为，督查

乡镇106个次，县直单位240个次，

通报32期及违反纪律单位77个

次，组织处理10人，党纪处分8人。

其中，4名党员干部上班时间打扑

克，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4名

副镇长因清明节单位无人值班且公

车未集中停放，被诫勉谈话。

杜绝文山会海歪风，树精简节

约新风。扶沟县纪委重点督查滥

开会滥发文件和违反会议纪律行

为。因违反会议纪律，58个单位被

通报批评，7个单位的“一把手”被

诫勉谈话并补课。截至目前，该县

会议和文件数量同比分别下降

30%和35%，节约经费126万元。

遏制大操大办歪风，树带头表

率新风。扶沟县纪委重点督查党

员领导干部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

盲目攀比和非亲友大随礼金现

象。要求党员干部就此积极做表

率。截至目前，3名科级干部兄弟

因大操大办其父丧事，分别被给予

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和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对三人收受礼金78050元

收缴财政；1名学校校长违反廉洁

自律规定，通知其所在学校全体教

师参加其女儿婚宴，收受礼金，被

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免去其

校长职务。 （马志强）

巩义市党员干部家属

接受警示教育
筑牢家庭防线

为充分发挥家庭在反腐倡廉中的作

用，近日，巩义市纪委、市妇联组织全市

各单位党政正职家属到市反腐倡廉警示

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通过实地感受大量

清廉典范和贪腐案例的形式，党员干部

家属们在思想上敲醒反腐倡廉、廉洁自

律的警钟。

家属们认真参观了市反腐倡廉警

示教育基地的每一部分展览内容。该

警示教育基地以“权力关”、“美色关”、

“金钱关”为教育主线，以近年来发生的

腐败典型案例为主要警示内容，运用高

科技多媒体技术，采取模拟场景体验、

视频影像、实物展示等方式，向他们阐

述了干部配偶、子女参与职务犯罪的危

害，倡导干部家属筑牢家庭反腐倡廉防

线，让自己的家庭远离职务犯罪。通过

“贪腐鉴录”和“拒腐防变”中近年来河

南省查处的系列腐败案，观看贪官们的

狱中生活，聆听他们痛哭流涕的忏悔之

音，亲身体验如履薄冰的贪欲陷阱，感

受“正己镜”里的影像，体验贪欲如无底

洞等富有互动、启发意义的环节，大家

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警示教育和廉政教

育，心灵受到了洗礼。家属们参观后，

感触颇深，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参观学

习，增强了他们的法规观念，同时，作为

党员干部的家属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

的头脑，杜绝贪念，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坚决不要，把好家庭的后防线。

（张旭娜）

今年以来，罗山县进一步深化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创新载

体平台，丰富宣教内容，形成强大

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

冲击力，筑牢全县党员干部拒腐防

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罗山县纪委反腐倡廉宣传教育

工作精彩纷呈。以廉政党课、观看

影片等形式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经

常性教育；开设廉政教育“微课堂”，

开通政务微博，拓宽与群众互动沟

通渠道，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支

持反腐倡廉工作，传递正能量，已发

微博3398条，拥有粉丝7410名，收

集处置案件线索18件，扩大了廉政

宣传影响力；加大宣传力度，目前向

各类纸质媒体投稿440篇（条），被

采用312篇（条），其中中央级6篇

（条）；在县内报刊电视台开辟廉政

公益广告专栏，大力弘扬廉政文化，

营造宣廉、倡廉、尚廉氛围。

阳光用权机制建设有序推

进。积极推进全县党务政务公开

标准化建设，完成了县党务政务公

开的内容更新；加强对乡镇、县直

单位公开工作的检查指导，促进了

党务政务公开阵地建设。修订完

善了县委和基层党组织党务公开

目录，汇编了县委书记职权目录、

运行流程及配套措施，推动了《县

（区）委书记公开透明行使职权监

督办法》的落实。协助县委制定

《罗山县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2013-2017年实施意见》，推

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董恒建）

孟津县城关镇瀍阳村原村委会

主任王某贪污财政补贴款1.5万元

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麻屯镇

前楼村原村党支部书记陈某非法占

有公共财物1万元，被开除党籍，移

送司法机关；白鹤镇范村原村委会

主任范某与他人合伙贪污拆迁补偿

款66410元被移送司法机关；平乐

镇平乐村原村委会主任郭某违规送

节礼及非法占用土地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白鹤镇河清村原3组组

长马某挪用征地附属物补偿款11

万元被移送司法机关……今年以

来，孟津县纪委监察局紧盯“苍蝇”

腐败，严惩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

问题，以实际行动赢取了人心民心。

今年以来，孟津县纪委监察局

在受理的群众来信、来访中，有

90.1%的举报件涉及农村党员干

部，“村官”贪腐，直接损害群众利

益，群众深恶痛绝，甚至因此形成

重大集访事件。针对这一现象，孟

津县纪委监察局把严惩“村官”贪

腐作为聚焦主业主责的中心工作

之一，集中力量开展专项治理，从

严从快从重处理。通过调研，把财

政补贴涉农资金、搬迁补偿款、灾

房重建资金、一事一议工程建设资

金四类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作为检

查重点。开通“村官”贪腐举报电

话和网上举报，在县信访局开设专

门受理窗口，实行有奖举报。针对

力量薄弱问题，由该县纪委常委牵

头，以三个案件室为主，抽调财政、

审计、农业、水利、卫生部门人员，

发挥案件协作区作用，对10个乡

镇228个行政村实行网格化管理，

确保调查无死角。

今年以来，该县纪检监察部门

共查处“村官”贪腐案件59起，其

中贪污贿赂案件21起，给予党政

纪处分 38 人，收缴违纪资金

115492元，有效遏制了“村官”贪

腐案件高发的态势。 (张玉杰)

四季有序，万物无私。循日月之升落，

知天地之恩泽。长怀华夏之文明，始起上古

之轩辕，立制曰：“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

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惟仁是行，以德

为先。五千年春秋，十亿余人民，乃成就今

日浩浩之中国矣。

天之美，在于自强不息。地之美，在于

厚德载物。人之美，在于公正清廉。何也？

公者，公而忘私；正者，正大光明；清者，清风

峻节；廉者，廉明公正。“公”、“正”二字，皆与

清廉互为基石也。为人正，方能公，为官廉，

方能清。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缺一则必为

不全。

廉正者，横平以竖直，道义以两肩。其

品正者，言行守正，不求不实之名，不取不义

之财，不染不良之风，不为不法之便。贪邪

之念莫能近身，磊落之举可达九州，故浩然

之气可冲霄汉。其道正者，政也。若政权正

义，则民心所向，若政权反动，则民心所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此乃千古之警言。

廉公者，襟怀坦荡，不倚不偏。处事凭

公，可辨是非，论曲直，无人不敬也。其胸怀

天下者，公而忘私；其眼界高远者，大公无

私；其手脚干净者，公私分明。而因公谋私、

损公肥私者，国贼也！民之鄙厌。处公心而

能养廉，藏私心则能纵贪。兹清廉与腐败，

其兴邦与丧邦，只存乎公私之间。

回溯历史滔滔之江河，泥沙漉尽，终熠

熠而生辉者，独高洁之士不负于清廉。昔东

汉之董宣，不畏强暴，惩治豪族，首难屈，颈

可断，“强项”之誉当之无愧；北宋之包拯，掷

砚成洲，大义灭亲，有包弹，没包弹，“铁面”

之称表里如一；明朝海瑞，朱门改漆，百姓披

孝，只服理，不服权，“刚峰”之号实不虚传。

更有一钱之太守，二不之尚书，三汤之巡抚，

四知之刺史，五代之清郎……此皆为民族之

英杰，名垂乎史册，亘古乎不变。敬哉，高山

仰止，其志向如巍峨千仞之峰峦。壮哉，景

行行止，其德行若绵延万里之大川。

嗟夫，予尝求古人之心，深知今人亦有

之。君不见黄河岸边，焦裕禄除害造福，九

死未悔；君不见高原脊上，孔繁森献血养孤，

魂系雪域；君不见彩云之南，杨善洲植树育

林，竟成大观。其清廉之境界，既上承于古

人，犹胜于古人，而终下启于后人也。诚焉，

前代之先贤，尤重修身养性，其品行不可玷

污，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洁身以自好，欲图

之以清廉。当今之模范，更思平生忘我，一

心为民，长于群众中间，不受污淖之所困，而

自得其清廉。孰高孰低，应一目而了然。

古人尚廉，在于慎初。夫千丈之堤，以

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今

人谋廉，在于监督。夫制度之笼，收滥权之

流毒；作风之剑，破特权之重关。方今古之

不同，恰时代之进步，当为赞也。然须知守

廉之路甚为遥远，反腐之战绝无终点。当寄

心于明月，立誓于青天。且任长路漫漫，还

更一往无前。

梅兰竹菊，修身四友。公正清廉，为政四

要。不清，则无以成就事业；不廉，则难以凝

聚人心。夫水不流则腐，官不廉则败，人不正

则灭，权不公则亡。故欲念使人堕落，信念使

人奋进，须三省之。时忆古之君子，廉而洁，

文章一纸；勤而俭，陋室几间。还思今日之中

国，党风正则精神足，政风正则指令通，民风

正则社会和，家风正则万事兴。吾侪宜记，一

身正气方两袖生风，一尘不染任两鬓生斑，谨

守一丝不苟勤于政务，一生为民便是清欢。

如此，则中华民族之廉洁梦，中华民族之复兴

梦，一如冲天之鲲鹏，抟扶摇直上九万里，乘

六月之息，复沛之元气，水击三千，复能展翅

翱翔于九天哉。 （蔡相龙）

今年以来，尉氏县纪委监察局围绕“转

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的工作要求，以严教

育、严要求、严管理 为抓手，努力打造业务

精、作风硬、责任清的纪检监察队伍，为提升

执纪能力夯实了基础。

严教育，提升业务素质。该县纪委监察

局围绕执纪监督主责，通过开展专题集中学

习、聘请上级专家辅导和交流讨论等形式，在

全面推进纪检监察干部专业知识学习活动的

基础上，围绕践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

果、严肃工作纪律、查办案件能力等方面进行

专题辅导7次，全县纪检监察干部先后撰写

学习心得体会280余篇，在报刊、网站发表党

风廉政建设宣传报道80余篇。同时，通过努

力，案件质量和数量大幅提升，1月至12月

份，共立案140件，给予233人党政纪处分，

其中科级干部36人。

严要求，切实转变作风。该县推行班子

成员包联乡镇党风廉政建设制度，组织纪检

监察干部深入镇村上门寻访，接受群众建言

献策和批评监督。同时，每一名班子成员月

均到各乡镇巡回接访都在5次以上，并及时

收集群众的信访举报。截至目前，共受理群

众信访举报93件，初核7件，立案85件，查结

92件，给予136人党政纪处分。同时，该县

委局干部在县内办公外出大部分能做到乘坐

公交车或骑自行车，以转变干部作风，降低行

政成本。

严管理，落实工作职责。通过制定和完

善《科室工作任务分工》、《机关日常事务管理

规定》等16项制度，夯实了工作职责，明确了

目标任务，落实了工作责任。同时，进一步规

范了信访受理、案件查办等工作流程，制定了

工作台账，明确了工作时限，并认真按照“三

转”要求对乡镇及部门专职纪委书记提出了

新的要求，切实做到了突出主业，防止越位、

错位，切实把“三个转变”落到实处，使执纪能

力明显提高，颇受全县干部群众好评。

（师俊省王水田）

12月19日，在郑

州市惠济区服务大

厅办事窗口，工作人

员正在为来办理营

运证的群众指点迷

津。市级机关简政

放权以来，惠济区交

通运输局运管压缩

办证周期，为群众提

供方便、快捷、优质的

服务。

张巧玲摄

扬清风之气 倡廉洁之行
河南省纪委举办“中原清风杯”反腐倡廉微电影作品征集宣传推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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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赋

尉氏县纪委

以“三严”促“三转”提升执纪能力

一场特殊的现场会

扶沟县

出狠招 刹歪风 树新风

罗山县

教育预防有声有色

孟津县

严惩“村官”腐败 赢取群众信任

登封：政务微博引反腐受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