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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宁县

3000余名“村官”接受廉政教育

范县

给新任“村官”戴上“金箍”
灵宝市

快板宣传监察法

郏县 惩治“微腐败”管好“微权力”

剖析案件警示教育 以案促改真促真改
登封开展全面从严治党警示教育月活动

证据确凿办铁案
郑州市中原区留置“第一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周智超
韩梦冉）“按照国家危房改造的要求和条

件，我三哥不应该享受危房改造补贴，但

我看他家庭比较困难，就帮助他制作整理

了相关申报资料，违规领取了危改资金

5000元。现在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

犯的错误，愿意把领取的5000元钱退赔

出来，同时接受组织处理……”6月7日

下午，郏县茨芭镇庞庄村前任党支部书记

李某在大会上作了公开检讨。

当天，因镇、村干部在危房改造工作中

存在违纪问题，郏县李口镇、茨芭镇2名干

部分别进行了公开检讨并现场退赔。这是

该县深入开展微腐败专项治理的真实场景。

今年2月以来，郏县启动微腐败专项

治理行动，大力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

之风和微腐败问题。该县把畅通线索收集

渠道、建立完善工作台账、落实监督检查机

制、认真查处整改问题、严肃追究问责作为

专项行动的重要抓手，成立15个县级督导

检查组，派往基层扶贫一线，开展专项督

查，紧盯危房改造、“六改一增”等与群众利

益密切相关的项目和领域，集中开展监督

执纪问责，切断“贪腐小径”。

目前，郏县纪委监察委共查处问题

65个，组织处理68人，党政纪处分26人，

已进行3轮公开退赔。

“我们开展微腐败专项治理和公开退

赔，就是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毫不手软

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以本地

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违纪违法案件为镜

鉴，查找风险漏洞，强化警示教育，实现查

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方的效果，推动

以案促改制度化常规化。”郏县纪委监察

委有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郑州市自来水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会计李玲涉嫌贪污犯罪案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据链条完整,达到

移送审查起诉标准,请第一纪检监察室和

案件监督管理室依法办理移送审查起诉

手续。”5月24日,经郑州市中原区监察委

员会委务会会议研究，决定对该区监察委

成立后的第一起留置案件移送中原区人

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012年5月至2017年3月,犯罪嫌

疑人李玲利用担任郑州市自来水公司供

水发展部会计、郑州市自来水公司客户服

务中心会计和郑州自来水公司石佛水厂

会计之便, 私自截留、侵吞应由郑州自来

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收取的工程款、维修

金、监理费等各项公款，用于网络贵金属

平台投资及偿还个人借款。

据悉，此案是中原区监察委员会成

立后办理的第一起行使公权力人员涉嫌

严重职务犯罪案件，也是监察法实施后中

原区监察委适用留置措施的第一案。中

原区监察委高度重视该案的调查工作，为

了保证案件调查工作能够快速有序进行，

成立了以第一纪检监察室为主、其他纪检

监察室骨干组成的专案组，按工作需要分

为谈话组、核查组、心理疏导组等，协同开

展调查工作。

由于该案涉案年度跨度大，涉案款

项笔数多、数额大，案件涉及企业多，且

企业流动性大、涉案人员分散，赃款流

向涉及深圳、广东、辽宁、湖南、青岛等

地，给调查取证工作带来很大难度。为

了尽快完成调查取证工作，区监察委领

导从其他纪检监察室抽调有丰富办案

经验的调查人员组成专门的核查组，分

组奔赴各个证据点进行取证工作。尽

管案件复杂，调查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困

难，但办案人员始终坚持“以审判为中

心”的标准认真收集着每一条有价值的

证据，每一步都行之有据，每一步都留

有痕迹。

“李玲涉嫌贪污案件经过专案组调

查，确认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按规定是不需要经过监察委员会全

体委员讨论决定的，但为了使该案件成

为今后办理同类案件的标杆，我们不仅

要在调查过程中把握好每个环节证据的

调查收集工作，更要在案件最后运用集

体智慧把握好案件总体质量关，使案件

成为铁案，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中原区

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察委主任薛晓

军说。（王胜洲）

本报讯（记者邓开诚 通讯员陈建
敏）“ 这种用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开

展警示教育，震慑确实大，一下子就

抓住了我们的心，触动了灵魂，给我

们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教育。”近日，刚

参加完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的登

封市石道乡党委副书记郑俊峰说。

登封市纪委监察委结合今年查处的

两起职务犯罪案件，拍摄制作了警示

教育片《无底的黑洞》，以身边的案例

警示教育身边的人，真正使以案促改

真改实改。

为深化标本兼治，推进以案促改，登

封市从5月下旬到6月底在全市开展全

面从严治党警示教育月活动，持之以恒

正风肃纪，深入推进反腐倡廉，着力维护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据悉，登封全面从严治党警示教

育月活动分两个层面推进。在乡镇区

办、市直机关各部门、各单位，重点组

织全体机关干部开展以“五个一”为主

题的警示教育活动。即观看一部警示

教育片，组织一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法

律法规和文件精神为主题的集中学

习，上一堂廉政党课，写一篇结合自身

工作岗位性质和职责的心得体会，开

展一次廉政谈话。在各行政村（居委

会）开展“警示教育村村行”，重点突出

各级关于脱贫攻坚、社会保障、救灾救

济、环境保护、违章建筑等领域侵害群

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典型

案例通报等。

该市纪委监察委会同有关部门，通

过明察暗访、专项检查等方式，对在全面

从严治党警示教育月活动中搞形式、走

过场、自查自纠不得力、整改问题不认

真，以及活动月期间仍然顶风违纪违规

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为提升村（社区）换届后新班子的整体履职能力，打造一支
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作风过硬的村级干部队伍，近日，全
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从培训、监督等方面入手，为新任村（社
区）“两委”干部打好“预防针”，敲响“警示钟”。

本报讯“俺想知道村里的钱都花

哪儿了，该问谁？”“要是我们认为村干

部办事不公平该咋处理？”

近日，在洛宁县上戈镇新任村干

部廉政课堂上，新当选的村干部和部

分村民与县纪检监察干部围坐在一

起，就大家关心的问题有问有答。

为了使新当选的村（社区）“两

委”干部廉洁从政、务实为民，洛宁县

纪委监察委组建3个廉政宣讲团分

赴18个乡（镇），对全县3000余名新

当选村（社区）“两委”干部开展任前

廉政教育。

这次任前廉政教育采取廉政课

堂的形式，组织新当选的村（社区）

“两委”干部观看廉政教育警示片，并

以模拟演绎、以案说法、互动提问等

方式讲解村干部违纪违法的典型案

例，用身边事警醒身边人。课后还组

织新任村（社区）“两委”干部进行“一

对一”廉政谈话，签订廉洁从政承诺

书，给新任村（社区）“两委”干部打

“廉政疫苗”。

“基层不正之风和腐败案件在群

众中产生的影响很恶劣，对新任村

（社区）‘两委’干部加强廉政教育、固

本清源很有必要。”洛宁县纪委监察

委的一名负责同志介绍。（赵宜强）

本报讯 村“两委”换届结束后，

范县纪委监察委紧紧压实“两个责

任”，早打廉政“预防针”，给全县2000

余名新任“村官”戴上“金箍”，不断强

化新任村“两委”干部廉洁自律和规矩

意识。

宪法宣誓“表”忠心。组织新任

村“两委”干部佩戴党徽，面向国旗进

行庄严的宪法宣誓，进一步增强新任

“村官”忠于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

行法定职责的誓言，自觉践行忠于祖

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的

公仆本色。

学习充电“提”能力。组织新任村

“两委”干部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和宪法

法律法规，用近年来查处的农村干部

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开展专题讲座，教

育村干部坚守法律和道德底线。

廉政谈话“敲”警钟。进行新任

村“两委”干部任前廉政谈话，签订廉

洁从政承诺书，强化规矩纪律意识。

警示教育“筑”防线。通过组织

参观郑板桥纪念馆、廉政教育示范点，

违纪违法人员现身说法等多种方式，

教育引导农村党员干部忠于职守、勤

廉为民。（黄守胜 张瑞方）

本报讯 6月4日，义马市纪委监

察委组织新当选的社区干部开展任前

集中廉政教育活动，为社区干部打好

廉政“预防针”。

活动中，大家集中观看了警示教

育片，学习省纪委监察委关于两起违

反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纪律问题

的通报，新当选社区干部签订《廉政承

诺书》《辞职承诺书》。市纪委监察委

工作人员从“常怀敬畏之心、坚持公开

透明、主动接受监督、树立良好形象”

四个方面对新当选社区干部进行集体

廉政谈话。同时，组织社区干部到廉

政教育基地接受警示教育。

下一步，该市纪委监察委将在全

市社区陆续开展任前廉政教育活动，

切实打通基层廉政教育“最后一公

里”，不断提高社区干部的纪律意识和

规矩意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基层

落地生根。（丁志新）

本报讯 为增强新任村（社区）

“两委”干部廉洁从政意识，6 月 3

日，鹤壁市鹤山区举办了村（社区）

“两委”干部廉政教育专题培训。此

次培训采取廉政课堂的形式，组织

新任村（社区）“两委”干部观看廉政

教育警示片，并通过以案说法、互动

提问等方式讲解村（社区）干部违纪

违法典型案例，用身边事警醒身边

人。课后还组织了廉政法规知识测

试。

“这次培训既是警醒又是鞭策，特

别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村干部违规违

纪典型案例，让人深受触动，为我们敲

响了廉洁自律的警钟。”参加培训的村

（社区）“两委”干部纷纷表示。（鹤纪）

本报讯“监察法，颁布啦！反腐败，

得靠它。零容忍，无空白，公职人员全覆

盖……”近日，在灵宝市体育馆广场，一

场以宪法监察法为主要内容的快板欢

快地打了起来。

自监察法颁布实施以来，该市创新宣

传方式，采用群众喜闻乐见快板的形式深

入宣传监察法。市纪委监察委组织人员精

心编排快板内容，市卫计委挑选专业人员

进行表演，力争快板内容观点鲜明、浅显易

懂、贴近实际、生动活泼。截至目前，快板

宣传监察法开展6次，3000多名党员干部

群众受教育。（杨蓓蓓）

本报讯 近日，为加大监察法在全区

广大机关干部和全体公职人员中的学习

宣传力度，洛阳市瀍河区纪委监察委将中

央纪委法规室主任马森述做客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网站《在线访谈》的视频“请进”

了区机关办公楼以及辖区各单位、小区的

电梯间，在每部电梯的数码电子屏上全程

滚动播放讲解视频。在机关大楼内，除了

各个楼层的公职人员，前来办事的干部、

群众都能够很直观地收听观看，学习宣传

监察法的氛围进一步增强，加深了对监察

法的认识和理解。（苗雯）

本报讯 近日，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

乡干部王琛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惊讶地

发现他所乘坐的公交车竟然“变身”为了

监察法流动课堂。据源汇区纪委监察委

派驻交通运输局纪检组长闫艳珂介绍，利

用辖区公交公司的公交车资源，他们开通

了50多辆监察法宣传主题专车，通过在

车内张贴监察法宣传内容，让乘客在乘车

过程中学习监察法、感受监察法。

与此同时，源汇区还在校园、社区、工

地、进企业张贴悬挂或播放宣传标语300

余条，在社会上广泛扩大监察法的影响

力。（腾云 庄丽）

本报讯 6月9日晚上，柘城县申桥乡

胡庙村文化广场上，不少群众围在4个新

建的宣传栏前，看得津津有味。“现在心里

透亮了，老百姓有事找谁办、该咋办，这上

面说的是小葱拌豆腐—— 一清二白。”村

民胡建良看后高兴地说。

原来，今年5月，柘城县安排部署在

全县各乡镇开展“六位一体”村级微权防

控机制建设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村的文

化广场上都要增设4个宣传栏公示村级

权力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图。

自2017年9月份开始，柘城县纪委

紧盯村级组织职权不明晰，村干部滥用职

权、优亲厚友、搭车收费、蚕食群众利益等

问题，在张桥镇、邵园乡等4个乡镇试点

开展“六位一体”村级微权防控机制建

设。“六位一体”即，厘清权力清单，明确村

干部职权；绘制权力运行流程图，固化办

事流程；印发《村干部行为规范》，强化规

矩意识；发放监督廉心卡，拓宽信访渠道；

开展“三金”治理，重拳整治微腐败；开展

警示教育，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试点期

间，4个试点乡镇的信访量同比均明显下

降。（王同超 宋凯月）

打好打好““预防针预防针””敲响敲响““警示钟警示钟””

义马市

开展社区干部任前集中廉政教育

鹤壁市鹤山区

新“村官”上任先上廉政课

洛阳市瀍河区

监察法解读视频进电梯

漯河市源汇区

监察法“坐上”公交车

柘城县“六位一体”规范村级微权

新闻1+1

6月份以来，宁陵县纪委监察委、县委组织部在全县364个村（社区）党支部、机关党委（支部）高标准建设了党建廉政文化主题墙、

红色图书角、组织生活园地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党建廉政展板，全面提升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质量。吕忠箱摄

本报讯 村（社区）“两委”换届结

束之际，商城县纪委监察委第一时间

组织全县新任“村官”围绕岗位找定

位，围绕权力谈廉洁，围绕责任谋发

展，燃起村官上任前的“三把廉火”。

将《如何做好农村基层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作为任前教育的开场白，摈

弃以往传统廉政谈话模式，以大讲堂

形式，开门见山指问题，直击当前村干

部存在的共性问题，指出各村在党风

廉政建设上存在的风险点，为今后工

作列出任务单，树好风向标。精选近

三年本县村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件，

深刻剖析农村基层干部腐败的特点和

危害，为新任“村官”敲响任前警钟。

组织开展廉政约谈，各乡镇党委、纪委

会同组织部门开展逐人约谈，对新上

任“村官”结合以往工作经历谈实际、

谈谋划、谈纪律，帮助其及时转变角

色，及早适应新岗位。（陈萌）

商城县

燃起“村官”上任前“三把廉火”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郑战波
王西晓）“以礼为先、清正廉洁、诚信为

本、家国情怀……”在孟津县白鹤镇七里

村，一幅幅廉洁家风文化“走”上农村文

化长廊，成为该村别具一格的风景线。

今年以来，白鹤镇深入挖掘中华传

统文化中的廉洁元素，把它们融入美丽

乡村建设，利用农村文化广场、群众住房

外墙等，以廉政建设为主题，采用通俗易

懂的廉政漫画、廉政格言警句、顺口溜等

形式，将党的十九大精神、廉洁家风等内

容与农村实际有机结合，让一面面墙壁

变成美观又会“说话”的廉政文化墙、文

化长廊，使广大党员干部在耳濡目染中

接受廉政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弘扬廉政

清风。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借力美丽乡

村建设，做好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的文

章，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

线，让清风廉韵沁润民心。”白鹤镇党委

书记谢睿说。

孟津县白鹤镇 廉政文化“走”上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