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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风反腐 决胜攻坚

平舆县
监督到户覆盖到人

安阳县

量化评估提升巡察整改质效

登封市

培训新进村级廉情监督员

伊川县

巡察利剑再“出鞘”

本报讯“质效评估机制督促我们村

党支部全力以赴做好巡察整改工作，来

不得半点敷衍马虎。在整改好巡察反

馈问题同时，还要着力为群众多办实事

好事。”近日，安阳县吕村镇东吕村党支

部书记宋必魁向县委第二质效评估组

组长张文奎作出“承诺”。

为全面准确评价被巡察村（社区）

党组织整改落实情况，提升巡察整改工

作质量，安阳县近日制定出台《巡察村

（社区）整改工作质效评估办法》，将乡

镇党委整改党组织责任落实和村（社

区）整改任务落实情况纳入重点考核范

围，内容涵盖乡镇党委专题研究部署整

改工作、问题线索处置、巡察村（社区）

制订整改方案等八个方面。要求乡镇

党委从第一轮至第五轮巡察村（社区）

中各推荐1个村，质效评估组从中各随

机抽取1个村，每乡镇共确定6个村参

与质效评估。6个巡察村（社区）整改任

务落实平均得分为被巡察村（社区）整

改任务落实分数，与乡镇党委主体责任

落实分数相加后，构成该乡镇党委总

分。对得分排名在前3名且不低于90

分的乡镇党委和排名在前18名且得分

不低于55分的被巡察村（社区）党组织，

给予通报表扬；对整改主体责任落实不

到位的乡镇党委、整改任务落实不到位

的村（社区）党组织，视情节依规依纪进

行严肃处理。 （侯晨光石道尊）

本报讯“村组干部言行作为关系着

群众的切身利益，他们既然签订了承诺

书，摁下了红手印，就得把老百姓的利

益放在首位，规规矩矩的做，实实在在

的干。咱廉情监督员就得负起责任，敢

监督、真监督。”4月10日，登封市东华

镇刘庄村特邀村级廉情监督员王志坤

在该市2020年新增特邀村级廉情监督

员业务培训班上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和

做法。

为夯实特邀村级廉情监督员监督

责任，登封市运用“四评一谈一推出”工

作机制，依据评价结果，该市对2019年

度评价工作排位倒数第2名、倒数第3

名的纪（工）委和监察办公室负责人进

行约谈；对排位倒数第1名党工委书记

进行约谈、纪工委和监察办公室负责人

进行诫勉谈话；对年度总分值排位靠后

的刘某等25名特邀村级廉情监督员予

以辞退。

为做好工作衔接，4月10日，登封

市纪委监委采取以会代训形式对新进

的25名村级廉情监督员进行初任培训，

并邀请部分优秀村级廉情监督员现场

说法，给新进入廉情监督员队伍的同志

“传经送宝”。 （张雅清）

本报讯“2020年巡察工作既要围

绕‘全覆盖’在‘量’上下功夫，确保做深

做实做细；更要围绕‘高质量’在‘质’上

做文章，确保提速提质提效。”近日，伊

川县委书记李新红在2019年度巡察工

作总结表彰暨2020年度首轮巡察工作

动员大会上说。

2019年，伊川县坚持把巡察工作作

为净化基层政治生态的重要抓手，与经

济社会发展统筹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落

实，不断深化政治巡察，创新方式方法，

推进巡察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全

年共巡察县直单位党组织16个、村级党

组织205个，通过深化责任追究、严肃监

督问责，基层党风政风持续好转，有力推

动乡村振兴战略高质量实施。

该县把2020年作为巡察质量、干部

素质“双提升年”，紧紧围绕巡察高质量、

全覆盖工作目标，在深化政治巡察、精准

发现问题、加强成果运用、锻造巡察铁军

上持续发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日前，该县已全面启动首轮对44个

村级党组织进行巡察。（张利涛常昊宗）

本报讯今年以来，郸城县纪委监委

驻县财政局纪检监察组以履行专责监

督职能为总抓手，进一步谋划具体措

施，擦亮监督探头，营造监督氛围。

把准职责定位，强化派驻权威。以

履行专责监督为总抓手，积极探索推行

“五清单一平台”监督机制，建立健全主

体清单、对象清单、内容清单、方法清

单、问责考核清单等五张监督清单，实

行清单化管理，常态化监督。擦亮监督

探头，履行监督职能。深入被监督单位

开展监督检查，同时对监督单位的扶贫

工作、扫黑除恶工作，整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

反馈单位党组，要求立即整改。注重抓

早抓小，正风肃纪常态化。坚持抓早抓

小、防微杜渐，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

成为常态，今年以来已开展谈心谈话15

余人次。 (张翔杨馥光）

近日，偃师市纪委监委将邙岭花木交易市场建设列入民生实事督查重点，对花木交易市

场的筹建重点环节进行督导，图为纪检监察干部在邙岭花木种植基地走访群众。牛光卫摄

本报讯 针对基层纪检监察组织聚焦

主业主责不够、基层纪检信访矛盾突出以

及纪检监察力量薄弱、业务水平不高等难

点，今年以来，汝州市纪委监委探索建立

了纪检监察协作区统一领导、统一管理、

统一协作、统一督查“四个统一”工作机

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截至

3月底，各协作区共立案24起，处分26

人，推动化解信访举报突出问题14起。

统一领导。制定《汝州市纪检监察工

作协作区实施办法》，将全市21个乡镇

（街道）纪（工）委和18个派驻纪检监察组

划分为7个纪检监察工作协作区（以下简

称“协作区”），由纪委常委（监委委员）兼

任协作区主任，在市纪委常委会领导下开

展工作；协作区内案件核查、信访举报突

出问题化解等工作实行统一协调，问题线

索交叉办理，集中力量推动解决，着力构

建协作有力、上下联动、运转高效的工作

机制。统一管理。协作区各项工作业务

受市纪委监委机关各部室领导，保障必要

的办公场所和工作经费，对区域内的问题

线索、案件核查、突出信访问题、工作力量

等实行统一管理调配，形成全面监督合

力。统一协作。采取协同办案、异地交叉

办案、以上带下、以老带新、以案代训、业

务培训、人才培养等多种方式，把协作区

打造成理论学习的平台、业务培训的平

台、监督检查的平台、疑难复杂信访件集

体会商的平台、合作办案的平台，切实提

升监督执纪和审查调查工作质效。统一

督查。重点对乡镇（街道）纪（工）委、派驻

纪检监察组履职情况，完成市纪委监委交

办任务情况、承担的案件查办情况、协助

推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等进行检查督促，

实行量化考核，压实工作责任。

此项机制在不改变现行行政体制和人

员编制的情况下，由市纪委监委根据工作需

要统一调配整合协作区的纪检监察力量，对

有限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聚指成拳，形成

合力，实行日常监督、问题线索办理、信访稳

定、以案促改、廉政教育等方面协同作战，打

破了原有各乡镇（街道）纪（工）委、派驻纪检

监察组独耕“一亩三分地”和“各扫门前雪”

的瓶颈，破解了市纪委监委监督执纪、审查

调查工作与乡镇（街道）、派驻纪检监察组协

同贯通不足的问题。

汝州市纪委监委第四、第五协作区以

协作区建设为抓手，探索对乡镇（街道）和

市直委局的全面监督和日常监督：对协作

区内村（社区）“两委”干部的任职履历、工

作业绩、家庭情况、信访举报查处情况及

权力运行廉政风险点等建立数据库，使监

督对象和方向更加清晰；全面摸排统计协

作区内重复信访、查处诬告陷害行为信访

等情况，分类处置，专项整治，使监督有抓

手、可操作；建立协作区纪检监察干部人

员信息数据库，组织开展协作区纪检监察

干部业务知识大学习、大讨论、大考试。

截至目前，第四、第五协作区已完成

村（社区）“两委”干部及协作区纪检监察

干部数据库建设，制作完成11项培训资

料，梳理重复信访17条、查处诬告陷害信

访1条。 （王延涛陈亚楠）

连日来，新乡市凤泉区纪委监委成立6个督导组深入基层开展专项督导，督促职能部门精准对接，确保各项扶贫政策落实到位。图

为近日，凤泉区纪委监委督导组在一家扶贫超市查看超市运营情况，为打通产业扶贫销路提供纪律保障。 童玉举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郑鹤
凌）“作为单位一把手，帮扶责任人责任

落实不到位，你知道吗？平时你安排部

署过相关工作吗？”4月8日，叶县扶贫单

位责任落实不力问题约谈会再次召开，

县发改委等3家单位负责人就帮扶责任

人责任落实不到位情况接受约谈。约谈

直面问题，辣味十足。

像这样的约谈会，已经不是第一次

了。3月26日，叶县扶贫单位责任落实

不力问题约谈会上，就对县税务局等10

家单位负责人进行过约谈。

今年以来，叶县按照中央和省市关

于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要

求，以开展脱贫攻坚“六个清零”行动为

抓手，全面排查，扎实整改，但也还存在

一些问题。约谈会上，各被约谈单位就

抓好问题整改逐一作了表态发言。

“约谈常态化，是提醒也是底线，目

的在于解决问题。”约谈会上，叶县县委

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宋宏洲

说，约谈是对全县各级、各部门、各驻村

工作队的警醒和提示，不断巩固和提升

脱贫攻坚成果。

为助力脱贫攻坚，保障决战决胜，

叶县纪委监委坚持脱贫攻坚约谈常态

化。约谈坚持问题导向，对症下药，要

求被约谈单位压紧压实责任，进一步改

进作风，创新工作方式，坚持不懈抓好

问题整改；同时对于不整改、整改慢、作

风不实者，坚决按照相关规定严肃追责

问责。严把脱贫标准，提高脱贫质量，

确保脱贫攻坚不走样、不变形，实现真

脱贫、脱真贫。

据悉，今年以来，叶县纪委监委6

个精准扶贫督查组对全县 18 个乡

（镇、街道）开展精准扶贫督查，共发出

督查通报 8期，交办脱贫攻坚集中排

查整改问题交办函101起，对脱贫工

作落实不力、作风不实的乡镇、干部进

行点名通报。同时，对脱贫攻坚工作

履职不力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启动问

责程序，通报批评38人，警示约谈43

人，诫勉谈话6人。

本报讯 为切实转变全县纪检监察

干部工作作风，将全县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决战年行动提出的

纪委书记“遍访督查”和纪检监察干部

“大走访”活动走深走实，近日，柘城县

纪委监委出台每周五“固定走访日”制

度，对“大走访”时间进行“固化”，让“大

走访”“走”出成效。

为确保“监督到户覆盖到人”，该县

纪委监委把有脱贫攻坚任务的20个乡镇

442个行政村、未脱贫的1680户贫困户

4181人作为重点对象，将其“肢解”到25

个室（部、中心）、12个派驻纪检监察组及

巡察机构137名纪检监察干部头上，要

求纪检监察干部每周五下沉农村一线，

到每一个贫困户、每一名贫困人员家中

实地走访，了解每一户、每一人的具体情

况，着力解决好一批群众“最急、最难、最

盼”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以实实在在

的为民办事成效让群众感受到“大走访”

活动带来的新变化。 （李怀华）

本报讯“您好，大娘，咱们家里几

口人啊？都享受了哪些扶贫政策？该

享受的都落实了吗？”近日，平舆县纪

委监委在抓好疫情防控监督工作的同

时，积极组织全体纪检监察干部开展

决胜年行动“监督到户覆盖到人”督导

走访工作。

本次督导走访的范围覆盖全县所

有乡镇及行政村，突出“三个聚焦”，着

力发现三个方面的问题。聚焦未脱贫

人口，助推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重

点加强对有未脱贫人口的19个乡镇

（街道）及其所属206个农业行政村脱

贫攻坚绩效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党

委政府、职能部门履职尽责、攻坚克

难；聚焦“四个不摘”，督促相关职能部

门深化“四个不摘”落实不力问题专项

整治，建立完善稳定脱贫、防止返贫的

长效机制，确保脱贫攻坚质量更高、成

色更足；聚焦作风建设，保持高压态

势，对贪污侵占、吃拿卡要、优亲厚友

的从严查处，对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

的严肃问责，坚决整治形象工程、面子

工程，文山会海、过度留痕等问题，切

实减轻基层负担，把干部干事创业的

手脚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桎梏中

解脱出来。同时，以开展大走访活动

为载体，扎实开展扶贫领域信访问题

化解攻坚行动，确保损害群众利益的

行为有人管、影响扶贫政策落实的事

情有人问。 （胡晓朱静静）

汝州市探索建立协作区“四个统一”工作机制

下好协作“一盘棋”破解基层监督难题

本报讯 去年以来，商水县胡吉镇

纪委周密安排、多措并举，破解了贫困

户危房改造难题。

在危房改造申报开始前，胡吉镇

纪委选取本镇和本县查处的危房改造

案例，召开以案促改动员大会，给全镇

党员干部敲警钟、早提醒。镇纪委组

织人员对危房改造工作的申报、建设、

验收全程参与监督，确保工作各个环

节合规合法，不留隐患。

危房改造工作结束后，镇纪委派

人与镇城建所人员逐户走访，了解群

众对危房改造的满意度，并要求所有

改造项目公开公示，确保危房改造工

作落到实处，群众得到实惠。

通过以上措施，胡吉镇 2019 年

106户危房改造工作圆满完成，未出现

一起群众上访事件。 （何志威）

叶县 脱贫攻坚约谈常态化

本报讯“要筛选一批扶贫领域违纪

违法典型案例，集中开展以案促改，深度

剖析查找背后潜藏的问题，从体制机制

上补齐短板、从警示教育上固本培元，推

动脱贫攻坚政策措施落到实处……”4月

8日，在舞阳县纪检监察机关2020年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决胜年

行动工作推进会上，该县县委常委、县

纪委书记、县监委代主任闫沛的话语掷

地有声。

去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紧紧围绕

脱贫攻坚中心任务，在案件查处、完善

制度、警示教育方面上不断推陈出新，

灵活运用三个“1+1”模式推动以案促改

往深里抓、往实处做，推动扶贫领域作

风建设持续向好。

坚持“查处+曝光”，强化“不敢

腐”。该县坚持县、乡两级纪委“监督到

户、覆盖到人”，从严从重查处贪污侵

占、吃拿卡要、优亲厚友等扶贫领域违

纪违法行为。2019以来，共查处脱贫攻

坚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线索

136起，党纪政务处分85人，形成了有

力震慑。通过印发通报、“清风舞阳”微

信公众号等载体，在全县公开曝光典型

案例6期18人。

坚持“剖析+整改”，推动“不能

腐”。坚持一案一剖析、一案一整改，

督促发案乡镇、单位党组织深刻剖析

根源，查找漏洞，细化量化整改内容，

明确整改目标和完成期限。成立专门

督导组，对全县14个乡镇、89个县直

单位扶贫领域以案促改工作开展情况

逐项对照检查，对工作不重视、推进不

力、问题整改不及时的，严肃追责问

责。

坚持“教育+培训”，促进“不想

腐”。坚持警示预防在先，抓好基层干

部培训。组织纪检监察、财政、审计、扶

贫等单位人员成立6个宣讲组，深入各

乡镇、各单位开展脱贫攻坚典型宣传和

案例警示教育等65场次，教育党员干部

1.2万多人次。在全县组织开展了“阳光

村务逐乡行”巡回专题教育活动，培训

乡村干部2300多人次，指导基层党员干

部科学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引导

村务监督委员会有效履职尽责。

（龚洋浩韦立群）

商水县胡吉镇
破解危房改造难题

柘城县 出台“固定走访日”制度

郸城县

擦亮监督探头 强化日常监督
舞阳县 三个“1+1”抓实扶贫领域以案促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