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委书记谈

投稿热线：0371-65795166 信箱：hnrb2010@126.com

河南省纪委监委宣传部
本版主办单位：

策划：袁勇魏剑 统筹：马素玲 执行：石铭邓开诚

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代
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夯实乡村治理
这个根基”“加强村级权力有效监督”。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省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坚
持重心下移，精准发力，履行好监督责
任，以铁的纪律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
作风问题，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
延伸，净化基层政治生态，为乡村振兴
战略在基层稳步推进营造了良好的实
施环境。

为及时总结经验，“清风中原”近
期将开设“加强监督护航乡村振兴”栏
目，现面向全省征集稿件。

要求：稿件要充分反映当地纪检
监察机关聚焦群众痛点难点焦点，深
入排查调查、及时推动解决，切实让群
众感受到正风反腐的成效和变化，增
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营
造风清气正的乡村振兴新生态的经验
和做法。

电子邮箱：jyd7116@163.com。

稿约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穆文
涛李烁）“白茶就像一张白纸，寓意着我

的入职初心，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要

苦练内功，为这张‘白纸’增墨添彩，也为

我从事的纪检监察事业添砖加瓦。”郑州

市上街区纪委监委新入职人员程浩露

说。4月10日，郑州市上街区纪委监委

组织新入职的17名同志在清风茶社集体

喝白茶，该区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

监委主任汤晓义为新入职人员端白茶，

以喝白茶为载体，让新入职人员在品味

自己的入党初心和入职初心中坚定理想

信念，忠诚履职尽责，从而为新入职人员

上好入职第一课，系好入职第一粒扣子。

在清风茶社的建设使用过程中，上

街区将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五种茶引

入政治领域，创新创立了“五味茶”制度，

并赋予其政治含义，“五味茶”中的白茶

寓意入职、晋职初心，在入职初期明规立

矩谈谈话，旨在使新入职人员坚定理想

信念，激励新入职人员履职尽责，做好本

职工作。据悉，此次集体喝白茶活动不

仅是一次党性教育，更是一次心灵的洗

礼，新入职人员相互交流，进行思想碰

撞，不但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而且更

加坚定了理想信念，唤醒了入党初心。

本报讯 4月10日，经孟州市纪委

常委会、监委委务会研究，给予因犯危险

驾驶罪的原孟州市交警一中队中队长刘

爱国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作为查酒驾的交警，我不应该知法

违法、执法犯法，在饮酒后驾驶车辆，我

给公安队伍抹了黑，给家人带来了无法

弥补的伤害。我现在悔不当初……”刘

爱国在拿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

文件时双手颤抖、几度哽咽。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人人皆

知。作为查处酒驾的执法者，刘爱国却

知法犯法，最终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处

罚，这还得从一起交通事故说起。

“不要紧，我就是查酒驾的，只有我

查别人，没人敢查我。”1月25日21时

许，时任孟州市交警一中队中队长的刘

爱国饭间饮酒后，不顾他人劝阻，认为自

己就是专门查酒驾的交通警察，不会有

人查到自己，就把党纪国法抛在了脑后，

任性地选择开车回家。

当车辆行驶至一个十字路口时，控

制不住方向盘的刘爱国与另一辆正常行

驶的车辆相撞。经孟州市公安交警大队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爱国承担

该事故的全部责任。经鉴定，刘爱国血

样中酒精含量检测结果为226.047mg/

100ml，属于醉酒驾驶。

“出警的时候，看到是自己的同事，

心里也是猛地一揪，但法不容情，我们是

法律的执行者，绝不能因为违法人是执

法者就放过他。”该市公安局交通事故中

队出勤民警说。

2月14日，刘爱国因犯危险驾驶罪

被判处拘役2个月25天，并处罚金4000

元。(王朝晖)

本报讯“近期，对你乡36个村‘阳

光村务’建设进行全覆盖督导检查后，我

们逐村形成了问题清单，发现个别村还存

在执行‘四议两公开’程序不严格、民主决

策不到位等问题……”这是4月9日上午，

舞阳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同志在向该县

保和乡党委书记和乡纪委书记面对面反

馈“阳光村务”督导检查问题的一幕。

据悉，今年以来，针对在“阳光村务”

建设中个别村存在的应付检查心理，该

县创新督查方式方法，将以往一个乡镇

随机抽查1~3个村督查，改变为对一个

乡镇所有村“阳光村务”推进情况进行全

面“体检”。目前，该县已完成6个乡镇

187个村“阳光村务”建设全覆盖督导检

查。

针对督导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舞阳

县纪委监委逐村形成问题清单，面对面

向乡镇党委、乡纪委反馈，对存在的问题

逐村交办，提出整改落实意见，要求乡镇

党委和纪委做到问题全部认领，一项一

项“对账”，一项一项整改，对敷衍应付、

整改不到位的，严肃问责追究。截至目

前，共发布问题通报16期，公开通报批评

乡镇两个、行政村26个，警示约谈乡镇党

委书记3人、乡纪委书记7人。（龚洋浩）

本报讯“‘基层减负年’好比及时

雨，来得非常及时，让我们基层干部真正

从‘无谓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真正

腾出精力，放开手脚服务村民，把上级安

排部署的工作落到实处。”4月23日，沈

丘县付井镇赵口村党支部书记赵成杰高

兴地说。

今年以来，该县严格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办公厅《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

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和省、市纪委出台

的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相关文件精

神要求，聚焦基层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精准发力，向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亮剑。

在具体操作中，该县及时开展“文山

会海、照抄照转”专项治理工作，对各乡

镇（办事处）和县直单位2018年1月1

日至今的文件、会议进行自查清理；对各

类督查、督导、检查、巡查、考核、考评等

进行全面清理，能撤销的坚决撤销、能合

并的坚决合并，坚决压缩数量和频次。

据悉，截至目前，和去年同期相比，

该县党政机关单位下发文件减少了1/3，

会议也减少了1/2。(谢辛凌刘润琪)

本报讯“我积极投身脱贫攻坚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上下同欲、众志成

城，攻坚克难、苦干实干……”近日，上蔡

县全体纪检监察干部在全县脱贫攻坚万

人誓师大会上庄严宣誓。

在上蔡县脱贫攻坚战进入攻城拔

寨、决战决胜的冲刺阶段，该县纪委监委

切实强化使命担当，通过紧盯决战目标、

聚焦作风不实、实行战时纪律，精准监

督、集中整治、强化震慑，全力护航全县

如期实现脱贫摘帽目标。

紧盯决战目标，强化精准监督。成

立服务保障脱贫攻坚工作10个监督检

查组，分别对教育保障、民政救助保障、

残疾人保障等扶贫领域10项政策落实

情况实施“一对一”精准监督。明确重点

监督对象、部门，将县扶贫办、县发改委、

县教育局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

集的部门作为重点监督部门，把扶贫项

目决策实施、资金使用管理等9个领域

作为重点监督事项，对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线索全部实行挂牌督办。

聚焦作风不实，强化集中整治。组

织专项督查组，重点围绕“三个紧盯”从

严从实督查，即紧盯党组织履行脱贫攻

坚政治责任情况，看是否存在贯彻落实

不坚决不到位、弄虚作假、阳奉阴违等

“摆样子”问题；紧盯扶贫资金利用、扶贫

项目落地情况，看是否存在产业扶贫不

实不力、帮扶工作花拳绣腿等“赶趟子”

问题；紧盯脱贫群众生活生产实际状况，

看是否存在欺上瞒下，搞“虚假式”脱贫、

“算账式”脱贫、“游走式”脱贫等问题。

对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以致

造成工作进度缓慢、标准质量不高、影响

全县工作深入推进的，一律层层追究相

关责任人的责任。

实行战时纪律，强化震慑警示。实

行严格的战时纪律，对违反脱贫攻坚纪律

的行为实行“三个一律”，即一律快查快

办，一律提级查办，一律全程督办，持续

强化震慑警示。明确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线索优先办理原则，简化审批环

节，严格审批时限，开启“绿色通道”，对问

题线索即接即办，第一时间组织调查核

查；建立扶贫领域问题线索办理进展台账，

对发现的重要问题线索，一律落实全程督

办，确保办理的进度和质量。（胡晓黄彭）

本报讯“你们乡镇纪委切实履行起

监督这一政治责任，对扶贫领域各项工

作进行监督检查……”这是近日许昌市

建安区纪委监委负责人集体约谈13个

乡镇纪委书记的一个情景。

为进一步压实乡镇纪委监督责任，

推动精准扶贫各项工作措施落实落细，

近日，建安区纪委监委对13个乡镇纪委

书记开展集体约谈，通过摆问题、明责

任、谋思路、严整改，督促乡镇纪委书记

切实把监督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

约谈要求，要强化政治担当，扛牢

主体责任。各乡镇纪委书记要提高政

治站位，聚焦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强化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

对扶贫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

严查快处，加大通报曝光力度，确保党

中央关于脱贫攻坚重大决策部署落地

生根。要突出重点，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整合人员力量，加大对区、乡阶段性

重点工作、各级巡视巡查反馈问题的整

改工作和各乡镇存在问题短板的监督

检查。要加强学习，提高监督执纪的能

力，认真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为

全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的纪律

保障。

“此次约谈的目的是再传压、再明

责,强化各乡镇纪委书记的责任意识和

担当意识,进一步严明纪律作风,扎实开

展好扶贫领域中的监督执纪工作,以严

明的纪律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的

纪律保障。”建安区纪委监委负责人表

示。（李孟丽）

4月17日，范县

村（居）巡察干部走村

入户，深入农家庭院与

贫困户“唠家常”、促

膝长谈，挖掘扶贫领

域相关问题线索，严

查雁过拔毛、优亲厚

友、吃拿卡要等基层不

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黄守胜史乃鹏摄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好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决战年行动精神，

近日,光山县纪委监委机关全体在职干部

带着问题，在各自家乡走村串户、访邻问

友，以“泥土味、静悄悄”的调研，为基层问

题把脉问诊。

此次调研时间为4月份的清明节及

周末假期；调研重点为扶贫领域项目落

实、资金使用、涉农款物发放等方面存在

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基层干部以权谋私、

处事不公、滥用职权、作风不实等问题；调

研对象为调研人所在家乡的基层干部、贫

困户、一般农户等，每人至少调研10户；

调研以“上茶山、下农田、拉家常”等不打

招呼、静悄悄的形式进行，以侧面了解、实

地查看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

截至目前，光山县纪委监委通过调研

共收集问题228个，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257条，提出整改意见200余条。（易怀莹）
本报讯 沁阳市纪委监委把服务保

障脱贫攻坚作为一项必须完成的政治任

务，通过实行“一本台账、两个全覆盖、三

项机制”，确保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无

死角、无盲区。

建立“一本台账”，即摸清扶贫领域

问题线索底数，建立问题线索处置台账，

做到情况明、底子清、数字准，工作有依

有据、方向准确。

确保“两个全覆盖”，即对涉及全市

20个贫困村的问题线索实行挂牌督办全

覆盖，对相关扶贫领域问题线索进行跟踪

督办，定期通报督办情况；对有贫困人口

的乡镇（办事处）实行监督执纪问责全覆

盖，加大区域内贪污挪用、虚报冒领、强占

掠夺扶贫款物等问题的查处力度。

实行“三项机制”，即探索建立协同

机制，与民政、审计、财政、信访等职能

部门之间进行问题线索双向抄报，拓宽

问题线索来源渠道；建立案件主办人机

制，第一时间安排分管领导和相关部室

负责核查，确保件件有结果；实行责任

倒查机制，坚持谁主管、谁监督、谁负

责，针对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到

位问题进行责任倒查，以监督促履职，

以问责促负责。2016年7月以来，先后

查处脱贫攻坚、惠民政策落实等领域侵

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79

起，问责112人，督促各单位整改问题50

余个。（徐明亮郭庆彬邢沙沙）

沁阳市

“123”抓实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

光山县
“泥土味”调研
为决战年行动筑基

上蔡县 攥拳铆力 决战决胜脱贫摘帽

许昌市建安区

约谈提醒 压实扶贫领域监督责任

法纪面前无特例
孟州市一交警队长酒驾被“双开”

郑州市上街区

新入职人员集体喝白茶

舞阳县

村务督查全覆盖

沈丘县

让“减负礼包”落地落细落实

正风反腐正风反腐 决战攻坚决战攻坚

为决胜脱贫攻坚，确保实现2019年

脱贫摘帽目标，嵩县县委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纪委和河南省委关于聚焦脱贫攻

坚、强化专项治理的部署以及省纪委关

于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

理决战年行动要求，以较真促认真、以碰

硬促过硬、以决战促决胜。

提高政治站位，在学深悟透上下功

夫。嵩县县委常委会坚持把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全

国两会期间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讲话

作为首要任务，在“看齐紧跟”中进一步强

化决胜脱贫的政治担当、政治责任。制订

了《嵩县纪检监察系统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专项治理决战年行动安排及分工

方案》，划定路线图、明确任务表。召开全

县动员大会，压实县乡村三级主体责任。

组织召开全县纪检监察干部集中学习培

训班、全县纪检监察系统决战年行动业务

培训班，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学深悟透扶

贫政策、锻造纪检监察铁军。

紧扣重点任务，在狠抓落实上下功

夫。一是拓宽信访渠道。对2016年以

来受理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线索

进行“大起底”“大排查”“回头看”，加大

研判处理、建立专项台账、逐件进行落

实，确保9月底前全部“清零”。二是加

强日常监督。聚焦重点参战部门，开展

牵头责任落实监督；聚焦贫困村、贫困户

脱贫指标，开展乡村工作落实监督；聚焦

驻村第一书记和对口帮扶、行业帮扶责

任落实，开展专项监督。三是强化明察

暗访。成立专项督查组，深入脱贫攻坚

一线明察暗访，及时掌握基层实际，提出

有针对性的监察建议。四是深化巡察监

督。充分发挥巡察“利剑”作用，始终把

脱贫攻坚情况纳入巡察监督重点，安排

常规巡察、专项巡察、机动巡察、重点巡

察、点穴巡察、村居巡察，对脱贫攻坚重

点部门、重点乡镇开展常规巡察或巡察

“回头看”、整改“回头看”。五是保持高

压反腐。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

对向扶贫项目、资金“动奶酪”的腐败问

题及弄虚作假等作风问题，坚决快查快

办。加强对扶贫领域所有行使公权力的

公职人员监督，一经发现、查实违法违纪

情况，严惩不贷。六是推进“四查四

促”。紧盯群众最关心的涉农资金、村务

公开、干部懒政怠政和吃拿卡要等问题，

大力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

强化标本兼治，在以案促改上下功

夫。一是狠抓扶贫领域以案促改。组织

召开全县扶贫领域警示教育大会、全县

扶贫领域以案促改现场推进会，深入、持

续开展警示教育，切实做到警钟长鸣。

制定“一案示警、一案示德”实施意见，通

过一案“双示”，不断将执纪审查成果转

化为警示整改成效。二是着力完善制度

机制。针对案件暴露出的腐败和作风问

题，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

力制约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深度

形成靠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长效机制。

三是深化家风建设。通过狠抓家风教育

基地硬件提升和家风主题活动，倡树优

秀家风，激发内生动力，树立新风正气。

围绕决战决胜，在作风严实上下功

夫。紧盯今年35个贫困村退出、14279

人脱贫这个总任务，不折不扣做好脱贫

攻坚各项工作，确保实现脱贫摘帽目

标。探索实施战区作战机制，将全县划

分为四大战区，分别由县人大主任、县政

协主席、县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任指挥

长，切实做到落实责任不留死角，落实任

务不打折扣；坚持工作重心下沉，严格落

实周四“扶贫日”和“九个一”大走访制

度；实行清单管理，按照时间节点确定工

作任务，细化到每周、每月，逐月逐村逐

项对账。健全推进机制、末位淘汰机制、

督查考核机制，倒逼广大干部转变作风，

确保脱贫攻坚高质量推进。

正风反腐见真功 助力攻坚保摘帽
□嵩县县委书记 徐新

本报讯“打渔陈镇朱那里村原村

干部朱佃仕等3人骗取扶贫补贴资金”

“孙口镇王黑村委会原村主任代永振贪

占土地补偿款、国家公款”……4月24

日，台前县纪委监委编发的《台前县农

村基层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汇编》，

生动地记载了一个个发人深思的案例。

为贯彻落实全省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专项治理决战年行动精神，台前

县纪委监委对2016年以来查处的115

起农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例进行剖析，并

筛选23起农村基层干部在扶贫政策落

实、民生资金使用等方面存在的截留私

分、虚报冒领、贪污挪用、吃拿卡要等损

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

案例，汇编成册，免费发放到全县9个乡

镇372个行政村，教育引导广大农村基

层干部以案为镜、警钟长鸣，时刻做到自

警自省，为顺利实现全县脱贫摘帽提供

作风保障。（陈延烈丁霞）

台前县
编印反面教材
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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