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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水县胡吉镇
“小网格”发挥大作用

孟津县

警示教育常抓不懈

“特殊礼物”坚定脱贫信心

巩义市

体验式学习提高精准履职能力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杨战伟）

“真是太感谢了！我们反映问题的第二

天，住建部门就安排人到公司实地了解情

况，帮我们办理预售许可证，我们更有信

心运营好项目了。”近日，禹州市中农城投

有限公司负责人在电话中向禹州市纪委

监委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禹州市中农城投农产品直批电商综

合物流园项目是该市引进的重点项目，但

是由于多种原因，该项目未办理预售许可

证。该公司负责人向市纪委监委反映情

况后，问题很快得以解决。这是禹州市纪

委监委创优营商环境、提振企业家信心、

服务经济发展的缩影。

去年以来，该市纪委监委以“四个一

百”专项行动为载体，把能够把控的、可以改

善的工作作为重点监督内容，将工作落到实

处；将收集到的或企业反映的问题进行梳理

后归口到各相关职能部门，监督相关职能部

门建立问题台账，明确责任人和解决时限，

做到监督目标具体。去年以来，该市纪委监

委共梳理问题626个，已解决564个，解决

率为90.1%。

该市纪委监委紧盯各相关单位党政

正职，对他们联系服务的企业、项目等进

行跟踪督导，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紧盯重

点企业、重点项目，强化监督影响力，为

大企业、大项目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紧

盯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生态环境、电

力等与企业和项目发展关联度高的单

位，紧抓作风建设“牛鼻子”，做好项目建

设前告知、建设中指导、完工后跟踪服务

“三篇文章”。去年以来，该市纪委监委走

访企业170余家次，召开督办协调会14

次，到相关职能部门督办20多次，转办问

题17个，下发《督办通知》10份，切实解决

了一些企业在发展中的“痛点”“难点”问

题，并督促相关部门完善了服务企业制

度、机制。

今年以来，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发展工作中，该市纪委监委聚焦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整治，紧紧围绕复工复产问

题，督导相关部门认真落实上级政策，使

企业及时复工复产；督导相关部门提高

工作效率，优化流程，切实解决企业在疫

情防控、用工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大限度

减少企业损失。国家实施减免税费政策

后，该市纪委监委及时跟进，走访企业，

了解相关部门是否做到宣传到位、对接

到位、落实到位。自复工复产以来，该市

纪委监委共走访企业46家，对相关部门

进行全面督导。

禹州市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把服务经济发展，跟踪监督各相关部门

落实各级经济发展政策作为监督工作的重

中之重来抓。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马庆
彬）今年以来，邓州市纪委监委为巩固提

升脱贫攻坚成果，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决胜年

行动，做到“监督到户覆盖到人”，同时强

化监督执纪问责力度，深化“四个聚焦”，

为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提供纪律和

作风保障。

聚焦重点难点，助推打好深度贫困

“歼灭战”。紧盯剩余贫困人口，聚焦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聚焦贫困

老年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等特殊贫

困群体，强化对脱贫攻坚政策措施落实

情况的监督检查。

聚焦巩固提升，加强对“四个不摘”

落实情况的监督。围绕“摘帽不摘责任”

的要求，重点监督各乡镇（街、区）党委政

府、脱贫攻坚责任单位工作责任落实情

况，看是否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围绕“摘

帽不摘政策”的要求，重点监督脱贫户在

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应享受的基本行

业政策实施连贯性，看脱贫措施是否有

效果、可持续；围绕“摘帽不摘帮扶”的要

求，重点监督帮扶关系保持情况，看是否

做到帮扶队伍不撤、驻村时间不减；围绕

“摘帽不摘监管”的要求，重点监督对责

任落实、精准帮扶和项目资金管理等的

监管情况，看是否监管有力、保障到位。

聚焦作风建设，以作风攻坚促脱贫

攻坚。切实解决脱贫攻坚工作中“慵懒

散虚假浮”等突出问题，加强扶贫领域作

风建设，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营造为民服务、担当实干、清正廉洁的良

好氛围，推动各级扶贫干部心无旁骛投

入到脱贫攻坚工作中。

聚焦“小微”腐败，深挖扶贫领域的

腐败问题。针对脱贫攻坚中贪污、侵占、

截留、挪用扶贫资金以及吃拿卡要、优亲

厚友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等违纪违法问

题，运用信访受理、深入群众走访等方式

排查，对发现的问题线索及时移交、查

处，依规依纪严肃问责。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杨帅
锋 彭光勇）“案例真实发人深思！鞭策

教育极具警示！今后我一定要做到自

重、自省、自警、自励，筑牢拒腐防变的思

想防线。”4月10日，孟津县纪委监委派

驻县住建局纪检监察组组织住建系统

各部门负责人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在观

看了警示片《隐蔽的贪欲》后，一位部门

负责人在发言中说。

近年来，孟津县住建局把警示教育

当作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采取形式多

样的方式开展警示教育，说案明纪、以案

示纪，不断增强警示教育的针对性、实效

性和震慑力。在警示教育活动结束后，

组织党员干部撰写心得体会，开展讲感

触谈警示、专题讨论等，将警示教育的效

果延伸到各个单位各个部门、落实到每

位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当中，最大限度

地实现警示教育的效果。

“知敬畏方能存戒惧、守底线。我

们就是要通过持续开展警示教育，让警

示教育触及党员干部灵魂深处，增强震

慑作用，真正让党的纪律和规矩成为基

层的硬约束、硬要求、硬规范，大力营造

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该县纪委监

委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 今年以来，周口市川汇区

纪委监委注重运用巡察结果，打通服

务群众“最后一米”，有效增强了群众

的获得感。

区委第四轮村居巡察发现基层党

组织服务群众缺少平台、力量薄弱，联

系群众不到位等问题，对这些问题进

行梳理归类、靶向治疗，积极做好巡察

“后半篇文章”。区纪委监委和区委组

织部牵头，在社区和居民小区建立“党

群议事会”，搭建工作平台，增强工作

力量。目前，全区已建立小区党群议

事会432个、党支部294个，选出楼栋

长 858名、单元长 2500名，实行网格

化管理。他们在小区物业、家政服务、

疫情防控等方面及时为群众解难纾困，

实现了服务群众“零距离”，强化了巡察

整改效果。（高明富卢国良董大刚）

本报讯 为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持续锤炼党性、

改变惯性、治理惰性，进一步激励广大

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灵宝市从4月开

始，集中6个月的时间开展“新衙门作

风”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专

项整治。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范围是全市各

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群团组织，特

别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密

切相关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工作

（项目）、重点部门等，针对“麻木不仁型”

“打太极型”“泥菩萨型”等六方面表现的

干部进行坚决整治。 （李均友）

本报讯近日，封丘县黄陵镇纪委突出

监督重点，以强有力的监督压紧压实脱贫

攻坚责任，推进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

作全面开展。

该镇纪委成立脱贫攻坚专项监督检

查工作领导小组，采取明察暗访、实地查

看、调阅资料的 方式，深入全镇 30 个行

政村全面开展监督检查，聚焦脱贫攻坚责

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问题整改等

重点内容，切实推动脱贫攻坚工作落实落

细。 监督检查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实行

“一天一检查，一周一小结，一月一汇总”

“三个一”工作机制，着力发现问题、推动

整改。 （蒿景见夏建伟）

本报讯 为护航脱贫攻坚，近段时间

以来，商水县胡吉镇纪委在全镇开展了

“小网格、大走访、全覆盖”活动。

该镇纪委将全镇77户未脱贫户分成

8个“小网格”，实行挂图作战、网格化管

理，由县乡两级8名纪检监察干部任网格

员，镇纪委书记任网格长。每周8名网格

员都要到自己所分包的网格区域内开展

一次大走访，紧盯未脱贫户的脱贫计划落

实，同时广泛开展“两看一查”。“两看”就

是看扶贫政策落实情况、看责任落实情

况，“一查”就是查作风纪律情况。

目前，全镇通过“小网格、大走访、全覆

盖”活动的开展，共发现问题16条，已全部

交办整改，查处通报乡村干部4人次，促进

了全镇干部作风真改实转。 （何志威）

禹州市在创优营商环境上持续发力

邓州市深化“四个聚焦”巩固提升脱贫成果

封丘县黄陵镇
压紧压实监督责任

周口市川汇区

运用巡察结果为群众解难纾困

灵宝市

专项整治“新衙门作风”

“亲爱的爸爸，这几年来，在国家对

我们的帮助下，我们的生活变得不再那

么紧张。所以，我要感谢国家，是国家让

我们走出贫困之路。我相信，只要你有

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就一定能摆脱困难

的生活。”

4月12日，我和同事到台前县打渔陈

镇刘街村开展纪检监察干部大走访活动，

刚走进贫困户刘进辉的家中，屋内墙壁上

张贴的一封信便吸引住了我们。

书信的旁边还有一幅以“扶贫攻坚”

为主题的画，并配文“让农村的孩子走出

农村”。字体虽稚嫩，但字里行间都充满

了感恩，透出一股奋发向上的力量，令人

为之一振。刘进辉告诉我们，这是女儿刘

文艺送给自己的一份“特殊礼物”，每天看

着它，感觉浑身都有了力量，对脱贫充满

了信心。

一个10岁的孩子，为何能发出如此

心声？

交谈中得知，这是一个贫困的四口之

家。小文艺的妈妈在她不到一周岁的时

候便和爸爸离了婚，自幼失去母爱的小文

艺，一直跟着爷爷奶奶和爸爸生活。爷爷

奶奶年事已高，且患有长期慢性病。刘进

辉平日里既当爹又当妈，还要伺候两位老

人，整个家庭的开支只能靠他在附近干点

零活来维系，微薄的收入根本不能满足小

文艺的成长教育需要和两位老人日常看

病吃药的花费，很快这个家庭就戴上了贫

困的“帽子”。

年幼的小文艺见证了这些艰难的苦

日子，贫困便在她的心中扎下了根，成了

她心头一团消散不去的乌云。

近年来，脱贫攻坚的春风吹进了这个

贫困的家庭。在党的政策惠及下，小文艺

的教育有了保障，患病的爷爷奶奶不再为

看病花钱犯愁，刘进辉每个月还多了一份

公益性岗位收入，再加上每年的到户增

收、光伏扶贫等项目，他们的生活有了很

大起色。眼看着家中的日子越来越好，小

文艺心中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她化感

恩为动力，除了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

变家庭旧貌、回报国家外，还不忘鼓励父

亲坚定摆脱贫困的信心。

“有什么困难及时告诉我们，好好

学习，安心追求自己的理想吧！祝你梦

想成真。”看着眼前这个既天真又勇毅

的小女孩，临走前我禁不住对她鼓舞

道。

脱贫攻坚以来，党的好政策落实到千

家万户，就像一股春风吹进了众多贫困家

庭，在带去物质帮助的同时，更多的是给

了他们一种摆脱阴影、找到努力方向、为

理想而奋斗的勇气，而这种勇气作为脱贫

过程中的内生动力，激励着千万个“小文

艺”家庭不断前行。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走出小文艺的

家，我不禁想，一名年幼的孩子能发自内

心地对国家感恩，能立下摆脱穷困的志

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种超脱于物质

之外的更加喜人的脱贫成效。

4月17日，孟州市纪检监察干部在城伯镇岳师村走访贫困户。近日，孟州市纪委监委开展扶贫大走访活动，组织纪检监

察干部走村入户，摸排问题线索，核查各项扶贫政策落实情况，让群众感受到正风反腐就在身边。 韩琪摄

本报讯“大爷，最近身体咋样？您对

驻村帮扶工作满不满意？”

“大娘，您每月在村里带贫企业务工

的收入都按时发到手了吗？”

连日来，在长葛市各镇村（居）、农村

敬老院、扶贫车间、贫困户家中到处都有

纪检监察干部走访忙碌的身影。这是长

葛市纪委监委启动脱贫攻坚纪检监察干

部大走访活动后，228名纪检监察干部对

全市65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1479人进行

全覆盖走访的一幕幕真实写照。

此次大走访活动以该市纪委监委班

子成员包镇，各室（部、中心）、派驻纪检

监察组及巡察机构包村，纪检监察干部

包户到人的办法，聚焦贫困人口“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四个不摘”政策落实

情况、帮扶责任部门及帮扶责任人工作

落实情况、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等重点方面，着力发现和解决脱

贫攻坚中存在的问题，以精准监督保障

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在每周二的全市扶贫日，纪检监察

干部们对分包贫困户进行逐家逐户走访

座谈，了解贫困户的现状和需求，对帮扶

责任人工作情况和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督

查，征求对镇村脱贫攻坚工作的建议，并

详细记录在随身携带的《工作日志》上，

能够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一时解决不

了的要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并建立走访

工作，明确解决时限。

自大走访活动开展以来，共收集各类

问题诉求10条，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及办理

实事1件，征求意见建议3条。（杨青闫晗）

本报讯 为切实提高各纪检监察室

精准履职能力，近日，巩义市纪委监委

组织纪检监察室一线办案人员，前往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体验式”学习，

全过程参与招投标流程。

学习人员一行按照招投标流程先

后到专家抽取室、开标室、质询室等业

务科室，详细了解招投标具体流程和注

意事项；并召开学习交流会，分析了

2018年以来交易中心的招投标情况和

招投标工作领域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

对办理招投标类案件过程中的疑惑与

交易中心专家进行了深入探讨。

此次学习活动，由说教式向体验

式转变，让学习更加灵活有效，深入

人心，有效提高了各纪检监察室精准

履职的能力，助推纪检监察高质量发

展。 （张凌云）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杨艳
军）“看到昔日的同事走上审判庭、被关

进牢房，痛哭流涕地忏悔，我思想上受

到了触动、精神上得到了洗礼。在今后

的工作和生活中，我要更加严格要求自

己。”近日，在观看以案促改警示教育片

《警钟》后，安阳市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副局长程玉国说。

为加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深入开

展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安阳市龙安区纪

委监委以安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龙安

区质监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宋伟，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反廉洁纪律、

违反生活纪律、犯挪用公款罪为案例，

组织拍摄了以案促改警示教育片《警

钟》，在区纪委四届五次全会会场为全

区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首映播放，同

时下发通知，组织全区11个乡镇（街道）

和 79 个区直单位开展观看学习活

动。截至4月20日，全区共有3600余

名党员干部观看学习了影片，撰写心得

体会和观后感210余篇。

4月20日，濮阳市华龙

区纪检监察干部在指导辖区

黄河路街道办事处谢庄村村

务监督委员会更新“三务”公

开栏内容。华龙区纪委监委

紧盯村“三务”公开规范化工

作，组织纪检监察干部深入

辖区各个村居，督促其用好

传统公开栏与信息化监督系

统，及时做好内容更新工

作。 李惠娥陈广俊摄

安阳市龙安区

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

长葛市 全覆盖走访贫困户

4月17日，开封市纪委监委监督检查组

在祥符区陈留镇十里铺村委冯庄自然村贫困

户陈宗训家中了解扶贫政策落实情况。近

日，开封市纪委监委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脱贫

攻坚专项监督检查，帮助基层发现扶贫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 耿凤忠摄

□丁霞

纪检人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