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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11日，鹤壁市纪委监委

印发《开展“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乱作

为”专项治理以硬作风促大作为实施方

案》，公布举报电话、信箱，组织机关党风

室、信访室共同接访、研判分析不作为问

题反映，进行监督检查等，在全市部署开

展“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乱作为”专项

治理。

专项治理面向全市各级党组织、党员

和《监察法》规定的监察对象，重点治理3

大类14方面问题，以硬作风促大作为，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纪律和作风

保障。在传达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央精神

和省委、市委部署方面，重点治理对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领会不深、把握不准，对中

央精神不加消化，只做口号式、机械式的

传达；落实工作虎头蛇尾，致使政令落空、

政策走样等。在谋划、推动工作方面，重

点治理文山会海反弹，抓工作“决心”在嘴

上，“打算”在会上，“落实”在纸上，以会议

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等现象；检查

考核过多过滥，考核频率高，督导检查内

容不务实，检查部门多，检查标准不一，重

档案指标，轻实际效果，过重留痕加重基

层负担等。在担当作为，联系群众、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重点治理窗口单位服

务意识淡薄、敷衍塞责、出工不出力；对群

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畏难、厌烦，工作方

法简单粗暴，对群众诉求动辄恶言相向

等。

“专项治理从即日起至 5月底，分

动员部署、自查自纠、总结提高、监督检

查四个阶段进行。专项治理期间，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将加大问责通报力度，对

专项治理不负责任、组织不力，搞形式、

走过场，对存在问题应查未查、应改未

改的，严肃问责，对典型案例和问题公

开曝光，持续释放严肃问责的强烈信

号。”鹤壁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袁欣乐 王志国）

本报讯“旁听张某违法犯罪案件的

庭审宣判，让我们每一位同志都接受了

一次震撼心灵的法纪教育。面对庄严肃

穆的法庭和现场警示教育，我们真切感

受到党纪国法的威严和违纪违法的惨痛

教训，深受震撼、深受警醒、深受教育。”

近日，上蔡县塔桥镇南张村党支部书记

李新彬在接受庭审教育后这样感叹。

上蔡县纪委监委坚持完善警示教育

机制、丰富警示教育形式，多层次全覆盖

开展警示教育，在触动思想、触碰灵魂上

下功夫，让广大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摒

弃“看客”心态，真正把自己摆进去，知敬

畏、明底线、受警醒。

为了提高警示教育覆盖面，丰富警

示教育形式，上蔡县纪委监委以阵地建

设为重点开展常态化警示教育，把通俗

易懂的廉政宣传图画和寓意深刻的警

言、警句,以灯箱广告为载体展示出来建

设“廉政文化街”；精选十八大以来上蔡

县查处的典型违法违纪案例,建设“上蔡

县以案促改警示教育一条街”，并筛选典

型案例及违纪者忏悔录印发，保证全县

公职人员人手 一册，要求全县党员干部

深入学习，做到警钟长鸣、震慑常在。

在筛选典型案例的同时，该县更注

重用典型案例开展现场体验式警示教

育。在县法院开设“以案促改庭审廉政

教育课堂”，在庭审公职人员违法犯罪案

件时，组织有关单位党员干部特别是发

案单位人员现场旁听，通过庭审和违法

犯罪人员的忏悔，从中汲取惨痛教训，以

案说法、以案为鉴。

警示教育既要有实效，也要特色。

2018年以来，上蔡县利用460个行政村

（社区）“扶贫广播大喇叭”，开设“廉情广

播”栏目，对查处扶贫领域违纪违法典型案

例进行通报；成立宣讲团举办“流动课堂”，

分赴全县26个乡镇（街道）向基层党员干

部宣讲监察法；选取问题多发的重点单位，

通过筛选典型案例、制作警示教育视频“送

教”上门，确保警示教育入脑入心。（黄彭）

本报讯 为保障机构改革工作平稳有

序推进，罗山县纪委监委进一步强化信访

举报工作，紧盯机构改革期间违规违纪问

题线索不放松。

畅通举报渠道。充分发挥信访举报

主渠道作用，开设机构改革专项信访举报

渠道，通过“清风罗山”“罗山县阳光村务”

微信公众平台等，公示公开纪检监察信访

举报受理范围、渠道、注意事项等，营造

“改革在身边，纪律挺在前”的良好氛围，

确保信访举报“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

音”。

突出办理重点。对涉及违反机构改

革“六大纪律”，特别是违反组织纪律、机

构编制纪律和干部人事纪律等实行优先

办理，对于涉及机构改革方面的信访举报

问题线索，第一时间摘要、呈批、分流转

办，并建立专门台账，列出办理时限，优先

研判、优先处置、优先查办。

强化过程监督。切实发挥新设立的

各派驻纪检组“派”的权威、“驻”的优势和

“探头”作用，以问题为导向，找准风险点、

着力点，强化全过程监督，确保驻在单位

在特殊时期、关键节点纪律作风不松弛，

履职劲头不懈怠。（郭忠志 邓茜文）

本报讯“老人家，您坐下，喝杯水，慢

慢说。”2月18日，襄城县委常委、县纪委

书记、县监委主任陈朝敏一大早就来到县

信访局信访接待室，接待来访群众，聆听

群众心声，为群众排忧解难。

为进一步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密切党

群干群关系，认真解决基层信访突出问

题，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襄城县在县信访

局信访大厅设立“纪检监察接待窗口”，县

纪委监委班子成员、派驻纪检监察组组

长、各乡镇纪委书记轮流接访，面对面倾

听来访群众的诉求和呼声，近距离接受群

众的举报和投诉，全面解决群众反映的问

题和合法诉求。这种“零距离”接访方式，

让群众倍感亲切和关怀。

该县规定，当天受理的群众诉求，能

现场答复的必须现场给予答复；不能现场

解决的，要向来访群众说明原因，做好登

记交办工作，留下联系方式，约定答复时

间；对群众反映纪检监察业务之外的问

题，也要认真对待，耐心解释，正确引导和

解答群众信访问题，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魏永涛）

本报讯 2月17日，宝丰马街书会精

彩开锣，宝丰县纪委监委在马街书会设立

的廉政书场为观众带来一个个精彩无比

的廉政戏曲节目，廉政琴弦之声飘扬马街

书会上空，博得群众的阵阵掌声。

宝丰县纪委特意邀请曲艺爱好者现

场演出廉政曲目10余个，发放廉政宣传

单页1000余份和反腐倡廉调查问卷500

余份，共万余人参与“廉洁自律 从我做

起”签名活动，举办廉政灯谜竞猜；设置

党纪法规咨询台，制作廉政宣传版面，发

放廉政宣传单，开展廉政问卷调查；现场

进行“清风中原”“清风平顶山”“清风宝

丰”微信公众号推广等活动。

近年来，宝丰县纪委监委积极探索

让廉政教育从“文件”走向“文艺”、从生

硬干巴变得鲜活生动接地气，开展多种

形式的廉政清风活动，以“书会搭台”，

“廉政书场”唱戏为主线，通过戏曲、曲

艺、魔术等方式邀请民间艺人现场演绎

《海瑞罢官》《包青天》《全家福》《九品巡

检暴式昭》《敢叫日月更辉煌》《焦裕禄》

《老百姓心里有杆秤》等多个弘扬清风正

气的经典曲目，将廉政文化以吹拉弹唱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巧妙融入其中，

让群众在听戏娱乐的过程中接受廉政教

育，感受文化熏陶。（王双正马胜利）

本报讯 近日，为严防名贵特产类

特殊资源成为新型隐蔽性腐败的“润滑

剂”，汤阴县积极组织开展领导干部利用

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谋私利专项整治行

动。

全面自查自纠。要求各级党委（党

组）强化主体责任意识，认真开展自查自

纠，重点排查党员干部中是否存在利用

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搞违规公款购买、

违规收送、违规占用、违规插手干预或参

与经商经营等问题。同时组织领导干部

签订《不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谋取

私利承诺书》，做出公开承诺，自觉接受

监督。全县共签订承诺书1130份，其中

县处级干部43份，乡科级干部891份，

乡科级以下干部203份。

严肃执纪问责。明确由该县纪委监

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及时督促、收集、汇总

各单位开展自查自纠工作的相关情况，

并全面梳理排查建立专门台账。同时，

全县纪检监察系统要拓宽举报渠道，广

泛收集线索，加强监督执纪问责，紧盯名

贵特产类特殊资源，严肃纠正和查处其

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对于不收

敛、不收手，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搞

权力寻租、利益输送、以权谋私的领导干

部，依规依纪严肃问责；对专项整治活动

重视不够、组织不力，漏报、瞒报等问题

较多的单位，按照相关规定，从严问责追

究。（张慧娟）

本报讯 2月 14日，新乡市牧野区

纪委监委召开全体人员述职大会，委

机关、巡察机构、派驻纪检组50余名

干部逐一上台进行述职，总结2018年

工作成果、分享工作经验、剖析存在的

问题、提出2019年度打算，为推动今

年该区纪检监察工作再上新台阶积蓄

力量。

会上，委机关、巡察机构、派驻纪检

组成员依次走上发言席，对上年度工作

履职情况、存在问题、下步工作打算等方

面逐项汇报，述职直奔主题、突出重点，

不穿靴戴帽、不拖泥带水，用数字讲成

绩、查摆问题不遮掩、提出打算见举措，

并现场接受区纪委监委领导和其他纪检

监察干部的评议。

会后，纪检监察干部纷纷表示，这次

述职大会很有成效、收获很大，述出了成

绩、分享了得失、分析了原因、找准了差

距、提出了建议、树立了目标。（王翔）

本报讯“查办葛集村党支部原书

记孙某一案，主要经历了研判、走访、推

进、突破四个阶段。”2月15日，台前县纪

委监委第六纪检监察室负责人王显光对

其主办的监委首例留置案件与大家进行

了交流。

为进一步提高纪检监察干部执纪

审查工作水平，台前县纪委监委定期

举办优质案件评审观摩会议，明确精

品导向，树立办案榜样。本期观摩的2

起案件均为侵害基层群众利益的典型

案件，分别为该县监委成立后首例留

置的案件和首例移送司法机关的案

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经办人制作

精良课件，抽丝剥茧，一步步介绍案件

的办理过程、特点及经验做法，为在场

的纪检监察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实

战课”。

“通过观摩优质案件，相互学习，取

长补短，进一步增强了纪检监察干部证

据意识、程序意识、法纪意识，提高了依

纪依法、安全文明、公正廉洁办案能力和

水平。”该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同志表

示。（刘善峰）

本报讯 2月14日，永城市2018年

度党建工作责任制述职评议会召开。会

议选出10个乡镇党委负责人进行现场

述职，其他单位党委（党组）负责人作了

书面述职，市委分管领导就各单位工作

中存在问题作了点评，提出整改要求。

“酂城镇民政所副所长王作芹违规

办理低保，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些问题暴露出酂城镇党委在干部管

理上失职、失责、失位等问题；双桥镇何

楼村原村主任陈玉文违规收取他人协

调土葬费用，未正确履行岗位职责，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些案件都

是时间跨度长、涉及人员多，说明双桥

镇党委在对干部的监管上失之于‘宽松

软’，存在‘老好人’思想……”

会上，永城市纪委监委负责人直接

点出各单位党委（党组）在2018年度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现场揭丑亮短、见人见事，再次提醒各单

位党委（党组）“一把手”要切实肩负起管

党治党主体责任，用实干担当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要求，持续改进干部作风，

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冉林松）

鹤壁市亮剑“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乱作为”

以硬作风促大作为

汤阴县

整治干部利用名贵特产谋私利

新乡市牧野区

纪检监察干部公开述职晒得失

台前县

“以案促学”促提升

永城市

述职评议“辣”味浓
罗山县

强化信访举报
保障机构改革

襄城县

纪委书记开门接访
畅通信访举报渠道

上蔡县“把脉分类”让警示教育“疗效长”

宝丰县 马街书会“搭台”廉政文化“唱戏”

2月19日元宵节，灵宝市区社火表

演热火朝天。城关镇五龙村的社火表演

特别惹眼，扇子舞出了丰收的喜悦，腰鼓

敲出了精气神，锣鼓擂得震天响。队伍

中，一位系着红围巾，消瘦而精神矍铄的

老人格外引人关注，他就是现年72岁的

五龙村监委会主任党邦慈。

古稀之年仍怀桑梓情，党邦慈这名有

着38年党龄的退休干部，2016年被群众

选举为村监委会主任。面对群众的信任，

他勤学习、练本领，访群众、敢监督，毅然

挑起村监委会工作的担子。

走进党邦慈的办公室，只见桌上码放

着几摞报纸、笔记本。“作为村监委会主

任，就要不断加强学习。吃透弄懂各级纪

检监察工作精神，才便于开展工作。这是

我最近两天学习的。”党邦慈拿着一本记

录得整整齐齐的笔记本，上面抄写着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

村监委会工作制度等。

两年多来，一有时间，党邦慈就要看

党报党刊，划重点、做标记，搞摘抄、写心

得，记录了近10万字的有关纪律作风、基

层党建工作方法、惠民政策等多方面内容

的学习笔记。

五龙村是城郊村，多年来群众反映

的集体和群众征地赔偿、村经济收支情

况等一直是难以解决的棘手难题。2018

年6月，村监委会设立了群众意见反映

收集办公室，每周二、周四村监委会干部

接受群众来访和资料收集，对群众来访

问题建立台账，分类处置。“小事化解在

村里，让群众诉求有解决，对于村里能答

复解决的问题，就把问题线索上报。目

前，我们已经收集到了群众问题线索28

个。”正在值班的村监委委员党好智这样

介绍。

去年，群众反映一村干部在征地中

多领赔偿款，党邦慈组织人员调看征地

前航拍录像、查阅赔偿款记录、走访周

边邻居，查清了这名村干部的家属虚报

果树 23 棵、多领 7000 元赔偿款的情

况。查明问题后，村监委会组织召开了

群众代表大会，该名村干部批评了家

属，并退回赔偿款。“我们要争取做到来

访的事件都有答复，让群众明白。”党邦

慈说。

“敢监督、真监督，村里的大小事务

经过监委会的把关，让村党务、村务工作

公开透明，村工作更好开展。两年多来，

村监委会全程参与了提水站建设、村中

道路硬化工程建设，效果很好。”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建森谈了村监委

会工作对村“两委”工作开展的积极作

用。

两年多来，五龙村实施的项目，村

监委会全程参与，直至验收合格，并召

开群众大会进行说明；村里的每一项开

支，村监委会都要最后审核，对于不合

理的开支不予报销，并在6个村民组中

开展了村组账目经村监委会签字审批、

公示制度。

“鉴史清廉江山稳，初心不忘好奋

强”，这是党邦慈自勉的话。如今，这位古

稀老人正带着党组织的嘱托，带着群众的

期盼，为五龙村的美好明天而努力。

人勤春来早，春早人更勤。春节假期刚过，虞城县纪检监察干部就分组深入到乡村田间走访调查。图为2月14日，该县纪检监察

干部在王集乡左尧村向群众走访调查涉农资金发放情况。李建华 摄

古稀老人监督哨上夕阳红
□李均友

本报讯“您好，请出示今天人员签

到情况和未在岗人员的请假或外出手

续。”2月11日，节后上班第一天，在郑州

市二七区长江路街道玫瑰花园社区，区

纪委监委专项督查组的耿磊对该单位人

员上班签到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对无

故旷工、迟到、早退、因公(私)外出等情况

进行了详细登记。当天，二七区纪委监

委派出38个专项督查组分赴各部门各单

位，针对“收假不收心”、精力分散等“节

后综合征”问题开展作风纪律暗访检查。

为确保此次专项督查“横到边纵到

底、无缝隙全覆盖”，区纪委监委要求各

派驻纪检监察组、各镇办纪（工）委严格

落实监督责任，持续对所监督单位及所

有村（社区）及二级机构进行全面检查，

每天下午下班前上报当天检查情况。

据统计，全区18个派驻纪检组、18个镇

办纪（工）委已开展检查137次。

“今年是二七区‘作风建设纵深推进

年’，此次节后作风纪律专项督查工作就

是我区全力推进干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

展的一项举措。下一步，区纪委监委将

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对发现的问题

线索统一处置并在全区通报曝光。”二七

区纪委常委王昱辉说。（田甜黄敏珠）

郑州市二七区

节后纪律督查促“收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