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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零接待’让我们从各种

接待中抽出身来，工作起来既轻松又清

白。”5月11日，沈丘县周营镇谢营村支

部书记谢玉辉高兴地说。

为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规范村级公务接待管理，减轻基层负

担，今年以来，该县推行“村级零接待，

乡镇(办)进廉政食堂”制度，明确要求在

全县全面实行村级“零接待”制度，行政

村(社区)一律不得开支公务接待费，更不

得以任何名义用公款宴请党政机关工作

人员。凡违反规定报销招待费的村干

部，一律按照“谁签字谁负责、谁消费谁

支付”的原则，由个人退赔招待费。

为了保证“零接待”制度的落实，该

县还要求各镇（办）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实

行乡镇(办)公务接待和村级“零接待”情况

逐级报告制度，每季度向上一级纪检监察

机关和财政部门报告一次执行情况。

“今年是‘基层减负年’，我们推行村

级公务‘零接待’，就是要让村干部轻装

上阵，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谋改革、促

发展、提质量上。”该县纪委监委负责人

说。(谢辛凌刘润琪崔洁)

本报讯 日前，巩义市纪委监委在

全市建立了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全面、准

确地掌握该市领导干部日常遵守及执行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情况，进一步做

实做细日常监督。

建档全覆盖。廉政档案中除了干部基

本信息、履历等个人基础信息外，还将问题

线索、诫勉谈话、组织处理等情况纳入廉政

档案。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各级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的科级领导干部及各单位

重点岗位负责人等2200余人的建档工作。

管理规范化。廉政档案实行一人一

档，专人管理、专柜保存、逐一编号、统一

管理，填报内容要求齐整、真实，经单位

审核，并采用“年度更新+随时补充”进

行动态更新。

核实常态化。定期或不定期地对领

导干部个人事项填报的真实性和全面性

进行核实，对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填写、漏

报、少报、隐瞒不报或有其他违规违纪行

为故意欺骗组织的，按照有关规定严肃

追究责任。

运用精准化。将廉政档案信息作为

了解干部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廉洁情况

的“窗口”，为年度考核、评优评先、选拔

任用提供重要依据。（张凌云）

本报讯 今年以来，开封市示范区

纪工委把处分决定宣布工作作为开展警

示教育的重要环节，在宣布违纪党员干

部处分决定的同时，还深入分析违纪问

题发生的原因，查摆出某些领域党员干

部普遍存在的问题，让党员干部从案例

中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深入开展自查自

纠。

为让各级党组织切实扛起管党治党

政治责任，示范区纪工委要求在宣布处

分决定时，相关党组织及领导班子成员

要对照违纪案例查摆问题、狠抓整改、完

善制度，真正让处分决定变成“一面镜”、

“一堂课”。（严华）

本报讯 今年以来，项城市通过召

开“三会”、把握“三严”，稳妥推进市县巡

察向村居延伸，实现巡察全覆盖。

“三会”即常委会、座谈会、培训会。

市委书记召开常委会听取巡察村居整体

汇报，审议巡察村居规划、实施方案及

2019年巡察村居工作计划，强化市委对

巡察村居工作的统一领导。巡察工作领

导小组召开乡镇、街道、市直涉农部门负

责人座谈会，听取合理化意见建议，及时

改进和规范巡察村居工作。市委巡察办

召开巡察村居人员政治业务培训班，集

中进行封闭式培训，切实提高巡察人员

专业水平。

“三严”即严把人员关、严把巡察关、

严把整改关。制定巡察村居人才库管理

办法，组建巡察村居人才库，对人才库及

巡察人员严格把关。严格按照巡察村居

流程开展工作，强化巡察人员监督管

理。坚持立巡立改、全面整改，建立整改

台账，个性问题逐一整改销号，共性问题

交相关部门牵头整改。（余海滨刘毅华）

沈丘县

推行村级公务“零接待”为基层减负

巩义市

2000多名干部有了廉政档案

开封市示范区

让处分决定从“一张纸”变为“一堂课”

项城市

“三会”“三严”推进巡察村居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王芳）

“如果不是纪法意识淡薄，心存侥幸，他

就不会是这个下场……”近日，栾川县城

关镇以该镇一名社区干部违纪案件为典

型，召开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一名参

会人员这样感叹。

这是该县自开展以案促改工作以

来，首次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村组干部

层面，以大家密切关注的群众身边的作

风和腐败问题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开展以

案促改警示教育。

“我们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展以案

促改工作，旨在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警示

教育和震慑作用，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为基层干部廉洁履职再次敲响警

钟。”该县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

栾川县

以案促改直达基层“神经末梢”

5月13日，漯河市源汇区纪委监委干部在问十乡前问十村向花农核查惠民政策落实情况。今年以来，源汇区纪委监委组织纪检

监察干部深入基层一线核实并查处惠农政策落实、脱贫攻坚领域等方面的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尤亚辉摄

本报讯 4月29日中午，“丁零零，

丁零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

“你好，这里是获嘉县委第五巡察

村居组。”“听说你们是帮俺老百姓解决

问题来的，通往俺家田地唯一的桥快塌

了，再过一段时间就要收麦子了，收割

机进不来，你们管不管呀……”电话另

一端传来了焦急的声音。

群众利益无小事。接到电话后，县

委第五巡察村居组组长王臣瑞立即赶

到黄堤镇张翟村村民靳志刚反映的桥

附近了解情况。

原来，靳志刚是村里的种粮大户，

200亩地均在村北，平时很少人路过此

处，出村的路只有一座桥，而桥洞年久

失修，再加上前一阵下雨，桥就更加岌

岌可危了。

了解情况后，巡察组给镇政府下达

了立行立改通知书，镇政府立马通知村

里进行整改。巡察组又找到该村“两委”

干部商量修缮桥梁相关事宜，初步预算

修桥资金1万余元，但因村集体困难，只

能拿出6000元材料费，工人的工钱实在

拿不出来。王臣瑞便带领组员四处奔走

协调，动员党员群众积极参与施工。

众人拾柴火焰高。5月4日，平坦

的路面，坚固的排水洞就呈现在眼前。

“巡察组办事效率就是快，从打第一个

电话到桥修好，只用了5天时间，再也

不用担心收割机进不来了！”靳志刚看

着新修的桥打心眼里高兴。

据了解，自该县巡察村居工作开展

以来，巡察组走村入户听民声、田间地

头访民情，发现解决群众身边的困难、

问题，架起了党群关系的“连心桥”，提

升了群众的获得感。(臧婕）

本报讯“跑了两个月没有解决的

问题，咱巡察组6天就给出了解决的

办法，我代表俺村群众送一面锦旗，谢

谢咱们的巡察干部！”5月10日下午，

叶县县委第二巡察组组长崔银行一行

来到九龙街道典庄村上访群众典业匡

家回访时，典业匡突然拿出一面锦旗，

坚持要送给巡察干部。

原来，就在县委第二巡察组进驻

叶县九龙街道办事处的第二天，该辖

区群众典业匡送来了本村40余人联

名的举报信，反映该村张套利用虚假

重叠合同、多年占用12亩村集体土地

（村公益墓地）的问题。

巡察干部崔银行、魏二培一行迅

速入村走访、摸排情况，发现该墓地中

种植有苗圃果木和粮油作物，而承包

人张套曾在2004年3月10日以500

元承包款和村委会签订10年合同、

2008年以1000元承包款签订20年

合同，并以合同为由，向村里群众收取

坟墓安葬费，为此和群众多次发生纠

纷，引发了群众的集体上访。

调查核实后，巡察干部召集相关

人员，迅速商定出解决的办法，并在村

委会张贴公告：将原张套承包区域收

回集体，栽种苗木于明年植树季节移

走，粮油作物收获后不得再种，不得影

响村民在此安葬。

“锦旗凝聚着群众的心意，送来

的不仅是群众的信任和重托，更是

对巡察干部的鞭策和激励。巡察干

部一定要强化责任、敢于担当，着力

发现问题并推动解决，让群众满

意。”叶县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

监委主任宋宏洲表示。（韩佩）

立行立改见实效
危桥成了“连心桥”

巡察为民办实事
群众感谢送锦旗

巡
察
解
民
忧

本报讯 5月13日，商丘市纪委监委

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出发，将三个方

面20类负面问题50种典型负面行为清

单开列出来，让广大党员干部“对号入

座”，查摆整改。同时，通过报纸、电视、

微信、微博等渠道将清单内容向社会公

开，公布投诉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今年以来，商丘市纪委监委把破除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对近两年来600多起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进行梳理、归类、研判，把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种种具体表现逐一“画像”

“晾晒”出来，内容涵盖学风会风文风及

检查调研、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聚焦

损害群众利益突出问题等方面，为群众、

党员干部及各级机关查找差距提供了参

照、树起了整治的“标靶”。

根据各地各单位“对号整改”查摆

出的问题，商丘市纪委监委将挖根源、

找“病灶”、出实招、求实效，指导问题

单位有针对性地逐条制定操作性强、

务实管用、见人见事的过硬整改措

施。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主体、整

改时限，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承诺。实

行逐个问题“挂号”、逐项内容“销号”，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推进，一个问题一

个问题解决，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确

保问题整改到位。凡公开承诺整改的

问题，均要及时公布整改进度及结果，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对前期自查不细

不实、整改敷衍塞责、效果不明显的地

方和部门实行提级挂牌督办。对群众

反映强烈、社会满意度低、整改进度缓

慢、舆情聚焦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

肃问责，以严肃问责倒逼真改实改彻

底改。（刘清林）

本报讯“作为纪检监察干部，能不

能够做到始终不忘记、不动摇、不怀疑对

党的信仰，始终按照党的决策和要求积

极提升自己的党性修养……”近日，沁阳

市纪委监委60余名党员干部都拿到了一

份“党员党性体检表”，接受党性“体检”。

党性“体检”主要按照自我评价、党员

互评、组织评定、个人整改四个步骤进行，

“体检人”自行查找病灶，从理想信念、政

治纪律、道德品行、发挥作用四个方面进

行自我剖析，由支部把脉问诊，小组开方

治疗，个人整改结果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

依据之一。此次“体检”还通过回顾党史、

重温入党誓词、签订《争做合格党员承诺

书》等活动，唤醒初心，激发动力，引导每

名纪检监察干部认真对标对表《党章》，用

实际行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自觉做党

和人民的忠诚卫士。（邢沙沙）

本报讯 近日，禹州市纪委监委就党

员干部举办婚丧喜庆事宜作出进一步规

范，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管控，严禁“大操

大办”，不断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事前，要求报备者提前5个工作日如

实填写《党员领导干部婚丧喜庆事宜报告

备案表》，并划红线，明底线，向报备者重

申“十个严禁”纪律要求；事中，不定期抽

查报备者婚丧喜庆事宜报告情况，进行现

场督查，全面检查是否存在瞒报、漏报、错

报等情形；事后，要求操办婚丧喜庆等事

宜后10日内填写《党员领导干部婚丧喜

庆事宜办理情况报告表》，宴请时间、地

点、人数等都要如实报告。（孙攀方丽红）

沁阳市
开展党性“体检”
让党员更“健康”

禹州市
加强“前中后”管控
向“大操大办”说不

商丘市

开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负面清单

正风反腐正风反腐 决战攻坚决战攻坚
县委书记谈县委书记谈

近年来，台前县委持续以脱贫攻坚统

揽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强化政治站

位，深化专项治理，突出标本兼治，扎实开

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以

作风攻坚促进脱贫攻坚，全县贫困发生率

由2016年初的15.4%下降到2018年底

的3.57%，为确保今年脱贫摘帽提供了坚

强有力的纪律作风保障。

提升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把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

示批示精神，作为县委常委会、县委中心

组学习会、全县党员干部大会的第一重要

议题，深刻认识脱贫攻坚工作“越往后越

是难啃的硬骨头”的严峻形势，深刻认识

加强作风建设、深化反腐败工作对于推进

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

紧迫性，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强化政治

担当。今年3月，省纪委在全省范围内部

署开展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决战年行动，县委常

委会第一时间传达学习现场推进会会议

精神，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按照中央纪委、省委、省纪委的部署要

求，深入推进专项治理，以决战决胜的坚

定信心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夺取脱贫

攻坚更大胜利。

坚持问题导向，深化专项治理。以持

续推进省委第六巡视组巡视反馈问题整

改为契机，完善台前县信息化监督系统，

通过大数据自动“碰撞”、自动分析，及时

发现民生领域违纪违规问题线索，坚决纠

正机关单位公职人员、村干部及其家属违

规领取民生资金问题，自去年系统上线运

行以来，共督促上缴违纪资金280余万

元。相继启动对县卫健委的健康扶贫、

县教育局的教育扶贫专项巡察和九届县

委第二轮、第三轮巡察村居工作，共发现

各类问题310个，问题线索11件，下发

立行立改通知书23份，督促立行立改问

题58项。将纪检监察干部“督查巡访”

升级为“遍访督查”，不定期深入贫困村、

贫困户开展走访。今年全县纪检监察干

部累计下访433户贫困户，发现各类问

题20条，印发下访事项转办通知书17

份。

突出标本兼治，提升治理效能。开展

扶贫领域问题线索“清零”行动，对2016

年以来受理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线索进行排查，涉及扶贫领域问题总数

148件，其中查实106件，了结23件，党

纪政务处分135人，移送司法机关4人；

对正在办理的19件问题线索进行挂牌

督办，确保如期“清零”。健全问题线索

处置机制，对新受理的扶贫领域问题线

索实行“周研判”制度，及时登记、即交即

办、限时办结。开展农村基层干部“守纪

律讲规矩明底线”主题教育活动，邀请县

委党校讲师到各乡（镇）为农村干部作党

课报告，开展党性教育；编发《台前县家

训家风与道德模范教育读本》，开展家风

教育；编印《台前县农村干部违纪违法警

示教育读本》，开展警示教育；组织观看

自主拍摄的《心中的宪法》等14部微视

频，开展法纪教育，逐步解决农村基层干

部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以扶贫领域典型

案例为镜鉴，开展以案促改，召开以案促

改警示教育会21场次，查摆整改问题58

个，修订完善制度21项，不断扎牢扶贫

领域权力运行制度“笼子”，一体推进“三

不”机制建设。

深化专项治理 助力脱贫摘帽
□濮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台前县委书记常奇民

本报讯 近日，提升巡察工作群众参

与度，商城县委巡察办统一设计、统一编

号、统一管理，为21名巡察干部和32名

抽调干部制作工作证，变传统的“刷脸”

巡察到“亮证”巡察，实现巡察监督零距

离。

据了解，巡察干部工作证的正面印

有每一位人员的头像、姓名、职务等信

息，背面印有使用范围和管理规定，严禁

在非公务活动时使用，严防工作证滥

用。在每轮巡察过程中，每一位巡察干

部必须持证上岗，尤其是在与干部群众

走访了解过程中，不容许被巡察单位相

关人员以群众“不认识、不知道”等理由

陪同，直接用工作证亮明身份，消除群众

直接反映问题的顾虑。（夏维鹏周黎明）

商城县

“亮证”巡察实现监督零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