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风中原 2019年3月2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姜永栋 电话∶0371-65795706 E－mail∶jyd7116@163.com 版式∶屈伸 校对∶黄丽

开封市

市委书记面对面约谈
直戳痛点压实责任

一封群众来信折射巡察直插基层之效

遂平县 常态化打扫“庭院”防范权力“出轨”

“您好！我是刚从外地打工回来的小

陈，这几天，我亲眼看到了家乡发生的变

化，村里人都说，巡察组来我们村后，解决

了很多难题。感谢巡察组，感谢党的好政

策……”

这是时任许昌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赵文峰前不久收到的一封

挂号信。逐字逐句读完来信，赵文峰在信

纸的旁白处这样写道：“要把人民群众的

信任鼓励作为推动工作的鞭策和动力，下

更大力气提升市县巡察延伸到村居工作

实效，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一封群众来信是一个窗口。党的十

九大以来，我省坚持党组织建到哪里，巡

视巡察就跟进到哪里，积极稳妥推进市县

巡察向村居党组织延伸，着力打通巡视巡

察向基层和群众身边延伸的“最后一公

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面对面心贴心，用行动感受民情

“个别农村（社区）党组织一定程度上

存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等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还有‘竿插不到底’‘水流不

到头’的情况。”安阳市从群众来信来访和

调研掌握的实际情况出发，着力将巡察力

量直插基层，到矛盾困难集中的地方访民

情、听民意、解民忧。该市采取“一托N”的

方式，每轮巡察40天时间，每个组巡察延

伸至3到4个村居，每个村居入户走访党

员干部人数不少于村居党员总数的四分之

三，走访村居户数不少于总户数的20%、

最低不少于50户。每两轮巡察结束穿插

一次“回头看”，既督促整改老问题，又进一

步发现新问题，巩固拓展巡察效果。

在开展全面走访的同时，许昌市要求

巡察组做到村居老干部、贫困户、低保户、

危房改造户、拆迁户、老上访户、两代表一

委员“七必访”，确保掌握真实情况，给基

层的政治生态“精准画像”。

巡察干部用行动感受民情，用脚步丈

量民意，谈话地点覆盖了街头巷尾、农家

庭院、田间地头和百姓餐桌，与群众“唠家

常”“掏心窝”，面对面心贴心，广泛征求了

解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腐败和作风问题每减少一个，
党和群众就更加贴近一分

“我们把政治巡视巡察的要求细化深

化具体化，聚焦村级党组织‘软弱涣散’问

题，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维护群众

切身利益，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正风反腐的成

效和变化。”省委巡视办主任袁永新说。

林州市委运用巡察成果督促乡镇（街

道）党（工）委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大力

开展农村“问题支部清零”活动，共解决村

居班子突出问题295个，调整村级班子39

个。该市583个村居去年全部顺利完成

换届工作，一大批组织放心、群众满意、真

心为民的干部进入村“三委”班子，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明显增强。安阳市

在总结林州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市推

开巡察村居工作，至2018年底，9个县

（市、区）完成巡察村居999个，解决群众

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2000多个。

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每减少一

个，党和群众就更加贴近一分。去年12

月，根据群众举报反映，正阳县委巡察组

摸清了汝南埠镇谢寨村原党支部书记骆

承德，违规为亲属办理低保，骗取国家低

保资金28643元，在协助镇政府收取耕地

占用税过程中，采取收多交少的手段，贪

污耕地占用税款33254元的违纪违法问

题线索。今年2月20日，正阳县纪委常

委会研究决定给予骆承德开除党籍处分，

涉嫌违法问题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目前，全省175个市县（区）全部开展

了巡察延伸到村居工作，累计巡察村级党

组织6847个，发现各类问题42337个，立

行立改事项7482个，移交问题线索6192

个，党纪政务处分949人，48人被移送司

法机关。

用好巡察成果，
将管党治党责任传导到“神经末梢”

巡视发现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发

现问题不解决比不巡视的效果还坏。我

省把群众身边的“小事”作为密切党群干

群关系的“大政治”，充分运用市县巡察延

伸到村居工作成果，夯实党组织巡察整改

的主体责任。

2月22日，一台大戏正在汝州市陵头

镇梅庄村上演。正在看戏的王大娘见到

巡察干部高兴地说：“感谢巡察组，停办好

多年的古刹会恢复了，平顶山的专业剧团

来俺们村连唱三天大戏，老百姓可高兴。”

1月2日，汝州市第三巡察组进驻陵

头镇梅庄村，有群众反映了该村部分村民

强占集体土地问题，梅庄小学操场和村里

的戏台被强占十年之久，学生们上不成体

育课，村里传统的古刹会也无处举办，村

民们对此敢怒不敢言。1月14日，第三巡

察组协调公安、环保、卫生监督等部门，由

陵头镇政府牵头，开展集体土地违建拆除

工作，一大批违章建筑被拆除。“群众说，

拆除的不仅仅是违章建筑，更是横在干部

与群众中间一道无形的墙，重新搭建起来

的不仅仅是戏台，更是树立了党的威信、

群众的信心。”汝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李晓伟说。

“全面推开市县巡察延伸到村居工作

以来，我们坚持聚焦群众的痛点难点焦点

问题，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严肃认

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坚决

予以纠正，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委常委、省纪

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任正晓表示，“河南省

将按照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和中央巡视工

作会议的部署要求，深入推进市县巡察向

村居党组织延伸工作，做实做细日常监

督，将管党治党责任有效传导到‘神经末

梢’，不断提升村居党组织的凝聚力和人

民群众的满意度。”

本报讯“去年，你单位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与业务工作结合不够紧密，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扛得不实，导致单位

内部多人出现违纪问题……”3月21日

下午，开封市委书记侯红在面对面逐一

约谈十一届市委第七轮10家被巡察单

位主要负责人时，直戳痛点，剖析原因，

并提出具体整改要求。

市委书记约谈被巡察单位主要负

责人是开封市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的重要抓手，也是市委巡察工作

“四到位一必谈”制度的明确要求。每

轮巡察结束后，市委书记和市纪委书记

都要对被巡察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约

谈，通过程序性的约谈制度，进一步点

明巡察发现的主要问题，压实整改责

任、强化成果运用，层层传递全面从严

治党压力。

“要直面问题、找准差距，紧盯责任

‘链条’上出现‘断链’‘空链’点位，对表

调校，进一步把主体责任压紧压实。”侯

红在约谈中指出，被巡察单位党组织要

以积极端正的态度对待巡察整改工作，

充分认识开展政治巡察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要充分运用巡察成果，分析问题、查

找根源、举一反三、全面整改，确保巡察

反馈整改见底见效；要强化“一岗双责”

意识，带头加强整改，以“关键少数”带动

大多数。

约谈只是手段，整改才是目标。下

一步，开封市还将采取列清单、建台账、

定时限等措施，对被约谈单位存在问题

的整改情况进行跟踪回访，对工作不重

视、整改不力的单位和责任人严肃追责

问责，确保巡察反馈的突出问题整改落

实到位。（开纪）

本报讯“我郑重承诺：在巡察工作期

间严格遵守以下纪律、规定和要求，并自

觉接受组织、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监督。

如未履行承诺，我愿接受组织处理、纪律

处分直至法律追究……”

3月22日，参加光山县人防系统专项

巡察的第二巡察组全体成员集体签订了

《廉洁巡察承诺书》，立下了“军令状”。

承诺书要求，巡察工作人员必须严格

遵守“六个严格”，即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严格考勤制度，严格请销假制

度，严格请示报告制度，严格谈心制度，严

格保密制度；“五个禁止”，即严禁违反政治

纪律不讲政治规矩，严禁利用巡察便利谋

取私利，严禁接受任何礼金礼品，严禁参与

不健康活动，严禁公款吃喝和公车私用；

“四个严守”，即严守政治纪律，严守工作纪

律，严守廉洁纪律，严守群众纪律；“三条底

线”，即决不允许接受任何形式的宴请，决

不允许接受任何形式的馈赠，决不允许泄

露任何秘密；“两个要求”，即重要问题应该

发现而未发现是失职，发现问题未如实报

告是渎职；“一项规定”，即严格遵守中央八

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韩书源）

本报讯 近日，遂平县纪委监委对2

名违反廉洁纪律的纪检监察干部给予党

纪处分。“纪检监察机关不是天然的保险

箱，权力运行到哪里，监督就要跟进到哪

里，必须强化内部管理和监督，坚决防范

执纪执法权力‘出轨’。”遂平县纪委监委

主要负责人表示，去年以来，遂平县共处

置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6件，党纪政

务处理3人，诫勉谈话2人，批评教育1

人，以实际行动彰显打铁必须自身硬的

决心。

为确保执纪执法权力不任性、不妄

为，严防灯下黑，该县纪委监委在去年成

立之初，便探索出台《请示报告制度》《执

纪审查工作手册》《案件线索处置办法》等

11项工作办案制度，规范工作要求和流

程，强化权力的运行制约和监督。今年，

又重新修订规划监督工作流程图和线索

处置流程图，把纪检监察科室、派驻机构、

巡察机构的监督工作分工标得一清二楚，

也把权力边界说得明明白白，让权力运行

和案件办理更加透明。

为提高纪检监察干部整体素质，淬

炼打铁人，该县纪委监委认真落实“三会

一课”制度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要求，强化纪检监察干部理想

信念教育，举行中心组集中学习、“纪检

监察干部轮流上讲堂”“走进庭审现场”

等活动，使全体纪检监察干部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严管就是厚爱，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干部八小时之外十个严禁》《净化干部工

作圈、社交圈、生活圈实施办法》等自我监

督制度，已成为纪检监察干部日常行为的

指南。该县纪委监委对苗头性、倾向性问

题及时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亦成为常态，

对案件的抽查监督、问题线索把关复查、

案件质量评审，也成为执纪执法权力运行

情况的“必要体检”。（徐华君）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杨馥
光）今年以来, 郸城县纪委监委驻县财

政局纪检监察组强化监督检查职能，聚

焦扶贫工作，对扶贫资金拨付及驻在单

位扶贫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督查，确保扶

贫工作真、实、准。

明察暗访驻村帮扶工作纪律，确保

驻村队员到岗到位“真”。今年以来对财

政系统分包的14个行政村的驻村队员

到岗到位情况进行明察暗访36次，并下

发督查通报，进一步严明了驻村工作纪

律。入村入户督查驻村帮扶工作，确保

扶贫政策“实”。深入分包的扶贫村，重

点检查扶贫政策是否贯彻执行、扶贫资

金使用是否精准、扶贫帮扶措施是否精

准，同时走访帮扶对象，仔细了解扶贫单

位、扶贫队员的工作履职情况。抓严抓

细扶贫领域作风问题的整治，确保扶贫

工作“准”。根据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

治理方案，督促驻村工作队认真对照10

类问题清单，真正把脱真贫、真脱贫落到

实处。

本报讯“听了老师讲的包拯家训和

范仲淹清廉治家的故事，我感觉很惭愧，

觉得对孩子的教育我还没有完全尽到一

个父亲的责任。”近日，听了孟津县教体

局组织开展的廉洁家风家训报告会后，

一位学生家长深有感触地说道。

今年以来，孟津县教体局面向教育

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和在校师生开展廉洁

家风家训教育活动，倡导向善向上的家

风和社会风气，在润物无声中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

该局要求各中小学把弘扬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与廉洁家风教育活动有机结合

起来，通过举办廉洁家风大讲堂、写廉洁

寄语和主题班会等形式，多角度、深层

次、全方位教育党员干部和在校师生传

承良好家风、建设廉洁家庭。

自活动开展以来，全县教育系统共

组织开展家风主题报告会15场次，收集

到廉洁家风寄语2000多条，制作展出宣

传展板300多块。（谢长安刘文龙）

本报讯 近日，温县县委巡察机构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

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在巡察村居工

作中带头践行“基层减负年”有关要求，简

化优化巡察流程，为基层松绑减负。

“多合一”开会，“清单式”反馈。把巡

察情况反馈会与动员会合并召开，在安排

新一轮巡察工作的同时通报上轮巡察整

改情况；讲话不搞照本宣科、空泛表态，直

面问题，见人见事见思想，时间控制在60

分钟以内；实行条目式、清单式反馈，用通

俗直白语言表述，一般不超过2页。

“无纸化”办公，让电子信息“多跑

路”。制作电子版的《巡察工作办公室文

件》《立行立改通知书》等文件，实行网上

办公、网上发送，避免基层往来取文；各巡

察组建立巡察工作交流群，通过微信讨

论、网上研判，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和次数。

“沉下去”查访，让边巡边改“成常

态”。巡察组随机进村入户谈心谈话，对

能够立行立改的问题直接口头向乡镇和

村“两委”干部交办；对短期难以整改的民

生问题，明确办理时限，交由乡镇(街道)党

（工）委跟踪问效。（温纪）

本报讯“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监察

法实施一年来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今后如

何更好地运用《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

规定》等法规制度开展工作……”近日，

在开封市禹王台区纪委监委全体会上，

该区监委委员曹继飞以《知纪严明 严以

修身》为题给大家上了生动一课，现场求

知氛围浓厚。

为提升纪检监察干部专业素养和履

职能力，该区纪委监委一改以往学习教

育的传统做法，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开设纪法“微课堂”，立足纪法贯通、法法

衔接的基本要求，围绕案件初核、立案调

查、案件审理及信息宣传等内容，让各科

室业务骨干结合岗位实际和个人所学，

人人上讲台、个个当讲师，受到了大家

的一致好评。（王润）

本报讯“为进一步优化睢县发展

环境，扩大监督，广纳良言，今天我们在

这里开展睢县发展问卷调查活动……”

3月21日下午，在睢县纪委监委六楼会

议室，一场“打通中梗阻，优化软环境”

调查问卷活动正在进行。100余名企业

代表齐聚一堂，结合“优化营商环境”

“增强服务意识”两个方面，不署名填写

调查问卷。

2018年以来，睢县通过“作风提升

年”活动持续深入抓作风建设，各级机关

作风中的一些显性问题明显减少，但一

些隐性问题不容忽视。为了消除“中梗

阻”“庸懒散”，睢县县委、县纪委监委统

一部署制定了此次专项工作计划和时间

表，其内容包括以案促改、深化放管服改

革、狠抓整改落实、争创先进典型、广泛

征求意见、强化监督问责等具体举措，着

力构建机关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睢县纪

委监委将加大执纪监督问责力度，持续

强化惩贪治腐的高压态势，营造风清气

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睢纪）

近日，巩义市纪检监察干部奔赴田间地头，向群众宣传普及信访举报知识，收集、排查

问题线索，精准掌握矛盾的诱因并全力化解，为群众解忧。钟兆辉摄

□本报特约记者石铭通讯员刘凡赵鸽

睢县

打通“中梗阻”优化发展环境

孟津县

家风进校园
家训润心田

光山县 巡察人员签订廉洁履职承诺书

温县 简化优化巡察流程为基层减负

开封市禹王台区

纪法“微课堂”
人人上讲台

郸城县纪委监委驻县财政局纪检监察组

当好扶贫政策落实“啄木鸟”

本报讯“今天参加培训班还真学到

不少知识，咱财务人员职责还真大，以后

工作起来可要谨慎行事，严格把好财务

报销审核关，保证单位在财务上不出问

题。”3月22日，几名参加汝阳县党政事

业单位财务人员党纪法规专题培训班的

县直单位财务人员深有感触地说。

为了提高全县党政事业单位财务

人员职业素质和遵纪守法意识，自觉做

到“明法纪、知敬畏、守底线”，当天，汝阳

县纪委监委、县财政局、县审计局联合举

办汝阳县党政事业单位财务人员党纪法

规专题培训班，邀请专家学者对党规党

纪、会计制度、审计制度等进行解疑释

惑，来自全县87个党政事业单位的300

余名财务人员参加了培训。

“举办财务人员党纪法规专题培训

班，让财务人员学懂弄通政策法规，知

晓财务规矩，牢固树立风险防控意识和

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可以有效防范违

纪违法行为发生。”汝阳县纪委监委相关

负责人说。（康红军）

汝阳县

专题培训绷紧财务人员纪律弦

3月25日，宁陵县乔楼乡监察办公室工作人员在辘轳湾村的桃花园里和果农交谈，调查了解惠农资金落实情况。宁陵县纪委监委

在全县14个乡镇设立派出监察办公室、在364个村设立村级监察联络员，把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吕忠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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