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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讲政治、顾大局，做一名忠

诚可靠的人社干部；重实干、有作为，做

一名争光出彩的人社干部；懂规矩、守纪

律，做一名清正廉洁的人社干部……”近

日，在新密市人社系统中层干部履职谈

话会上，新密市纪委监委驻市委组织部

纪检监察组组长武爱玲向即将走向中层

岗位的9名同志作任前集体谈话。

新密市纪委监委将监督关口前移，

通过任前廉政谈话、廉政考试等形式，为

新任领导干部履新拧紧廉政勤政“发

条”，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干部选

拔任用全过程。根据岗位特点还制定谈

话提纲，指出廉政风险点，做到把岗位责

任讲清、纪律规矩讲清、履职要求讲清，

突出廉政谈话的针对性。（王建坡）

本报讯“谢谢县纪委监委的同志

们，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每户及时拿到

了十万元无息贷款，缓解了资金困难。”6

月8日，以李娟、马瑾为代表的新创业人

员向商水县纪委监委驻县人社局纪检监

察组组长杨长平表示感谢时说。

近日，该纪检监察组把稳就业作为监

督的重中之重，以实施创业担保贷款支持

创业就业为契机，积极发挥监督职能，全

程介入扶贫小额贷款工作，及时查处申请

小额贷款过程中存在的“吃拿卡要”问题，

严格按照时间节点为商户落实贷款优惠

政策，加大对返乡创业农民工、农村自主

创业农民的支持力度。 （安保新）

本报讯“新建村贫困户王某家生活

环境差，鸡鸭散放。”“邱湾村贫困户李

某某家危改住房有漏水迹象。”……打

开手机，点击商城县“阳光村务”监督平

台“决胜年行动”模块，纪检监察干部在

脱贫攻坚专项督查中所发现的问题

“晒”出来一目了然，同时抓好抓细问题

“筛”查整改落实情况，确保问题清零。

4月份以来，商城县纪委监委在“阳

光村务”监督平台新增“决胜年行动”模

块，纪检监察干部将走访督查中发现的

问题及时上传到“阳光村务”后台。同

时，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全程动

态监督，对走访督查中发现的扶贫政策落

实和干部作风问题办理情况全程监督，切

实做到科学处置、逐一清零。（周黎明）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甘
霖 翟彦冬）“排查住建系统人员是否存

在违规行为，应从项目的审查、档案资

料、质量控制等关键环节着手……”近

日，内黄县纪委监委派驻县住建局纪检

监察组全体人员听取了县住建局副局长

焦红伟的授课。

去年以来，内黄县纪委监委派驻机

构牢牢把握监督首要职责，积极探索开

展“体验式”监督的方式方法。通过让

被监督对象给监督者授课，亲身感受精

准监督单位的行业特点，熟悉权力运

行、内部管理情况，掌握具体业务推进

流程、衔接运作中的风险点及薄弱环

节，切实增强派驻监督质量和效率，助

推被监督单位提高工作效率。

本报讯为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

氛围，近日，南召县纪委监委向全县纪检

监察干部发起了净化“朋友圈”倡议活动。

倡议活动对如何净化“朋友圈”作出

了详细的解读：首先，自觉净化“朋友圈”

要端正交往的动机，解决好“为什么交

往”的问题；其次，要慎重选择交往的对

象，解决好“和什么人交往”的问题；第

三，要坚持正确的交往方式，解决好“怎

么交往”的问题。 （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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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

“传帮带”助推干部能力提升

商水县

精准监督为创业者排忧解难

新密市

任前谈话拧紧纪律“发条”

商城县

走访督查问题“晒”“筛”抓落实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基层纪检监

察干部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养，近日，

登封市纪委监委组织开展了专题业务

培训，培训对象共有75名，其中刚从事

纪检监察工作的新同志有23名。

培训的主讲由该市纪委监委部分

室（部）的主任及业务骨干担任，结合自

己的工作经验，围绕十九大后纪检监察

干部新定位、贯通运用监督执纪“四种

形态”等课题，对基层信访举报处置、初

核谈话的方法与技巧等进行指导，具有

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白朝鹏霍峰)

本报讯“今年小麦收成如何？”“农

机调配情况怎么样？”“秸秆禁烧工作是

否到位？”近日，开封市纪检监察干部深

入田间地头，督导检查农业生产、秸秆禁

烧及扬尘防控等工作，要求相关部门全

力以赴，强化服务，切实抓好“三夏”生产

工作。

“秸秆粉碎还田不仅保护环境,还能

给田地增加肥力，我愿意响应政府号召，

秸秆还田、变废为宝。”6月3日，当兰考

县纪委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主任赵大鹏

听到孟寨乡憨寺村农机手段广成说出秸

秆还田的好处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

容。连日来，兰考县纪委监委6个监督

检查室深入全县16个乡镇，对秸秆禁烧

宣传、扬尘防控以及值班人员在岗情况

等进行全面督导，对于检查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现场交办，要求限期整改到位。

麦收防火无小事，自5月28日起，

该市禹王台区南郊乡纪委、汪屯乡纪委

开始对秸秆禁烧监控点值班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每到一处，督导组都要求值班

人员严肃工作纪律，实行24小时值班工

作制度，在分管辖区内不间断巡逻，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上报，确保辖区内“不着一

把火，不冒一处烟”。

“通报：6月3日，蔡庄镇高庙寨村、

大新庄村发生两起秸秆焚烧事件，经镇

党委研究，决定对大新庄村党支部书记

陈某某扣发3个月绩效工资……”尉氏

县蔡庄镇纪委围绕“三夏”秸秆禁烧工

作，开展“四严查”工作，即对镇村干部在

岗在位、灭火器材配备、各村固定岗和流

动哨结合情况及麦田环境进行督导检

查，对相关责任人履职不力的，严肃追究

问责。

开封市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三

夏”期间，开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

本职，持续做好监督工作，确保农民朋友

安全度夏，小麦颗粒归仓。（刘淑婷）

本报讯“老乡，今年的麦子收成咋

样？在麦子收割过程中进展顺利吗？夏

收中有遇到啥实际困难吗？”

“咱们的秸秆怎么处理的？有没有

人违反规定私自焚烧秸秆？”

近日，长葛市纪委监委派驻第十

四纪检监察组会同驻在单位市农业农

村局聚焦“三夏”生产安全，采取“线

上+线下”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对夏收

进展情况、禁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督查中，纪检监察干部走进镇（办）

村居、田间地头实地走访了解夏收进展

情况，跟进解决群众在夏收工作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同时，对市农业农村局

“蓝天卫士”监控平台运行情况、人员值

班情况进行检查，要求严格落实24小时

值班制度，有效利用分布在全市的156

个摄像头，及时发现秸秆焚烧情况，确保

禁烧预警防控无缝隙，职责落实无盲

点。对于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责任落实

不到位、工作开展不力、措施不实等影响

“三夏”生产安全的行为，当场向职能部

门反馈并督促其及时整改。（闫晗）

本报讯“你们粮库已腾仓多少平

方米？准备了多少条麻袋？收购夏粮

的资金是否准备到位？”

“排队过磅的时候，人和人要保持

一定距离，一定要戴口罩。”

6月8日，商丘市梁园区纪检监察

干部深入该区水池铺乡粮管站，向该站

负责人详细了解夏粮收购准备情况。

这是梁园区纪委监委开展夏粮收

购专项督查的一幕。

为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连日

来，梁园区纪委监委充分发挥监督服务

保障作用，在靠前监督、跟进监督、精准

监督、有效监督上下功夫，确保农民的

夏粮“卖得出”“卖得好”。

为确保全区夏粮收购监督工作全

覆盖、无死角，该区纪委监委抽调人员

专门成立了两个夏粮收购督查组，每个

督查组明确一名纪委常委带队，每天与

派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工信局纪检

组工作人员一起，深入8个乡镇的夏粮收

购站进行巡回式督查。督促各粮食收购

站张贴《售粮安全警示公告》《关于防止

向农民打白条的公告》《结算须知》等，做

到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品上台，让农

民卖“明白粮”“放心粮”。在各收购站公

布监督举报电话，并派专人24小时在线

接听、受理群众举报。 （陈臣）

本报讯“三夏”工作和秸秆禁烧工

作开展以来，汝南县纪委监委认真履行

执纪监督职责，紧绷夏粮安全这根弦，督

促相关部门全力组织农业生产，严肃工

作纪律，强化监督检查，加大责任追究力

度，以强监督促强落实，确保“三夏”和禁

烧工作圆满完成，为夏粮安全生产提供

坚强纪律保障。

该县纪委监委成立“三夏”工作检

查小组，对全县“三夏”工作以及秸秆禁

烧情况进行全面监督检查。主要督查干

部在岗在位情况，查看秸秆禁烧驻村工

作人员和村干部是否严格执行吃住在

村、是否24小时在岗在位；督促各乡镇

（街道）通过广播、公告等形式广泛宣传

火灾知识；督查抢收、抢耕、抢种和禁烧

工作落实情况，查看各村组织机械抢收

进度、旋耕土地进度、抢种进度。另外，

检查组通过明察暗访等形式，查看是否

有违反工作纪律情况、是否存在工作日

饮酒等问题。对于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严令限时整改。（胡晓朱媛媛）

“三夏”期间，襄城县纪委监委成立“三夏”生产和秸秆禁烧督导组，深入各乡镇开展监

督检查，全力服务“三夏”生产。 魏永涛摄

护航“三夏”

商丘市梁园区

确保夏粮“卖得出”“卖得好”

汝南县

筑牢安全生产“防护墙”

长葛市

“线上+线下”织密监督网

本报讯“是否按要求落实脱贫攻坚

各项决策部署？入村帮扶干部是否制定

帮扶计划走访到位？如何及时帮助贫困

户解决好当前遇到的困难？”近日，周口市

淮阳区纪委监委第一派驻纪检监察组对

齐老乡大崔村进行了突击检查。

日前，该区纪委监委提前谋划，结合

实际制订详细督查方案，对全区52个驻

村单位落实脱贫攻坚各项决策部署情况

开展全覆盖突击督查，用精准监督护航精

准脱贫，保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该区纪委监委通过座谈交流、查阅

资料、实地检查、走访了解、个别谈话、

征求意见、受理举报等方式深入查找问

题，对被监督单位驻村工作队、扶贫村

第一书记进行突击监督检查，做到逐一

检查，无死角、无漏洞、无空白、全覆盖。

对突击监督检查中发现的涉及脱贫攻坚

责任落实不到位、作风不严不实，以及违

纪违法问题，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

同时，每次突击监督检查情况以适当方式

向被监督单位反馈，督促限期整改，推动

工作落实。 （赫健茹王宜楠）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孙忠玉
陈广俊）“新的五步工作法较以往增加了

谈话访谈内容，这就要求我们要更加重视

与同志们交心谈心，有苗头及时发现，有

问题及时解决，在开展以案促改时要更加

注重教育引导。”近日，濮阳市华龙区岳村

镇纪委书记李德延在集体交流学习“一查

二谈三验四评五奖惩”文件精神时说。这

是华龙区各单位积极组织开展学习《关于

实行以案促改工作“一查二谈三验四评五

奖惩”五步工作法的通知》活动的一个缩

影。

据了解，今年5月份以来，华龙区纪

委监委在先前以案促改工作制度的基础

上，制定并印发了《关于实行以案促改工

作“一查二谈三验四评五奖惩”五步工作

法的通知》，通过组织层级开展学习活动，

逐步将新的五步工作法融入以案促改工

作全过程，充分发挥违纪违法案件的治本

和促改工作，确保以案促改工作取得新质

效。

华龙区的“一查二谈三验四评五奖

惩”五步工作法的“一查”指的是在各单

位开展以案促改工作过程中，区纪委监

委将组成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组，对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二谈”指的是

开展谈话访谈。与以案促改单位部分班

子成员、中层干部、一般人员进行谈话，

重点与被处分人、被处分人分管领导谈

话，谈认识、谈责任、谈教训、谈整改。三

验指的是组织验收。各单位以案促改工

作结束后，区纪委监委将组织人员，采取

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查看等方式，

对各单位以案促改工作进行验收。四评

指的是开展公开评议。依据《濮阳市华

龙区以案促改工作评议制度》，区纪委党

风政风监督室制作评议表，组织以案促

改单位班子成员、中层及一般干部代表

对本单位以案促改工作进行评议。五奖

惩指的是年终区纪委监委根据监督检

查、谈话、验收和评议情况，对各单位以

案促改工作情况进行综合排名，并在全

区进行通报。

“制度建设是实现以案促改工作常态

化、长效化的根本保障。”华龙区纪委副书

记、区监委副主任赵述恩表示，“我们将积

极探索制度创新，为做细做深做实以案促

改工作，提供牢固的制度保障。”

6月4日，淇县纪检监察干部在黄洞乡黄洞村走访了解脱贫攻坚各项帮扶政策落实情况。李华民摄

6月3日，

柘城县安平镇

纪检监察干部

走访西瓜种植

专业户，了解

贫困户帮扶政

策 落 实 情

况。 张书珲
赵旭摄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杨帅
锋彭光勇）日前，在孟津县纪委监委派

驻第九纪检监察组的指导下，孟津县住

建局党组召开“强使命、找差距、明举

措、勇担当”专题民主生活会，对进一步

开展家风家训建设工作提出要求。

近年来，孟津县住建局认真履行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高度重视党员干

部的家风家训建设，扎实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深入开展。

开展“清正家风”倡议活动，全局党

员干部共签订88份倡议书，提醒广大干

部要时刻严守纪律，筑牢思想防线；每

季度开展一次廉政党课，倡导廉洁修

身、廉洁齐家的良好家风，营造风清气

正的家庭环境；党员干部家庭成员之间

交流心得，切实夯实“不想腐”的思想根

基；组织党员干部及家属就培育家风、

弘扬家庭伦理美德方面进行深入交流，

签订家庭助廉承诺书。

孟津县

倡廉洁家风 扬清风正气

6月9日,开

封市祥符区纪

委监委派驻区检

察院纪检监察组

组长宗秀玲等人

在曲兴镇大蔡村

向贫困户了解扶

贫资金到位情

况。耿凤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