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主办单位：

河南省纪委监委宣传部河南省纪委监委宣传部
投稿热线：0371-65795166 信箱：hnrb2010@126.com

策划：袁勇魏剑 统筹：马素玲 执行：石铭邓开诚

清风中原32019年8月29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姜永栋 电话∶0371-65795713 E－mail∶ncbzbs@126.com 版式∶李英 校对∶王仰瑞农村版

清丰县积极引导村务监督委员会发挥作用

主动亮“家底”算好“明白账”

尉氏县 村村都有“监督员”

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

武陟县

“清风学堂”提升干部履职能力

巩义市

“十要十不准”约束纪检监察干部

新乡市凤泉区

案件质量评查真评真查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毋昆
孙佳丽徐学勤）今年以来，武陟县纪委监

委积极整合内外资源，利用“清风学堂”周

学100分平台，掀起了“4+”模式学习热潮，

将以案促改工作覆盖到每一位纪检监察干

部，实现横到边、纵到底，无死角、全覆盖。

集中学习+专项活动。开展形式多

样的教育系列，组织参加家风宣讲、演讲

比赛、唱红歌比赛，组织参观何瑭家风家

训教育基地和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基地、

观看警示教育片等，时刻保持警钟长鸣，

顶得住歪风、经得住考验。闭卷考试+

现场提问。为测试学习效果，采取闭卷

考试、现场提问形式，随时随机抽取人

员，对纪检监察干部应知应会知识进行

测试，考试成绩张榜公布，让红脸出汗成

为常态。领导带头+全员参与。县纪委

监委全体班子成员坚持学习、讨论分享，

同一线执纪人员一同参加闭卷考试，不

走形式、不做样子。周学周清+分组竞

赛。依托每周一的“清风学堂”周学100

分平台，对上周学习内容进行回顾总结，

坚持做到周周学、周周清，做到深挖问题

根源、交流思想认知、研究整改措施。

截至目前，该县纪委监委通过“清

风学堂”周学100分平台开展各类专题

研讨活动10余次，1000余人次参与学

习讨论。

本报讯 日前，巩义市纪委监委制

定出台《巩义市纪检监察干部“十要十

不准”》，要求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对照检

查，从严约束自身言行，自觉接受社会

各方面的监督，做遵纪守法、严于律己、

拒腐防变的表率。

“十要十不准”即：要谦虚谨慎、不

骄不躁、讲学习、比奉献，不准耍特权、

盛气凌人；要艰苦奋斗、勤廉务实，不准

铺张浪费、搞形式主义；要依纪依法执

纪审查调查，不准以案谋私、打探案情、

说情干预；要清正廉洁、公道正派，不准

收受、接受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财物、馈

赠、宴请及高消费娱乐活动；要履职尽

责、对党忠诚老实，不准表里不一、阳奉

阴违、搞两面派、做两面人；要严守机

密，不准跑风漏气、泄露工作秘密，拿原

则作交易；要讲政治、讲正气，不准参与

邪教、封建迷信和赌博活动；要爱岗敬

业、严守纪律，不准迟到、早退、擅离职

守或工作时间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要维护形象，不准工作时间、工作日午

间以及公务接待、考察调研、督导检查、

审查调查、巡察等公务活动期间饮酒和

公众场合酗酒；要团结友爱、胸怀大局，

不准说三道四、相互拆台。（孟旭峰）

本报讯 案件质量是案件办理的

“生命线”，案件卷宗是展现案件质量的

主要载体。近日，新乡市凤泉区纪委监

委结合“补短板建机制强能力见成效”

整改活动召开“案件质量评查点评会”，

就2018-2019年度案件质量评查中发

现的问题向承办部门当面一一反馈，以

达到红脸出汗、提升办案质量的目的。

该评查由审理室牵头，于7月19日

至23日组织审查调查、执纪监督、案件监

督管理部门组成5个评查组，从各审查调

查室、执纪监督室2018年以来办结的党

纪政务处分案件中随机抽取1个案件参

与“流水线”式的评查。按照“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

规、手续完备、执行到位、管理规范”8个

方面逐项打分，共评查案件6个。

下一步，该区纪委监委将从笔录制

作、书写报告、书证调取、自书材料四个方

面进行查漏补缺规范程序运作。（童玉举）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安阳市龙安区

纪委监委实行“三个强化”治理农村基

层重复访、越级访案件，确保按期保质

办结。截至目前，该区承办的13起重复

访、越级访案件已全部办结并通过省、

市纪委监委审核。

强化工作机制。实行领导包案机

制，区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带头分包、领

办信访案件，对案件做到包调查、包处

理、包落实、包反馈、包稳定。实行疑案

审析机制，建立重复访案件疑案审析机

制。实行提级办理机制，对有越级访苗

头的信访案件、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干

部案件实行提级办理，并建立“三审核

三见面三反馈”制度。

强化责任追究。将信访稳控处置

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考核，对办

理重复访案件不力、查处不到位、不按

时结案的乡（镇）街道，责令第一责任人

和直接责任人员说明情况，给予通报批

评、提醒谈话、诫勉谈话等处理；对因失

职渎职造成不良后果的，追究有关人员

的党纪政务责任直至法律责任。

强化源头治理。坚持推进信访问

题化解和源头治理，努力把信访苗头解

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阳光下。推行公

开听证化解信访问题，本着“开门”办理

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对疑难复杂信

访问题组织召开听证会，面对面阳光化

解信访问题。（杨艳军）

安阳市龙安区

“三个强化”治理重复访、越级访

许昌市建安区村村建立三个微信群

用指尖监督村级“微权力”

本报讯“牧原养殖租用我家1.2亩

土地，我家今年共得租金1613元。”“牧

原养殖租用我家1亩土地，我家今年共

得租金1344元。”8月19日一大早，清丰

县韩村镇杨韩村公开栏前就聚集了很多

群众，看着牧原养殖项目租地款公示详

单，议论纷纷，异常兴奋。

从3月份项目建设征求意见，入户

走访多数群众持反对意见，再到组织党

员群众代表赴范县实地参观、消除顾虑，

从项目选址到土地租赁、从入户动员到

签订协议、从占地补偿到工程施工，牧原

养殖项目能够在杨韩村顺利落地，每项

工作都有党员群众代表参与，都有村务

监督委员会跟踪监督。

“开始部分群众对村干部信任不够，

害怕给出的承诺不能够及时兑现，正是

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全程跟踪，才让群众

吃下‘定心丸’，保证了项目顺利实施。”

杨韩村党支部书记杨玉杰说。

“主动向群众亮‘家底’，给群众算好

‘明白账’”是清丰县纪委监委对村务监

督工作提出的要求。今年，该县坚持把

规范村务监督作为密切基层党群、干群

关系的重要抓手，对全县503个村的村

务监督委员会及其发挥作用情况进行了

调查摸底，对设置不合理、不能充分发挥

作用的，及时进行了调整充实，并细化明

确了监督工作职责，通过举办培训班、印

发工作指南等多种形式提升履职能力，

引导村务监督委员会严格依纪依法履行

监督职责、发挥监督作用等。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对村务监督工

作的指导力度，充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

会在农村工作运行中的监督作用，最大

限度地保障党员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建议权，实现监督常态化、无死角，切实

从源头上遏制住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该县纪委监委负责同

志表示。（刘云苍刘红杰）

本报讯“张长亮，占地补偿款1.76

万元。张长献，占地补偿款……”

近日，正在西安打工的许昌市建安

区河街乡柿张社区居民张长亮，在手机

上收到了来自家乡的一条公示微信。这

条微信对在外打工的他来说很是暖心，

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但能第一时间了解

村子里的事儿，还知道了自己家能收到

多少补地款。可前不久，张长亮还一直

在为征地补偿款的事儿闹心。

2018年8月，张长亮所在的第三居

民组组长贾某私自挪用了占地补偿款，

导致组内居民迟迟拿不到自己应得的

钱，在外打工的张长亮心急如焚却无可

奈何。

今年6月份，贾某被群众举报，受

到建安区纪委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针

对贾某私自挪用占地补偿款的问题，

柿张社区按照区纪委监委要求，对全

村的“三资”管理情况进行全面的清理

规范，并将党务村务通过村务公开栏

公开公布。然而，对于那些常年在外

的务工人员来说，村务公示栏显然无

法满足他们想要及时知晓村务动态的

需求。

为进一步打通从严治党“最后一公

里”，构建党群干群“连心桥”，建安区纪

委监委在全区381个行政村分别建立

“三个微信群”，将基层村组干部的岗位

权力、办事流程、办事过程、办事结果及

时“晒”给群众，真正实现村级权力的全

民监督、主动监督、全程监督。以柿张

社区为例，社区建立了以党支部书记为

发起人，以村“三委”成员为班底的“全

体党员审议群”“村民代表决议群”和

“一户一代表公示群”，将社区的党务、

村务决策和实施结果在微信群里公开，

即使是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也能通过

手机微信时刻关注村里的大事小情，监

督村干部的所作所为。张长亮收到的那

条微信，就是从“一户一代表公示群”发

出的。

“想到马上就能收到补偿款了，真是

激动。自从有了“三个微信群”，我觉得

不管走到哪里都是村里的一分子。”收到

微信后，远在西安的张长亮第一时间在

群里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并发出了一个

点赞的“大拇指”。（杨千雨李孟丽）

本报讯 前不久，尉氏县张市镇吴岗

村村民集资修下水道，村委为选取施工

队正在走招标程序，但半年了也不见动

静。村廉情监督员沈三磊听说后，便督

促村委尽快解决。很快，村里的下水道

便疏通了。这是尉氏县村廉情监督员履

行监督职能的一个缩影

监察体制改革以来，尉氏县纪委监委

强力推动机制创新，着力构建县、乡、村三

级监督体系，推进监督职能向基层延伸，

每个行政村（社区）设置1名村级廉情监

督员，由乡镇（街道）派出纪检监察室负责

在各村“思想觉悟高、政治意识强、非‘两

委’干部亲属”的党员中选聘。

廉情监督员负责对本村（社区）“两

委”的日常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收集

汇总群众的意见建议、参与村（社区）重

大事项决策等，拥有对村级各项事务的

知情权、质询权、审核权和建议权，并将

发现的违纪违法线索向乡镇派出纪检监

察室及时报告。

“我们辖区内村里的每一笔账目都

必须经过村务公开，廉情监督员签字确

认才能进行支出。”该县新尉工业园区纪

检监察室主任宫二虎介绍道。全县516

名村级廉情监督员聘任上岗后，有效解

决了村民对村级事务“不敢管、不会管、

不愿管”的问题，提高村民对公共事务的

参与度，让基层监督的探头越擦越亮。

截至目前，该县村级廉情监督员已

开展监督检查和政策宣传360余场次，

化解矛盾200余件，反映问题线索70余

条。（周长岭）

本报讯 今年以来，平顶山市石龙

区不断探索基层监督新路径，强化对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产、资源管理，

促进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廉洁用权，有效

预防基层“微腐败”问题的发生。

严格操作。要求各街道办事处成立

“三资”管理中心，明确专人、专室、专柜、

制度上墙，按照“一村一账”方式进行分户

核算管理，建立统一的农村集体“三资”台

账，纳入电算化管理，真正实现“村账办事

处管”。严格审计。建立街道办事处和农

业、财政、民政等部门协作监管机制，审计

部门每年对村级财务进行一次审计，对贪

污、挪移、违规处置农村集体“三资”的，严

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涉嫌违法的移交司

法机关处理。严格监督。该区纪委监委

定期对各街道办事处“三资”管理工作进

行督导观摩，监督运行情况，摸排问题线

索，及时发现和制止违规违纪问题的发

生，把“微腐败”遏制在萌芽。

截至目前，该区纪委监委已开展3

次督导，“三资”管理中心拒绝支付不合

理开支13笔，共计2.2万余元。（石纪）

本报讯“在此之前，农村小额支出

管理不同程度存在程序不严谨、监管不

到位问题。这次在全县推行实行农村

小额线上支付改革，就是疏通形式、堵

塞漏洞，从制度上切断‘微腐败’发生的

可能，构建‘支出不用钱、报账不见钞’

的农村资金管理新格局。”近日，温县农

村财务小额支出管理改革会议召开，该

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道出改革的背

景和必要性。

为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温县纪

委监委从群众关心的问题着手，对全县

262个行政村、1638个村民小组资金资

产资源进行清查，建立“三资”信息公开

平台，对所有资产资源进行编号公开，接

受广大群众和社会监督。

今年5月，该县在黄河街道、黄庄镇

58个村开展小额支出无现金试点探索，对

单笔小额支出1000元以下的零星花销、

差旅费、劳务支出、异地采购等，采取“微

信+专门账户+备用金”的线上支付方式，

让小额支出可查、可控、可溯源。（温纪）

本报讯 近日，濮阳县纪委监委分

4组赴21个乡镇举办村务监督业务培

训班，各乡镇纪委全体人员、驻村监督

员和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会

计、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等共计1000

余人参加了培训。培训结束后，城关

镇民生居委会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王

勇说：“通过这次培训，俺明白了村务

监督委员会主任主要是干啥的，怎么

干，心里面也放开了，该俺管的俺一定

要管到底……”

此次培训针对村务监督员不愿监

督、不好意思监督、不会监督等问题，重

点围绕村“两委”如何规范民主决策、建

立民主决策事项清单、决策程序、决策监

督；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职责、权利、义务、

监督程序、运行机制；如何建立阳光账

本，如何进行党务村务公开；乡镇纪委在

村务监督中的职责和作用等内容，并结

合近两年全县基层党风政风监督工作中

的典型事例，以及从基层监督的重要性、

本地基层监督的现状及形势等方面与参

训人员进行交流。

此外，该县纪委监委还通过一对一谈

心谈话、面对面业务指导、编印工作指导

手册、交叉监督检查等方式，进一步提升

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的身份认知和履职

能力；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加强对村纪

检委员的日常管理、教育培训和监督考

核，对发挥作用不突出、群众不认可的纪

检员及时进行调整，擦亮基层监督“千里

眼”，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

（常军捧李程瑞）

濮阳县 擦亮基层“千里眼”

平顶山市石龙区

扎紧“三资”铁笼子

温县

农村“三资”哂阳光

▲漯河市郾城区纪委监委聚焦扶贫、民生领域腐败问题，组织纪检监察干部进村入

户，深挖细查扶贫项目资金落实、分配中存在的贪污侵占、截留挪用以及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等问题。图为近日，该区纪检监察干部走访孟庙镇潘西村群众，了解涉农资金拨付

情况。朱红亚摄

▼8月27日，商丘市梁园区纪

委监委干部在谢集镇大李庄村向葡

萄种植户核查了解涉农补贴发放情

况。连日来，该区纪委监委结合扶

贫领域督查检查中的问题线索，组

织纪检监察干部深入田间地头、果

园，与群众面对面交流沟通，确保党

的惠农政策落到实处，增强群众的

获得感。陈臣摄

▼禹州市纪委监委聚焦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深入基层一线，强化

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及时发现和

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图为

近日，该市纪检监察干部走访葡萄种

植扶贫基地，了解扶贫政策落实情

况。方丽红摄

正风反腐 决胜攻坚

本报讯“县委书记、县长、县委副书

记负责统筹指导全县脱贫攻坚工作，要遍

访全县脱贫村，带头走访帮扶贫困户。”

“所有扶贫干部要对帮扶贫困户情

况‘一口清’，对职责范围内的扶贫相关

知识‘一口清’。”

……

为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帮扶单位和

帮扶责任人责任，8月20日，光山县纪委

监委严格按照“四个不摘”的要求，以强

化帮扶纪律为切入点，制定出台脱贫攻

坚“八条纪律”，为巩固提升脱贫成效、助

力全面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八条纪律”重点围绕帮扶单位和帮

扶责任人的工作落实、责任落实、帮扶

作风等方面进行了明确，实现了从县处

级领导到一般帮扶干部的全覆盖，不仅

对各乡镇党政主职、县级行业扶贫部门

和帮扶单位主要负责人作出明确要求，

还对县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多项特别规

定。同时，通过“八条纪律”的落实，着

力以“严”“实”工作作风，促进帮扶工作

责任落实落地，提升帮扶工作成效，确

保扶贫领域风清气正。

下一步，县作风督察组将依据“八条

纪律”对所有帮扶单位和贫困村开展常

态化、全覆盖督察，持续增强巩固脱贫

成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确保做到摘帽

不摘责任、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政

策、摘帽不摘监管。（韩书源）

光山县

“八条纪律”护航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