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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钢市“清单监督”助力脱贫攻坚

一对一联系 面对面走访 点对点监督
三门峡市湖滨区122名纪检监察干部“结对入户”大走访

永城市 扶贫一线监督检查

本报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封

丘县各界人士慷慨解囊，通过封丘县红

十字会捐款捐物。为确保爱心款物用

到实处，封丘县纪委监委驻县卫健委纪

检监察组联合封丘县红十字会等相关

职能部门组成督导组，对款物捐赠、接

收、公示、用处等环节进行督导检查。

督导组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岗位，

以“六个注重”为工作指引，即注重组织

领导、注重规范运行、注重示范引领、注

重协调服务、注重宣传引导、注重公开

透明，对每笔款物进行核实查证，确保

爱心款物专款专用、专物专用。截至3

月底，封丘县红十字会累计接收社会各

界捐赠款物合计279.53万元，款物流

向清楚可查，笔笔公示及时，其中接受

捐款146.98万元，接受捐物共计价值

约 132.55 万元。目前已支出捐款

146.98万元，发放捐赠物资累计132.55

万元。 (张智冬)

近段时间以来，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汝阳县纪检监察干部经常走村入户，积极引

导群众恢复农业生产，鼓励农民外出务工。图为4月1日，汝阳县纪检监察干部在付店镇

火庙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张军祥家了解外出务工增收情况。 康红军 摄

本报 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刘海
军）“俺人头山村和刘沟、曹庄等村的40

多个贫困户每天在这里打工，少则60多

元，多则100多元，在家门口圆了‘就业

梦’，去年俺村有18户贫困户脱贫。”4月

7日，在舞钢市庙街乡千宝茶场，70多岁

的马玉亭一边采着茶叶，一边笑着向该

市纪委监委检查组的干部介绍。

这是舞钢市纪委监委聚焦决胜脱贫

攻坚，推行“清单监督”模式助力脱贫攻

坚的一个缩影。

2019年以来，舞钢市纪委监委创新

工作方式方法，以问题为导向，探索扶贫

领域“清单监督”机制，试行“查找问

题—整改问题—问题清零”的模式，列出

问题清单，压实整改责任，助推脱贫攻坚

政策落实落地。

为进一步规范“清单监督”运行模

式，提升监督实效，舞钢市出台了《脱

贫攻坚领域监督清单制度的实施方

案》《扶贫领域监督清单制度实施办

法》，内容涵盖“问题清单”“责任清

单”“整改清单”“成效清单”四张清单，

严格明确监督的目标、程序和效果，确

保精准监督、有效监督。列准“问题清

单”，通过问题“回头看”排查、“互联

网+监督”和“智慧纪检”平台比对，分

系统分层次查找问题；细化“责任清

单”，突出分级分类，将责任明细到具

体的行业主管部门、监管部门、监督部

门；落实“整改清单”，健全问题交办

制、整改公示制、整改情况双向通报

制、整改落实销号制、整改工作台账

制；梳理“成效清单”，做好举一反三、

分析剖析和整章建制。

“在监督检查中，我们对照职责定

位，能够更加精准地发现问题。在扶贫、

农业农村、城建、民政、卫健等部门，我们

通过查询账目、项目文件、资金流向等发

现线索，并直接到贫困户家中核实项目

和资金是否落实到户到人。”舞钢市纪委

监委第四执纪监督室主任张俊超说，他

们每周都会随机到一个贫困村进行抽

查，对照责任清单和扶贫政策享受情况，

越过乡镇和村委会，直接与贫困户面对

面交谈。

“对需要整改的所有问题，实行销号

管理，按照‘完成一个、满意一个、销号一

个’的原则，经过公示、群众认可，逐个从

清单中销号，直至所有问题动态清零。”

舞钢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刘东

辉介绍说。

本报讯“原来还担心去年脱了贫

政府就不再管俺了，日子会不会再回到

以前的老样子。现如今，干部们对俺帮

扶不松劲儿，事事替俺操心，摘了贫困

帽，样样钱不少，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啊……”日前，方城县博望镇白庄村脱

贫户刘宏章，面对正在对脱贫户进行“五

看三问”的镇纪委书记崔海龙，满脸皱纹

都乐得舒展了。

3月份以来，方城县纪委监委组织

扶贫政策跟踪调查组，结合脱贫攻坚年

开展的“双基”排查活动，重点走访脱贫

户，深入开展“五看三问”，看“七改一增”

到位情况、看户档资料、看危房改造房屋

质量和面积、看存折流水账、看户容户貌

变化，问帮扶满意度、问创收思路、问具

体要求。在看清问明的情况下，纪检监

察干部向镇党委、镇政府逐户反馈情况，

以此作为指门照户整改和帮扶的依据，

并对失职、失责、违法违纪的帮扶干部进

行责任追究。

该县纪委监委要求，参与“五看三

问”的纪检监察干部，走访要做到一户

不漏、一人不落，大事小事问清记准，对

走访中发现的一般性问题，责令扶贫责

任组和村“两委”立行立改，不能立即解

决的建立台账，逐条落实，逐条销号，逐

条反馈。对涉及干部个人或村“两委”

班子集体的失职渎职、贪污、挪用扶贫

资金等腐败问题立即汇报、深入研究、

立案查处。

目前，“五看三问”活动正在方城县

全面铺开。 （潘新贺）

本报讯 一群“大龄宝宝”间隔1米、

手持健康卡、面戴口罩，有序站在方格

线内排队入园；一名“发热同学”被应急

隔离处置，等待120接诊……近日，延津

县多所幼儿园、中小学校进行开学防控

实战演习，做好复学复课的准备工作。

“入学工作流程图、校园疫情突发

应急管理预案让我们看一下！”“咱们学

校师生有多少人？口罩、消毒液等物资

数量能保证吗？”“开学演习一定要认真

对待，防控工作每个环节一定要熟悉。”

连日来，延津县纪委监委5个疫情督导

组调整工作重心，有的放矢对县域内多

所学校的开学演习、入园离校机制、上

课就餐人员分流、应急情况处置预案等

情况进行重点督查，确保返校复学各项

工作落地见效。

“通过督导检查，帮助学校完善返校

复学方案机制，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和不足，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同时对有

令不行、有禁不止，不作为、慢作为等问

题予以严肃问责，以精准高效监督执纪

为复学工作加装一道‘安全阀’。”延津县

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杜康乐李璐）

本报讯“大叔，怎么你家水龙头拧

开不出水，一直是这样吗？”

“大哥，你平时生活不能自理，进行

残疾鉴定了吗？”

……

为深入贯彻省、市纪委监委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决胜年行动

部署，新县纪委监委结合实际，组织开展

“以户看乡察落实”活动，重点对目前全

县未脱贫户317户865人、边缘户289

户947人、监测户375户1252人开展遍

访督察，着力查找重点户实现小康的弱

项短板，查找乡村两级推进脱贫的薄弱

环节，检验扶贫干部驻村帮扶的扎实程

度，确保“四个不摘”落实到位。

遍访以协作区为单位，成立7个督

查组，县纪委监委负责同志带头走遍涉

及的177个村。活动从4月份开始，利

用一个月的时间，采用“四不两直”的方

式进行，重点开展“三查”，即查帮扶情

况、查政策落实、查脱贫效果，确保“监督

到户、覆盖到人”。通过入户走访，以户

观村看乡，做到“四看”，即看乡村产业发

展和扶贫项目建设情况、看惠民事项落

实情况、看部门政策落实情况、看干部履

职尽责情况，以监督检查全覆盖督促扶

贫政策全落实。（岳锋汪真）

本报讯“下周一、周二下午三点举

办卫东区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请区纪

委监委机关全体同志参加，单人单桌就

座，佩戴口罩……”

“本周学习重点是《监察法》，请各科

室组织本科室人员学习，3月27日下午

进行考试……”

这是近日平顶山市卫东区纪委监

委机关群里发出的几条通知。该区纪

委监委在做好疫情防控督查和监督执

纪问责业务工作的同时，狠抓学习培

训，确保全区纪检监察干部政治素质不

断增强，监督执纪问责和审查调查等专

业素养明显提升，为推进全区新时代纪

检监察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

人才保障。

卫东区纪委监委结合当前实际，制

订《卫东区纪检监察干部2020年度学习

培训实施方案》，强化全区纪检监察干部

的理论武装和监督执纪问责、审查调查

专业知识的学习，通过“三个一”做好“充

电蓄能”，即开展一轮培训，全面提升能

力素质；坚持一天一学，保证学习时间；

组织一周一考，检验学习效果。目前，已

组织纪检监察干部专题培训班5次，知

识测试8次。 （苗广垒宋艳丽）

本报讯“杨叔，现在残疾补贴和民政

临时救助资金额度都提高了，您知道不？”

“您享受这残疾人补贴是双向补贴，

一个是残疾补贴，另一个是护理补贴，这

个政策您了解不？”

4月2日，三门峡市湖滨区纪委监委

案件管理室的贺佳，来到交口乡交口村

贫困户杨西堂的家里走访，结合贫困户

享受政策实际逐一了解帮扶措施，核实

帮扶成效。

在湖滨区，与贺佳一样下沉到贫困

户家中走访了解的纪检监察干部还有

121名，分别对接全区5个乡（街道）34

个村的122户贫困户。如此大规模的走

访，源于该区纪委监委开展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决胜年行动而开

展的大走访活动。

3月下旬，湖滨区纪委监委为巩固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决战

年行动成果，在全区纪检监察机关启动

“百名纪检监察干部大走访”活动。按照

活动要求，122名纪检监察干部与全区

122户未脱贫户“一对一”联系，“面对

面”走访，“点对点”监督，重点对相关职

能部门及帮扶干部的帮扶责任和帮扶措

施进行再监督、再压实，严查脱贫攻坚工

作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确保122

户贫困户如期高位脱贫。

“所有纪检监察干部每月要深入贫困

户走访两次，主要是了解政策落实、生活

收入、日常生活、扶贫项目、政策宣传以及

问题线索的收集。”负责此次大走访活动

统筹安排的第三监督检查室主任霍涛说。

“要通过拉家常的方式开展大走访；

要区分大走访与帮扶工作的区别，做到

帮忙不添乱；要对群众反映的线索做好

登记上报；入户前要了解走访对象的详

细信息和政策享受情况……”翻开该区

《关于开展纪检监察干部大走访有关事

项的要求和说明》，一条条指导和规范走

访活动的意见，让参与大走访的纪检监

察干部人人心里都有一杆“标准秤”。

“开展大走访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巩

固决战年成果，细化决胜年任务，压实帮

扶责任，督促各级党组织落实扶贫政策，

解决群众难题，确保脱贫攻坚决战决

胜。”湖滨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

主任李志彬表示。 （高武勋）

本报讯“老乡，今年孩子上学方面

有没有困难，上面的帮扶政策是否继续

享受，帮扶人员是否经常到位？”近日，偃

师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走进大口镇草庙

村脱贫户温幸伟的家里进行走访，对落

实“四个不摘”政策情况进行督导。

偃师市在2019年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决战年行动的基础

上，今年继续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专项治理决胜年行动，聚焦解决“两

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强化对脱贫攻坚

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围绕“摘帽不

摘责任”的要求，监督已摘帽贫困村各脱

贫攻坚责任部门的责任落实情况，看是

否标准不降、力度不减；聚焦作风建设，

监督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加大查处和通报曝光力度。

截至目前，开展脱贫攻坚专项督查

5个乡镇20个贫困村，发现疑似问题35

个，建立问题清单，交办有关部门限期整

改到位。 （董柯柯）

本报讯“咱们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是

多少，现已脱贫几户，这些家庭就业状况

如何……”4月7日一上班，清丰县纪委

监委120余名纪检监察干部，就带着调

查问卷分赴全部脱贫的79个建档立卡

贫困村、17个深度贫困村进行走访调

研。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决胜年行动电视电话

会议召开后，该县纪委监委积极贯彻落

实省、市纪委监委部署要求，出台了十条

措施，并列出任务清单、明确责任单位。

十条措施主要包括精准帮扶、带动就业、

防止返贫、拓宽增收致富渠道、扶持带贫

企业、加快扶贫项目建设、发挥驻村第一

书记作用等内容，旨在通过细化量化目

标任务、压实各级责任，推动脱贫攻坚各

项工作落实落地。 （刘云苍）

本报讯“郭某文这起案件，被处分

人主体材料不完整，违纪违法行为表述

不规范，该案被评查为不合格案件

……”3月27日，在范县纪委监委第二

次案件质量评查暨专案分析研讨会上，

案件审理室负责人杨庆锐开门见山、不

留情面，当面对第七纪检监察室办理的

案件“找茬挑刺”。

今年以来，范县纪委监委认真把握

执纪执法新要求，强化纪监干部依规依

纪依法办案意识，严把案件质量“生命

线”，坚持开展案件质量“一月一评查、一

月一通报”大比拼活动，通过晒问题、查

漏洞、补短板，切实提高办案工作能力和

水平，实现执纪办案政治效果、纪法效果

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案件质量评查由纪委监委审理室

牵头，从纪检监察系统抽调业务骨干成

立若干评查小组，按照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

合规“二十四字”方针，从案件实体、程

序、款物等方面“找茬挑刺”，依据评审标

准将案件评为优质案件、合格案件、瑕疵

案件和不合格案件四种类型。同时，专

评小组还对评查发现的优秀案例和文

书组织学习借鉴，对瑕疵案件提出整改

建设、退回补证，对不合格案件退回重新

审查调查，并作为典型案例召开专题会

进行剖析研究。

截至目前，范县纪委监委已开展案

件质量评查会两次，评查案件23件，列

出问题清单21个。（黄守胜张瑞方）

正风反腐 决胜攻坚

4月7日，漯河市源

汇区“阳光漯河”建设专

项巡查组第三组深入大

刘镇大刘村实地核查扶

贫领域相关资料的公开

公示情况。连日来，源

汇区纪委监委、区委巡

察办联合组成6支“阳光

漯河”建设专项巡查组，

巡回该区各个乡镇村

组，对农村扶贫攻坚领

域政策落实情况、资金

使用公开情况、问题线

索清零情况进行专项巡

察。尤亚辉摄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卢艳霞
孟宪敏）日前，汤阴县纪检监察系统启动

了脱贫攻坚决胜年行动督查督战，并实

行台账式管理和半月报告制度，及时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

该县纪委监委组成3个县直督查督

战组和6个乡镇督查督战组，采取随机

走访、个别访谈、开展座谈、查阅资料等

多种方式，面对面听取群众的意见建

议，了解真实情况，解决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充分运用督查取得的第一手资

料，加强问题梳理和情况分析，为工作

决策提供依据。

督查督战紧紧围绕脱贫“四个不

摘”政策落实、资金拨付使用、基础设施

建设等方面，着力发现挤占挪用、层层

截留、虚报冒领、挥霍浪费扶贫资金等

问题；着力发现脱贫攻坚政治责任落实

不到位、工作推动不力等问题；着力发

现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好大喜功、虚假

浮夸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在督

查督战中对发现的问题能够立即解决

的，督促指导立行立改；需要协调解决

的，由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逐一

登记，建立工作台账，协调有关部门研

究解决，并跟踪问效，及时反馈办理结

果；对发现的有关贪污侵占、吃拿卡要、

优亲厚友或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等问

题线索，按照问题线索处置办理程序予

以办理。

清丰县
十条措施压实责任

偃师市精准监督保障“四个不摘”

新县以户看乡察落实

汤阴县督查督战助脱贫

延津县

拧紧复学工作“安全阀”

范县

“找茬挑刺”案件质量大比拼

封丘县

确保爱心款物用到实处

平顶山市卫东区

纪检监察干部“充电蓄能”

方城县
“五看三问”脱贫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