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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俺要向你们纪委反映个事

儿，俺们村有武汉返乡人员，搞得这几天

村里人心惶惶的，希望你们去核实一下，

这样大家伙也能放心下来。”

1月28日，禹州市纪委监委接到一

个群众反映疫情的电话，反映该市花石

镇柳树沟村有武汉返乡人员。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接

到电话后，该市纪委监委立即安排相关

科室工作人员前往该村调查核实。

经核查，该名武汉返乡人为连某，1

月16日乘火车自武汉返乡。当地镇政

府立即通知该村支部实施有效防控措

施，连某经市人民医院诊断排除新型肺

炎。随后，该市纪委监委及时将问题查

实情况反馈给了问题反映人。

为做好全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纪律保障工作，1月26日，禹

州市纪委监委紧急召回全体纪检监察干

部，紧紧围绕全市防控工作整体部署，充

分发挥监督职能，成立综合监督检查组、

重点监督检查组、纪律作风监督检查组、

综合协调保障组、应急处置问责组等5个

工作组，由班子成员带队深入疫情防控

一线督查值班人员在岗情况及疫情防控

工作部署情况，重点对疫情防控关键部

门、关键环节、关键岗位履职尽责情况以

及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

义进行监督检查，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及时精准问责，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到哪里，监督检

查就跟进到哪里。连日来，禹州市纪检

监察干部奔赴乡镇（街道）、车站、医院、

高速出入口、酒店等场所，积极投入到疫

情防控监督检查工作中，对落实疫情防

控工作部署、应急值班值守、疫情防控

资金和物资储备采购发放等情况，进行

全过程、不间断的监督检查，严明纪律

规矩，切实推动各级各部门切实履职尽

责。

除织牢严密的监督网外，该市纪委

监委还开通信访举报绿色通道，征集有

关单位及工作人员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主

体责任落实不力的问题线索，对在疫情

防控工作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

违、敷衍应付、失职渎职的行为严格依纪

依法从严从快进行查处，以追责问责倒

逼疫情防控责任单位压紧压实主体责

任。

在全面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的同时，

该市纪委监委严格要求自己，自我施压，

要求委机关室（部）、派驻纪检监察组和

市委巡察办全体人员不得组织和参加公

众聚会，对纪检监察干部有疑似感染情

况第一时间报告，实行“日报告”制度，每

天如实上报纪检监察干部行动轨迹，认

真排查接触人员，对瞒报、漏报、迟报和

通过短信、微信、微博等信息渠道传播谣

言的严肃问责。

截至目前，该市纪委监委重点对疫

情防控处置、各单位值班执勤、在岗在位

等工作共开展大督查7次，督查范围覆盖

全市26个乡镇（街道）231个行政村，发

现问题7个，当场督促整改问题7个，约

谈乡镇（街道）和市直部门主要领导人13

人次，对2名因防控不力的村党支部书记

进行诫勉谈话。 （方丽红）

铁纪护航 同心战“疫”
禹州市以严明的纪律全力助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蔡书记，我想主动请缨参与这次疫情

防控阻击战！理由有三点：一是本人身体健

康强壮，无任何异常情况；二是作为共产党

员、室主任，主动请战责无旁贷；三是子女均

在漯河市区由父母妻子照顾，本人一人在舞

阳工作，无后顾之忧。请领导批准！”

1月28日下午3点44分，舞阳县纪

委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蔡良红的微信

收到了第二监督检查室主任王洋的“请

战书”。

1月29日中午12点30分，王洋如愿

接到命令，带领一个督查小组，即刻开始

对县城城区北大街以西区域疫情防控情

况进行实地监督检查。

“请将疫情防控值班表给我看一下，

咱们今天带班领导是哪位？”

“你们小区有没有对疫区返乡人员

进行排查上报？”

在祥龙花园、温馨港湾、森林半岛、

祥源雅居等多个居民小区，王洋和同事

们详细了解防疫责任落实、疫区返乡人

员统计、入户排查登记、居家隔离人员

跟踪服务等情况，渐渐地发现了一个较

为突出的问题——个别老旧居民小区

没有物业公司管理，防疫管控措施不够

严格，人员流动随意性较大，入户排查

不够及时详尽，对外地返乡人员甚至是

重点疫区返乡人员底子不够清楚，存在

安全隐患。

打好疫情防控保卫战，角角落落都

不能放过。王洋和同事们根据实地监督

检查情况，迅速将老旧居民小区存在的

问题向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城区防控督查

组领导做了专题汇报。

当天下午4点30分，该县疫情防控

指挥部城区防控督查组会同县房屋管理

部门召开了老旧居民小区疫情防控紧急

会议，要求对暂不具备实行“封闭式管

理”的老旧居民小区，建立疫情工作责任

体系，由相关县直部门和涉及的3个乡镇

进行分包，强化联防联控，逐户排查外出

返乡人员，责任到人、联系到户、不留死

角。同时，严密做好老旧居民小区的往

来人员检测防控、安全检查、卫生消杀、

环境整治等工作，最大限度阻断疫情传

播扩散渠道，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1月30日下午2点10分，当王洋和

督查小组的同事们再次来到祥龙花园居

民小区时，发现原来无人值守的小区门

口，县应急管理局的分包值班人员已到

岗，正在对小区进出人员逐个测量体温，

小区内居民返乡情况也全部进行了核查

登记。

“通过在一线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

疫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真正夯实各级责

任，落实防控措施，为人民群众把严把牢

疫情防控第一道关口，我觉得这就是纪检

监察干部的天职和责任！”2月2日下午2

点05分，正和同事们在疫情防控一线监督

检查的王洋，在电话中接受采访时说。

本报讯“你们医院的药品器械试

剂准备得充足吗？医务人员自我防护

用品储备得怎么样？”

“你们这个卡点上一共有几个体

温计？你们一班有几个人？”

“你这个药店的口罩多少钱一

个？”

“你们这里的带班领导是谁？有

没有去查看公共场所的关闭情况？”

……

从1月26日开始，固始县纪检监

察干部监督检查的身影就活跃在疫情

防控的主战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固始县纪委监委立足岗位职

责，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

的工作来抓，成立11个督导组对全县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督

查，重点督促卫生健康、交通、市场监

管、药监等职能部门履行行业监管职

责，以强监督促强监管，构筑疫情防控

严密防线。

接到重点督查任务后的驻县市场

监管局纪检监察组、驻县卫健委纪检

监察组、驻县交通局纪检监察组把投

身防控疫情第一线作为践行初心使

命、体现责任担当的试金石和磨刀

石，始终冲锋在前，与各职能部门共

同评估和研判疫情，改进防控策略，

并对驻在单位24小时带班值班制度、

疫情防控纪律落实、湖北返乡人员和

车辆跟踪监测、发热病人就诊隔离观

察等情况开展督导监察，对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对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不担当、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肃

问责。

（崔亚苹）

本报讯“你们乡郭店村路段垃

圾堆积如山，对疫情防控工作有严重

的安全隐患，必须立即整改和严肃处

置……”2月1日，商城县纪委监委暗

访组到冯店乡等边远山区乡村实地

暗访疫情防控部署落实情况，发现问

题后当场通知有关责任单位立行立

改。

商城县紧邻武汉，疫情防控形势

十分严峻。商城县纪委监委提早安

排部署，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以“督

查+暗访”两种形式同时进行，为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纪律

保障。

1月24日起，该县纪委监委组织

18个派驻纪检监察组及各乡镇纪委督

察组，对各乡镇疫情防控卡点和相关

职能部门进行不间断监督检查，重点

督查卡点值班值守、疫情防控知识宣

传、近期往返武汉人员排查登记、哄抬

粮食蔬菜药品物价等情况。1月 30

日，县纪委监委决定成立4个暗访组，

分别由1名县纪委常委负责，每天上

午8点半出发，午餐自带干粮，全天候

在疫情防控各关键卡点、关键部门随

机暗访，一方面查各单位各部门防控

措施部署落实情况，另一方面查县纪

委监委各督察组履职监督情况，严防

走形式、走过场“蜻蜓点水”式督查，

坚决扛牢压实责任，确保全县疫情防

控各项举措落到实处。截至目前，已

发现问题线索14起，办结3起，通报典

型问题5起，诫勉谈话8人，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3人。 （周黎明）

本报讯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巩义市纪委监委快

速反应，1月23日成立疫情防控督查

问责工作领导小组，同时由党风政风

监督室牵头抽调100余名纪检监察干

部，成立20个督查组、3个机动组和3

个问责组，深入一线重点监督检查镇

（街道）党委、镇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党员干部在

岗履职情况，严查在疫情防控中不担

当、不作为，瞒报、谎报贻误工作，贪

污、挪用、截留、挤占疫情防控资金和

物资等行为，对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影

响和重大损失的，一律先免职再依纪

依法追究纪律和法律责任，以严明纪

律推动监管职责落实。

截至目前，共督导检查488个单

位（村、社区），检查交通卡口、防控

点、医院、车站、商场超市等重点部位

858个，发现问题282个，督促现场整

改问题187个，下发督办单36个，督

办整改问题95个，提出意见建议148

条；严肃查处镇村干部在疫情防控中

履职不力等问题，共处理党员干部12

人，其中党纪处分 8人，组织处理4

人，并进行全市通报，形成强有力震

慑，以监督实效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高

效顺畅开展。 （张凌云）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通讯员张磊
郭建立）“医院、交警等相关单位是否在

岗在位？”“群众所需的口罩、消毒液等防

护物资是否保障到位？”“各镇村设置的

劝返点是否落实值班值守制度？”

连日来，新安县纪委监委监督检

查组深入到疫情防控一线的医院、高

速路口、镇村卡口等地开展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监督检

查。

面对疫情防控严峻形势，该县纪

委监委第一时间组织6个督查组每天

进行督查，重点检查各责任部门责任

是否落实到位、责任部门领导是否切

实担负起领导责任、各有关部门防控

措施是否落实到位、镇村干部工作作

风是否扎实等，严肃疫情防控工作的

作风纪律，确保上级决策部署不折不

扣执行到位。同时，研究并制定《公职

人员疫情防控“十不准”》，对疫情防控

期间全县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提出纪

律要求。

截至目前，该县纪委监委通过不

间断监督检查发现问题 21个，下发通

报2期，因疫情防控履职不力约谈13

名党员干部。

据介绍，下一步，该县纪委监委还

将强化监督检查，畅通信访举报渠道，

及时受理和调查处理各类信访举报，

从严查处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存在的擅

离职守、消极应付、贻误战机、临危退

缩以及对防控物资贪污、滞留、截留、

挪用、挤占等行为，以铁的纪律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护航。

本报讯 连日来，郸城县纪委监委

驻县财政局纪检监察组迅速贯彻落实

省、市、县纪委工作部署，主动靠前开

展监督，以实际行动全力推动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强化政治担当，全体成员坚守职

责定位，强化政治担当，主动履职，既

当监督员又当战斗员，全力推进疫情

防控工作。强化舆论宣传，先后通过

微信群转发疫情防控知识60多条，发

放疫情防控知识宣传页1000多份。

强化靠前监督，主动与县财政局党组

对接，提前谋划，靠前监督，启动应急

响应机制，对防控资金拨付简化程序，

打通资金拨付通道和采购“绿色通

道”，防控经费及时足额拨付，确实做

好疫情防控经费保障。强化执纪问

责，深入到各综合监督单位进行督导

检查，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出现的不

履职、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工作推进

不力等情况进行严肃问责，目前已通

报批评3人、提醒谈话2人。（张翔）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王
乾）连日来，邓州市构林镇纪委立足职

能职责，坚持把纪律挺在疫情防控工

作第一线，强化基层各级责任和工作

落实，对抗击疫情的应急保障、宣传引

导、医疗救治、疫情防控等方面具体措

施开展监督检查。

该镇纪委成立专项疫情督导组，

不定期对30个村组分南北两片进行

防控疫情工作落实情况全方位督察。

督促各村（社区）落实“镇村干部分包+

专人看护服务+邻居群众监督”模式管

控责任。在公共场所张贴醒目标语，利

用村微信群以及“村村通”广播进行反

复播报，播放疫情防控音视频，让疫情

危害做到家喻户晓，让防控措施做到人

尽皆会。同时，督导组对发现的问题进

行当场交办，坚持实行立行立改。对履

职尽责不到位的，一律进行严肃处理。

近日，三门峡市湖滨区纪委监委党总支与涧河街道永兴社区党支部开展“支部结对·阻击疫情”活动，90名党员主

动请缨到该辖区的44个“三无”小区开展疫情防控，为辖区居民构建起疫情防控的安全防线。图为党员在家属小区值

守点详细登记人员信息。 高武勋 摄

郸城县
“四强化”保安全

邓州市构林镇
紧盯疫情防控

疫情面前，他用“请战书”选择逆行
□龚洋浩段莹

固始县

靠前监督压实责任

商城县

抓实防控监督执纪

巩义市

一线监督精准有力

新安县

监督检查不留“死角”

本报讯 面对日益严峻的疫情防

控工作，鲁山县纪委监委于1月30日

进一步整合委机关和派驻纪检监察组

力量，扩增监督检查组至12个，坚持

每日研究部署、每日督查检查、每日梳

理汇总，形成了“部署—执行—总结”

一整套有序高效的疫情防控监督检查

网络。

截至目前，督查范围覆盖全县

25个乡镇（街道）和酒店、集市等场

所；派出监督人员200余人次，发现

问题21条，提出建议13条，并全部

责令相关部门进行整改。同时，充

分利用短信平台、“清风鲁山”微信

公众号及时推送疫情防控政策措施

等；公布举报电话、畅通“一键举报”

线上信访渠道，及时受理和调查处理

各类信访举报。 （许诺）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甘霖）

“你好，请将捐赠款物接收清单、物资采

购、入库登记、发放明细拿过来给我们看

看。”“接受捐赠的款物是否有登记明

细？”2月4日上午，内黄县纪委监委专项

督察组来到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物资供应

组，对捐赠款物的接收手续、捐赠款物支

出、物资采购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为严明疫情防控工作纪律，做好疫

情防控捐赠款物的使用管理，防止贪污挪

用、截留私分、虚报冒领等违法违纪行为，

确保捐赠款物第一时间用于疫情防控，内

黄县纪委监委采取“翻查台账、实地抽查、

跟踪督办”等方式，先后到该县发改委物

资储备中心、慈善总会、执勤卡点和疫情

防控指挥中心，对疫情资金、物资管理使

用情况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监督检查。

自疫情发生以来，内黄县纪委监委

不断提高政治站位，靠前指挥，坚决做到

疫情防控工作推进到哪里，政治监督就

跟进到哪里。2月2日，内黄县纪委监委

出台了《关于加强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捐赠款物使用管理情况

监督检查的通知》，明确了捐赠款物的管

理主体、使用与监管责任，要求物资管理

部门及时完善疫情物资接收发放手续，

分级公示疫情物资发放情况，做到专人

负责、专物专用、账目清楚，确保物资管

理规范、使用透明。针对防控期间口罩、

酒精等物品需求量大，干部群众关注度

高的情况，加大对物资采购，款物接收、

保管、发放的监督力度，确保疫情物资用

在刀刃上。

鲁山县
织密防控监督网

内黄县 确保战“疫”物资用在刀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