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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聚焦
为解决基层基础薄弱、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
新乡县探索建立村级“小微权力”
监督制约新机制，
梳理村级
组织和村干部在服务群众过程中行使的权力清单 26 条，涉及村务公开、
“三资”管理、组织人事、公共服务等 5 大
类，
将“小微权力”
晒在“阳光”
下，
推动从严治党向基层全面延伸。

“小微权力”进清单 清单之外无权力
□本报记者 马丙宇
通讯员 杜喜燕 实习生 刘亚鑫 文/图

叶县

“扶贫广播”传递清廉好声音
本报讯“这里是叶县广播电台脱贫
今年以来，叶县纪委监察委利用
攻坚专题节目，
今天的《晨钟送暖》为您播 “扶贫广播”传播快、范围广、易于接受的
报我县此次脱贫攻坚巡查中发现的相关 优势，主动联系电台，增设了普法宣传栏
问题……”
7月5日早上6点25分，
叶县辛 目，围绕廉政主题，播放国学经典、党规
店镇刘文祥村的
“扶贫广播”
准时响起。
党纪、案例剖析、移风易俗等内容。
“廉政
“我们年纪大了，电视看不清，手机 元素”的介入，一方面丰富了“扶贫广播”
不会玩，啥也不知道，有了广播，国家政 的内容，另一方面依托“扶贫广播”传递
策、法律法规，啥能干啥不能干都知道 清廉好声音，助推了执纪审查等业务工
了。”60 多岁的贫困户童路军说。
作的开展。
（张晓勇）

襄城县

权力公开
该干啥 能干啥
“550 元、600 元……750 元”
直到新乡县翟坡镇常兴铺村村民孙
高祥喊出每亩 750 元的承包费时，其他 4
名竞标者摇了摇头，没有再喊出新价
格。随后，常兴铺村支部书记孙习党宣
布孙高祥中标。
“招标公开透明，这个结果俺服气！”
7 月 9 日，竞标失败的村民孙习良告诉记
者。孙习良也是竞标人之一，他本想着
承包点地种玉米和小麦，没想到人家种
的是经济作物，收益高，自然就敢喊价，
自己就败下阵来。
去年 10 月，常兴铺村的 40 亩集体
土地对外承包，村干部严格按照“村集体
资产资源承包、出租、转让、出让流程图”
进行公开招标，得到了村民的肯定和拥
护。
能让竞标失败的村民都对招标结果
如此“服气”，常兴铺的村干部们是如何
做到的？
“我们结合村里实际确定了本村的
12 项权力清单，村‘两委’
、村干部的职责
都写得一清二楚，并配有详细的流程
图。按图办事，严谨有规矩，群众自然满
意！”孙习党说。
翟坡镇朝阳社区支部书记陈来胜对
于“小微权力”的规范化运作也赞不绝
口：
“ 之前处理社区的事儿全凭感觉，有
时候还出力不讨好，常被误解，现在权力
清单明确我们‘该干啥’、
‘ 能干啥’，开
展工作就变得轻松多了。”
去年 4 月份，新乡县大力推进“小微
权力”规范化运行工作。新乡县纪委组
织了 15 家县直单位共同审核、编制《新
乡县村级“小微权力”清单指导目录》，涉
及村务公开、
“三资”管理、组织人事、公
共服务等 5 大类 26 项内容，并根据每一
项应办事项的法律法规依据、范围界定、
办理主体等要求，对 26 条权力清单全部
绘制了“小微权力运行流程图”，简化办
事程序，做到“小微权力”进清单。
“各村可根据实际进行增减，形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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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任村干部上好廉政第一课
本报讯 “做一个有初心、有追求、
获点赞的村干部；做一个守住底线、不踩
红线，永远在纪律规矩框架内做人做事
的村干部；做一个能把学习的心得体会
传达给村‘两委’
、村党员，让清风正气吹
遍全村的村干部。”7 月 8 日，在新一届村
“两委”干部培训班上，襄城县委常委、县
纪委书记、县监察委主任陈朝敏对村“两
委”干部提出要求，勉励他们勤思考、明
纪律、守规矩、知敬畏、会服务。

随着 6 月底村“两委”换届的结束，
襄城县纪委监察委紧盯“两委”干部廉
洁履职不放松，采取上好廉政第一课、
开展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廉政谈心谈话
等 方 式 ，为 新 当 选 村 干 部 集 中 送“ 廉
礼”。
这次培训共三天时间，全县 448 个
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监
委会主任（纪检委员）1400 余人参加了
培训。
（魏永涛）

栾川县
7 月 6 日，
常兴铺村村民在村内的公开栏前查看最新公示的村务信息。

级权力清单，基本实现村级权力全覆盖， 格按照党员发展流程图，从提交入党申
做到清单之外无权力。”新乡县纪委常 请到最后党员大会无记名投票、唱票，关
委、县监察委委员李晓鹏告诉记者。
键环节都要进行公示。”新乡县大召营镇
大召营村村支书姜磊说。

群众参与
杜绝“拍脑袋” 干事更民主

“大家的事情大家办，要让群众参与
村务的管理，知晓村里的大小事，民主决
策各项事务，要求村干部必须按流程图
办事，防止村干部干事‘拍脑袋’。”翟坡
镇党委书记宋传林表示，
“目前镇纪委已
经发放问题整改提示函 22 份，提醒‘问
题村’发现问题、重视问题、整改问题。”
不准拉帮结派，搞无原则纠纷、破坏
班子团结；不准违背村民意愿超范围、超
标准向村民筹资筹劳，加重村民负担，或
者向村民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为
让村干部时刻牢记以群众为重，守好工
作底线，新乡县还出台了《村干部 20 条
负面清单》，加强对村“两委”干部的规范
管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以前发展新党员，组织程序有可能
不太严谨，村干部可能就定了，现在要严

微 权 力 ”微 信 群 ，占 全 县 村 级 总 数
72.47%。
除了规范权力清单和运行流程，新
乡县纪委监察委还组织技术力量，积极
探索“互联网+”的公开模式，投入 50 多
党群和谐
万元，在新乡县纪检监察网设立“清风鄘
给群众以明白 还干部以清白
南网”，公开各行政村的村务内容；县纪
“村里每家每户都入了这个群，每月 委监察委定期组织乡镇党委书记、乡镇
的 21 日，我都会把村里的大事小情整理 纪委书记、村支部书记就“小微权力”运
好发出来。”孙习党打开手机，给记者展 行观摩交流，各乡镇每季度对村“两委”
示村里的微信群“阳光常兴铺”，一条一 成员、村监委会成员进行培训，建立了常
条地讲解他发在群里的消息。他说，虽 态化交流培训机制；印发《新乡县清风鄘
说发消息耽误点时间，但换取的却是大 南工程服务手册》1500 本、宣传页 1.5 万
家的信任，值！
份发放给干部群众，开展各类宣讲 30 余
除了“阳光常兴铺”微信群，常兴铺 次，让广大群众“人人知晓流程、个个监
村还有“九个有”：有一块村务公开栏、有 督权力”。
一个“小微权力”清单、有一套“小微权
通过一年多的实践，
“ 小微权力”规
力”运行流程图、有本村“小微权力”运行 范运行的积极效应在新乡县开始逐步显
的工作资料、有一个“小微权力”微信群、 现：全面从严治党更加深入基层，党群干
有本村“小微权力”运行的网上公开资 群关系更加和谐，群众对村里事项办理、
料、有一个便民服务点、有良好的宣传氛 资金使用更加放心，满意度明显增强。
围、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
2017 年，该县纪检监察信访举报较前年
目前，新乡县已有 129 个村建立“小 下降了 65.1%。

“四三一”
规范村级
“小微权力”
运行

本报讯 近日，栾川县纪委监察委
启动对 29 个行业扶贫重点单位的专项
督查工作，将县旅工委、县人社局、县教
育局等 29 个行业扶贫重点工作牵头责
任单位列为监督检查对象，通过实地查
看、翻阅资料、入户抽查、座谈了解等形
式，对行业扶贫单位承担的 186 个扶贫

项目进行集中监督检查，。
“我们要通过多种形式的持续监督
检查，促进行业扶贫各项工作任务的落
实，同时着力发现和查处一批侵害群众
利益的违纪违规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
得感和满意度。”栾川县纪委监察委负责
人介绍。（庞敏）

新野县汉城街道

“三委”会审让群众明白
本报讯 7 月 8 日上午，新野县汉城 区监委会主任、社区居委会主任、社区党
街道北关社区党支部、居委会、监委会 支部书记签字确认。当日下午，材料送
“三委”负责人、街道驻社区干部和 12 名 达街道“三资办”进入终审，审核通过方
居民代表聚集在居委会议室里，
“会审” 可报账列支。
工作经费安排等 7 个事项。
近年来，汉城街道纪工委通过实行
在当天的“会审”中，与会人员重点 “三委会审”工作机制、建立“社区权力监
对 6 月份的环境整治、治安巡逻、秸秆禁 督微信群”、开展居委全面巡察等措施，
烧等工作所需要的近 5800 元经费安排 创新微权力监督机制，不断拓宽群众监
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将原计划居民用 督渠道，
使群众明白，
还干部
“清白”
，
有效
工每人每天 90 元的工钱降至 70 元，社 净化了基层
“微生态”
。
（齐爱闻 张显军）

禹州市浅井镇

以案促改筑牢廉政防线

□新乡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察委主任 赵永峰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 单》，
系统化、
规范化推进村级
“小微权力”
次全会上强调，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 规范运行。规范运行流程，绘制“小微权
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 力”运行流程图，给每项权力定轨画线。
实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 规范公开平台，
在新乡县纪检监察网设立
烈的突出问题。新乡县在推进村级“小 “清风鄘南网”，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规范
微权力”规范运行的工作中，着力构建了 教育管理，
制定镇级
“九个一”
、
村级
“九个
以“四规范、三监督、一问责”为主要内容 有”的标准化工作任务清单，定期组织乡
的“四三一”工作机制，紧盯基层权力规 镇党委书记、乡镇纪委书记、村党支部书
范化运行。
记就
“小微权力”
运行观摩交流。
“四规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规
“三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权力
范权力清单，出台《新乡县村级“小微权 接受上级监督、村级监督和群众监督。
力”清单指导目录》
《村干部 20 条负面清 县、乡两级纪委分别制定了监督检查制

开展行业扶贫专项督查

度，对各村“小微权力”运行情况定期检 了《新乡县村级“小微权力”运行责任追
查、抽查暗访，督促整改；村级监督重点 究办法》，将村级“小微权力”运行情况作
是发挥村监委会的作用，把选优配强、教 为“两个责任”考核具体事项，对村干部
育培训、考核奖惩作为村监委会建设的 执行纪律、行使权力、村级事务管理决策
重要内容，严格落实村监委会“三记录一 等方面，不能规范履职的严肃追责。把
例会”工作机制，对“小微权力”运行跟踪 “小微权力”运行情况作为党风廉政建设
监督、全程纪实。要求各村建立“阳光某 责任制考核的重要指标，列入县直相关
某村”微信群，按照“一户一个明白人”入 职能部门和乡镇、村两级党组织主体责
群，将本村“两单一图”、研究事项、各类 任清单，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一级抓
公开内容进行告知，切实保障群众对村 一级、层层抓落实工作制度，进一步压实
务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各级主体责任，强化责任意识，切实实现
“一问责”保障权力运行实效。出台 “责任明确、问责精准”。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刘艳
红 党晓峰）
“县纪委监察委通报的 2 起典
型案件就发生在身边，我们一定要认真
汲取教训，管住手，管住嘴，管住腿……”
近日，在禹州市浅井镇召开的“标本兼
治、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上，该镇纪
委书记李晓宇语重心长地说。
去年以来，禹州市浅井镇把开展镇
村“标本兼治、以案促改”警示教育活动
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有力抓
手，通过“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把规矩

纪律立起来、严起来。
该镇成立由班子成员任组长的12个
督导组，
分包23个村，
促进村级以案促改
活动扎实开展；把以案促改作为基层党
组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的一项
重要内容，抓在经常、融入日常；结合“阳
光村务”
“连心”工程等，通过落细落小落
实，
促进以案促改有力有形有效开展。
截至目前，该镇共召开警示教育大
会 24 次，组织集中督导 24 次，600 名党
员干部受到教育。

郑州市中原区

一个电话引发的变革
□周金诚

下午一上班，我抓紧处理了公务，准
备“践诺赴会”。这时，办公室的电话又响
纪 检 监 察 工 作 如 何 增 进 群 众 获 得 了：
“喂，金诚，我是……”
感？我从一个群众电话“访问”中找到了
这次打来电话的是我的大学校友，他
答案，这个电话让我记忆犹新、时常催我 委婉地表达了要我帮忙为其亲戚办理低
奋进。
保的想法。
那是 2016 年初的一天上午，我刚上
“怎么弄成这样了？”两个反映类似问
班，办公室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 恁是纪 题的电话引起了我的警觉。我以要开会
委的吗，我要向你反映一个问题：俺村里 为由婉拒了大学校友的攀谈，如约来到区
该吃低保的吃不上，不该吃的吃上了。 纪委机关信访室。
另外，村里大事都是干部们几个人说了
“老王，欢迎你来反映问题。上午要
算……”
不是你关照，我开会非迟到不可，很感谢
来电“访问”的是周口市川汇区城北 你。”
办事处一位姓王的群众。当时，我正要去
“这些年你们干部头上的‘紧箍咒’越
开会，没时间听他细说，便邀请他下午来 念越紧，干好活也不容易，这我都知道。”
区纪委当面说明详情或递交书面材料，并
借助上午电话的由头，我和老王攀谈
承诺如果有时间一定见面。
起来，很快熟了。他打开了话匣子，把问
“中，那你先去开会吧。”嘿，老王真通 题“端”了上来:“俺村干部的亲戚或有关
情达理！
系的，吃低保很容易，而真正的困难户跑

三趟五趟也未必能吃上；村干部朱某某以
每亩 300 元的价格承包村里的地，一转手
倒腾给其他人就赚七八百元。村里大事
干部不让俺知情……”我听得很专注，信
访室的同志记录得很仔细。老王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难得的微笑。
接着，我通过到区民政部门调研、与
基层群众座谈，发现老王反映的问题具有
一定的普遍性。这些问题根子在工作制
度机制上，基本表现是办事不公开、干部
作风不实等。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很快，区里出
台制度严格规范了低保等各类惠民资金
的申请、审批、发放，把政策内容、办理程
序、办理人员、办理时限、办理结果“打包”
上网公开，随时随地接受查询监督。与之
相呼应，全区开展了惠民资金发放情况专
项检查。
随后，我选取城南办事处刘方平等

纪检人手记

3 个村作为试点，而后以点带面，全面推
行以公开确保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监督权为主要内容的“三权”公开工作，
把村务开支、集体“三资”处置、征地补
偿金和惠民资金发放等群众关注的热
点问题及时公开，让群众知情、参与、监
督。
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显规则打破了
潜规则。群众办事方便了，身边的“蝇贪”
受到了及时惩处，心气顺了。
我和信访室的同志又把老王请来，向
他“汇报工作”。老王一见面就向我让烟，
脸上堆满了笑容。
望着老王的笑容，我心头又多了些许
沉重：为官避事平生耻，担当成事真男
儿。为了让更多的老王再多一些笑容和
满意，我们纪检人还得加油干！
（作者系周口市川汇区委常委、区纪
委书记、区监察委主任）

80 后纪检监察干部捐献“生命种子”

7 月 4 日，郑州市中原区 80 后纪检监察干部李冰，在河南省肿瘤医院捐献造血干细
胞 200 毫升，
成为河南省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第 685 例志愿者。吴清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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