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4日，临颍县皇帝庙乡吴集村

村委会的院子里，红彤彤的辣椒铺满了整

个大院，“这两天天气好，再晒上两天就能

收了！”第一书记安康说。

走进安康的宿舍，“村不脱贫我不走”

几个大字醒目地挂在墙上。在安康的案

头有一本厚厚的驻村日志，记录了他这两

年在村里强党建、抓经济，带领群众脱贫

奔小康的点滴小事，也记录了这位屡次成

功主办反腐大要案的漯河市纪委监委第

八审查调查室副主任从一名纪检监察干

部到村官角色转换的心路历程。

驻村日志里记录最多的是家长里短，

出现最多的是贫困户的名字和“咱村”“老

少爷们”的字眼，字里行间洋溢着这位第一

书记对村子发展和基层百姓的殷殷之情。

“这两年，安书记协调资金近600万

元，给村里修了3公里路、2000米下水道，

建了一座村小学教学楼，村集体经济翻了

100倍，大伙都叫他‘小康’书记……”村干

部郭栓柱说。

“要办好咱村的事，得让老少
爷们对村里的大事小情明明白白”

如何把村“两委”班子和全村人拧成

一股绳，形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是安

康2017年11月驻村后考虑最多的一个

问题。“阳光村务”成为他强基层党建、树

立村“两委”班子威信和凝聚全村老少爷

们心气儿的一个强有力抓手，“要办好咱

村的事，得让老少爷们对村里的大事小情

明明白白”。

贫困户王金安干活时不慎摔成胯骨

和股骨头骨折，虽说贫困户医疗政策能解

决大问题，但报销额度外的其他费用对王

金安来说仍是一笔巨款。安康和村“两

委”班子商量，决定从村集体经济和扶贫

爱心基金里拿出5000元帮扶王金安，并

严格按照“阳光村务”工作的要求，通过

“四议两公开”的程序。

在和村“两委”成员闲聊时，安康得知

村里建了一个在外工作年轻人的微信群，

提出少抽一包烟、少喝一顿酒，把省下来

的钱在村里需要的时候捐献出来。但在

钱怎么花的问题上，大伙有些疑虑，担心

开支不公开，钱用不到正地方。“群众相信

村干部，捐钱给村里搞发展是好事，村干

部也一定要把好事办好。”安康建议村“两

委”把村里的工作打算、财务支出、村里所

上项目的建设情况在群里经常发一下，把

这个微信群打造成“阳光村务”新平台。

村里的大事小情公开了，参与的群众

心中没有了疑虑，积极支持家乡发展的热

情被激发出来。截至目前，大伙已通过微

信群为村里捐献修整了一个鱼塘、修建了

一个广场，组织村里办了两届乡村“春晚”。

“贫困户就是我的穷亲戚，他
们一天不脱贫，我就一天睡不踏实”

安康初驻村时，吴集村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49户138人，这些贫困户成了安康

最牵挂的人。他逐户摸情况，帮助贫困户

出主意、想办法、上项目、解难题。“贫困户

就是我的穷亲戚，他们一天不脱贫，我就

一天睡不踏实。”安康说。

贫困户郭丙村年轻时养过羊，安康就

鼓励他把手艺拾起来。了解到启动资金

是个问题，安康就牵线搭桥，帮助郭丙村

申请了贫困户免息小额贷款1万元。很

快，羊圈建好了，羊羔买回来了。安康抽

空就往郭丙村的羊圈跑，帮他铡草、给他

送兽药，解决养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018年，郭丙村通过养羊实现增收2万

元，光荣脱贫，成了村里自力更生奔小康

的典型。在他的带动下，吴金平、王朝阳

等其他5户贫困户今年也加入了申领小

额贷款自主创业的队伍。

贫困户郭玉良，脑中风后遗症。女儿

郭丽芬大学毕业后想找一个离家近的工

作，好照顾父亲，安康就和村干部一班人

四下打听就业信息，在大家的努力下，郭

丽芬顺利应聘到美团外卖漯河分公司工

作，实习期工资每月3000元。郭丽芬很

满足，她说，我好好干，一年能挣三四万

元，俺家很快就能脱贫了。

“百姓增收，他们开心，我才
安心”

从驻村第一天起，安康就把吴集村发

展的长远目标定位在特色种植和发展村

集体经济上。

大蒜种植是吴集村的支柱产业。进

入初夏，天气炎热起来，安康一头扎进村

里，吃住在村委，忙着帮助群众收蒜，联系

收购商。每天早上，他都会和村党支部书

记王广涛到田间地头转一下，帮蒜农浇浇

地、收收蒜，和蒜农聊聊当天的收购行情。

吴集村今年种植800亩大蒜，为全村

带来了近500万元的收入。看着群众脸

上绽放的笑容，安康心中充满幸福：“百姓

增收，他们开心，我才安心。”今年9月24

日，国家农业农村部公布的第九批“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名单中，吴集村赫然在列。

在通往村室的路上，有个用驻村书记

扶贫资金建起来的村集体经济车间，车间

以生产假发为主，最近刚刚接了一个上万

顶发套的订单，生产场面热火朝天。看到

村里几个在车间干活的贫困户干得起劲，

安康对车间负责人说：“还是那句话，有啥

需要帮助的随时跟我们说。”

这两年，通过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吴

集村实现了村集体经济从年收入1800元

到超18万元的飞跃，同时为村里带来就

业岗位超 50个，每年带动村民增收超

100万元。

“驻村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不

只是脱贫的事，还要做好大量的群众工

作，让群众有满满的获得感。我有一个愿

望，希望吴集村将来能成为小康村和美丽

乡村。”安康说。

清风中原52019年11月22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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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贫一线纪检人

农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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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派驻日常监督中如何正

确处理好派驻纪检组与驻在单位的关

系？”“三重一大具体内容，除会议提醒

之外，有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加强对

驻在单位党员干部的监督……”11月14

日，在巩义市纪委监委召开的派驻监督

工作交流会上，不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

长纷纷提问。

此次会议由一名派驻纪检监察组

组长围绕对派驻监督的认识、如何做好

派驻监督工作以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开展情况三个方面进行发

言，各派驻纪检监察组就工作中的疑

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现场提问、交流互

动，现场气氛热烈。

“通过此次交流会，加深了各个派

驻纪检监察组对派驻纪检组工作的认

识，进一步提升了派驻监督履职能

力。”巩义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张凌云）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王向
灵刘润琪）“不忘初心心向党，廉洁短信

声声响。八项规定切莫忘，‘四风’问题

要严防。牢记使命敢担当，乐为群众谋

福利。沈丘县纪委监委祝您及家人周

末快乐！”11月15日,沈丘县广大党员

干部收到了这样一条温馨微信。这是

沈丘县纪委监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

手，积极运用“微”手段做好正风肃纪

“大”文章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沈丘县纪委监委依托

县广播电视台、“沈丘清风”微信公众

号等平台,开设“正风肃纪在行动”“沈

丘廉政之声”等专题栏目,多层次、多

形式、多角度向党员干部发放各种廉

政资讯和党规党纪权威解读 100 多

篇，编发廉政微信20余条、通报和剖

析典型案例16期，在便捷化的阅读感

悟中时刻提醒党员干部绷紧廉政之

弦。

本报讯 今年以来，漯河市召陵区

纪委监委切实增强为基层减负的思想

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力戒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将基层干部扶贫从“资

料”印证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精力真正

用在做实际扶贫工作中。他们从基层

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把整

治扶贫形式主义纳入区委巡察和日常

监督工作中，推动各方联动，形成整治

合力。

通过一系列的靶向整治、精准施

策，需要报送的材料越来越薄，检查越

来越少，成为全区扶贫干部的切身感

受。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区文件、会议

数量同比分别下降30.8%、39.3%，开展

督查考核次数同比减少51%。（王振奎）

本报讯 为了更好方便群众、服务

群众，今年以来，濮阳市华龙区纪委监

委在统一监管以农村集体“三资”的基

础上，按照“让群众看得懂”的原则，在

59个村党群服务中心醒目位置放置了

“阳光账本”，方便群众查看监督村内账

目和大小事务。每月村内财务收入多

少，支出多少，钱都花在哪里了全都一

目了然，村内的集体财产都有哪些，收

入几何，新增与自然损坏的物品有什

么，都能在账本上清楚可见。

同时华龙区纪委监委在59个村全

部设置室外村务公开栏，并在村党群服

务中心布置查询一体机，将村内的大小

事务实行线上线下同时公开、阳光公

开，方便群众的监督。（陈广俊）

本报讯 工作人员加班、下乡管不

管发补助？下乡用自己的车管不管加

油？孩子结婚管待几桌客……一系列

的问题，实用手册为大家详细解答。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按照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正风

肃纪的新规定、新要求，近日，漯河市郾

城区纪委监委结合前期开展的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专项监督检查，广泛收集问

题，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梳理并收录中

央、省、市、区相关制度、规定等内容，精

心组织编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解读实用手册，分发到

全区80多个单位，便于广大党员干部更

好地学习掌握、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王美丽张争）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通讯员张颖）

“之前骑车走这条‘搓板路’，颠得人头

晕，现在终于要修好了。”近日，在洛阳

市涧西区的建庄街，工程车轰鸣，围观

的群众看着即将脱胎换骨的道路都赞

不绝口。

今年10月，涧西区纪委监委紧扣人

民需要，以“寻初心、找差距、担使命”为

主要内容，开展“百名纪检监察、巡察干

部进社区”活动，全区纪检监察、巡察干

部对全区72个社区进行全覆盖式的大

走访，面对面、零距离了解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

“这条路多少年了，一直坑洼不平，

已经反映好多年了，但总是得不到解

决。”前不久，当纪检监察干部在武汉路

街道办事处谷水西社区走访时，一名群

众带着他们来到了建庄街，指着凹凸不

平的道路抱怨道。

经了解，谷水西社区是城乡接合部

的村改居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

弱，建庄街是武汉路街道办事处和重庆

路街道办事处共有的道路，到底归谁管

也一直都没有分清，所以问题也一直没

有解决。

该区纪委监委多方沟通协调，最终

将问题交给了该区交通办，区交通办第

一时间赶往现场查勘，并在一周内进驻

施工。目前建庄街修缮通行指日可待。

截至目前，该区纪检监察、巡察干

部已走访居民229户，下发“连心卡”

183张，填写调查问卷228份，收集民情

民意48条，目前已解决25条，23条正在

积极协调相关部门进行解决。

本报讯“举报受理范围包括扶贫、

教育、医疗卫生、惠农政策、食品药品安

全、干部作风等领域的违纪违法、失职

失责、工作作风等问题……”10月30日

起，六个方面17项突出问题信访举报热

线在当地报纸、电视、微信等滚动发布，

这是新安县纪委监委联合多个职能部

门，重拳开展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的

再发力。

今年以来，新安县纪委监委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牢

牢站稳人民立场，把漠视侵害群众

利益问题专项治理作为一项重点工

作，深挖问题线索，强化监督执纪。

截至目前，全县共处置党员干部问

题 线 索 260 件 ，立 案 155 件 ，处 分

185人。

同时，在全县11个镇开展“纪委监

委在身边”活动，大力宣传纪检监察信

访宣传渠道，收集群众对党员干部工作

作风、违纪违法行为等进行监督投诉。

通过高频次的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宣讲

活动，已有1名正科级干部主动投案，形

成了强烈震慑。（张磊）

“俺的医药费给报了，窝心事了

了！多亏你们了！”这是近日永城市薛湖

镇张庄村村民韩某银再次见到市纪委

监委工作人员时说的头一句话。

10月20日，韩某银向永城市纪委监

委举报：“俺的医疗保险半年都没给报，

问了多次，也不给个说法。愁死俺了！”

永城市纪委监委立即成立调查组，

兵分两路到市人民医院医保办、市城乡

居民医保中心等部门核实情况，对相关

责任人证言进行比照核对。

经调查组核实，2019年5月28日，

市人民医院医保报销窗口受理了韩某

银的报销申请，认为需进一步核实。6

月12日，市人民医院医保办将相关材料

交至市城乡居民医保中心。该中心负

责人仅电话询问了相关情况，未组织专

人核实，随后将材料放置在办公室。10

月15日，市人民医院医保办取回相关材

料。10月21日，市人民医院医保办又

以审核材料签字不完善、现金不足为由

未给当事人报销。直至10月22日，市

纪委监委调查组介入后，韩某银有关医

疗费用才得以报销。这是一起典型的

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随后，市纪委监委启动问责程序，给

予永城市城乡居民医保中心党支部书记

刘某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建议调整

工作岗位；给予永城市人民医院城乡居

民医保办主任刘某卫、副主任王某强政

务记过处分，建议免去王某强副主任职

务；给予永城市人民医院城乡居民医保

办工作人员陈某云政务警告处分，建议

调整工作岗位。下发监察建议书，在医

疗卫生系统开展以案促改工作，反思问

题、查补漏洞，教育引导干部职工规范用

权、依法办事。

“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严重影响

了群众的获得感，必须坚决惩治。市纪委

监委下一步将集中力量重点惩治一批漠

视侵害群众利益的典型问题，持续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市纪委监委相关负

责人说。

近日，焦作市山阳区委第三巡察组收

到一条举报短信：“你好，我是新城街道办

事处古城社区瑞东家属院的居民。我们

小区的垃圾已经连续好多天没有人清理

了，现在已经堆积成山，且臭气熏天，严重

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和身体健康……”

巡察组高度重视，立即赶往现场。经

走访得知，之前这个小区的垃圾清运人员

每天都会清理垃圾，但由于身体原因需要

住院做手术，而新的清运人员还未到位，

这才造成了垃圾无人清理。

了解情况后，巡察组当场向古城社区

党支部下发了整改通知书，督促社区立即

进行整改。

接到整改通知书后，古城社区党支部

立即组织人员，经过两天的奋战，终于将

“垃圾山”彻底清理干净。

“要不是你们的帮忙，群众的这些承

包费还不知啥时候能要回来呢！”日前，见

到巡察组的同志来村回访，正在协助发放

承包费的固始县张老埠乡桥头村党支部

书记汪荣秀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前不久，十二届固始县委第十轮巡察

暨专项巡察村居工作启动，第四巡察组刚

入驻桥头村，就有村民找上门来，反映土

地承包费被拖欠问题。

原来，2015年12月，经与村民协商，

在多方考察的基础上，桥头村“两委”同意

该县黎集镇稷丰家庭农场以每年每亩500

元的价格，承包桥头村600亩土地。2016

年和2017年的承包费均按时足额兑现给

了村民。然而，2018年以来，由于经营不

善，稷丰家庭农场已拖欠承包费142690

元。村“两委”多次与稷丰家庭农场协商，对

方均以无钱为由拒绝支付承包费。

巡察组查明缘由后，对承包方亮明态

度：群众的钱一分也不能拖欠！在巡察组

的引导教育下，承包方终于同意筹款支付

承包费。

“巡察村居不能走马观花，要帮群众

解决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难题……群众

的笑容多了，我们也就宽心了。”第四巡察

组组长胡琳感慨道。

郏县纪委监委聚焦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问题，深入开展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县乡纪检干部联动，成立专项督查组，深

入田间地头、产业扶贫项目基地摸排问题线索，听取意见建议。图为近日，该县纪检监察干部在渣园乡渣园村蔬菜种植基地了解扶贫

政策补助发放情况。高得亮摄

安康“小康”书记带村民奔小康
□本报记者戴晓涵通讯员石铁军刘乐

“垃圾山”搬走了
□韩硕张杰

群众的钱
一分也不能拖欠
□崔亚苹王春梅

巩义市

互动交流推进派驻监督工作

沈丘县

“微”手段做好正风肃纪大文章

漯河市召陵区

力戒形式主义助力脱贫攻坚

濮阳市华龙区

“阳光账本”让监督更阳光

漯河市郾城区

帮党员吃透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洛阳市涧西区

纪检监察干部进社区听民声

巡察故事 向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亮剑

新安县 深挖问题线索 强化监督执纪

医药费报了 窝心事了了
□冉林松

安康（左）帮村民收大蒜。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