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年来，潢川县纪委监委进

一步完善信访举报受理件台账，加大对

信访件办理情况的跟踪监督力度。实行

“线上+线下”督办提醒，加强督查督办力

度，对快到期仍未报结的信访件实行电

话督办提醒；对超期仍未报结的信访件

向承办单位发送督促（提醒）办理通知

书，要求在收到通知书后7个工作日内向

信访室报结；对于发送督促（提醒）办理

通知书仍未按期办结的信访件，交由委

分管领导进行现场督办，共同“会诊”。

今年以来，共受理信访举报140件，

对9个承办部门共发督促（提醒）办理通

知书13份，现场督办5次。 （杨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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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回顾这段经历，我心里只有

三个‘对不起’,首先是对不起党组织对我

的培养，再者是对不起年迈的父母，最后

是对不起我的妻儿……”这是近日洛阳市

财政系统专项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上

播放的警示教育片《沉沦的代价》主人公

——市财政局预算评审中心原主任金建

国忏悔的画面。

“昔日一起共事的人，如今却在镜头

前痛哭流涕，悔不当初。”洛阳市财政局预

算评审中心主任谢涛表示，“观看警示教

育片，以案明纪、以案释法，给我上了一堂

触及灵魂的警示教育课。今后我将引以

为鉴，时刻警醒，永守廉洁底线。”

日前，洛阳市财政系统召开以案促改

工作部署会暨警示教育大会。会上，播放

了以身边典型案例拍摄的警示教育片，市

财政局负责人表示，要以案为鉴，认真查

摆剖析，着力整改落实、注重建章立制，积

极营造风清气正、开拓进取、勤奋务实的

工作氛围。

在财政系统开展专项以案促改，是洛

阳市结合财政系统案件多发有针对性部

署的重点工作任务，旨在通过专项以案促

改，健全完善重大决策、审批执法、财务管

理、工程项目等权力制约监督制度，堵塞

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漏洞。

根据市纪委监委印发的以案促改实

施意见，洛阳市今年将着重围绕中心大局

开展“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及严查涉黑

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3个专项以

案促改，聚焦财政、教育、金融、医疗等重

点领域开展系统以案促改，并将以案促

改工作向企业单位、农村（社区）、上级监

管单位拓展延伸，把以案促改作为一体

推进“三不”的有效载体和有力抓手，营

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与此同时，洛阳市

还将分别在各县（市）区和市直单位建设

示范点，引领推动全市以案促改提质增

效，不断深化。

洛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

委主任李保国表示，要坚持“有案必查、

有漏必堵、有警必示、有章必建”四项原

则，做实“案件选用、警示教育、查摆分

析、整改问题、建章立制”五个环节，落

实逢案必改、因案制宜、全域整改有关

要求，坚决避免地方单位再次发生同类

问题、党员干部再犯类似错误，为洛阳

加快建设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提供

坚强纪法保障。 （陈聚涛 裴亚楠）

本报讯 为传播廉洁文化、开展廉

政教育，用廉政“好声音”占领广大农村

阵地，今年6月份以来，汤阴县纪委监委

依托县融媒体中心，通过覆盖全县所有

行政村的“村村响”农村广播创办了特

色有声节目——“廉政微广播”。广播

内容经过精心选择和编辑制作，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主要有廉政故事、国学经

典、党纪法规、案例剖析、廉政微小说和

廉政诗歌散文等。播出时间为每天早

上、中午新闻栏目之后。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该节目将制

作15期，除了在全县“村村响”农村广播

进行播出外，还将通过“云上汤阴”“清

风汤阴”和“学习强国”等网络新媒体在

线播出。 （孟宪敏）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王西
晓）今年以来，孟津县白鹤镇纪委通过

“五个一”系列家风建设活动，劲吹廉洁

家风，引导党员干部自觉修身齐家。

一次廉洁家访筑牢“廉政墙”。分

层级深入每位党员干部家中，与家属拉

家常、摸实情，筑牢反腐倡廉家庭防

线。一份承诺书吹起“助廉风”。副科

级以上领导干部家属签订《家庭助廉承

诺书》，承诺带头立家规、严家教、正家

风。一次家庭会议再敲“敬廉钟”。全

镇400多名党员干部召开家庭会议，严

明家庭纪律，坚持以德治家，以廉保

家。一则廉洁寄语压实“助廉石”。开

展“传承良好家风、建设廉洁白鹤”书法

活动，家属手写廉洁寄语600余份。一

次家规宣讲绷紧“守廉线”。党员干部

在支部会上介绍自家的家规和执行家

规的情况，宣讲古今廉政人物的优秀家

规故事，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郭莹）

近日，焦作市解放区纪委监委在处理

问题线索时，发现个别村（社区）财务

管理不规范，财务人员对财经制度执

行能力差，财务资料不完整。针对发

现的财务问题，区纪委监委向区财政

局、区审计局下发纪律检查建议书，

建议出台相关制度，规范全区财务管

理。

在收到纪律检查建议书后，区财政

局及时与区纪委监委沟通，并联合区审

计局出台了《关于规范全区财政财务资

金支出的通知》，并组织召开全区各单

位财务人员“规范财政财务支出培训

会”，从制度上进一步规范全区财务活

动，预防腐败滋生。

本报讯 近日，商水县化河乡纪委

抓住第19个“安全生产月”活动的契机，

认真履行监督职责，扎实推进校园安全

风险防控工作，保障师生人身安全。

化河乡纪委及时加强与中心校的沟

通交流，召开全乡中小学校长校园安全

工作部署会，要求各中小学校认真排查

安全风险隐患，扎实开展疫情防控、食品

安全、消防安全、防溺水等主题宣讲和安

全宣传咨询日、事故警示教育等宣传教

育活动，最大限度压降事故空间，切实筑

牢安全防控体系。举办专题培训会，以

会代训对各中小学校安全副校长、食堂

安全管理员加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

全操作流程的业务培训。采取明察暗访

等形式强化督促检查，对工作不力、敷衍

塞责、不认真整改的学校给予通报批评，

对责任人一律问责。 （胡海涛张长河）

洛阳市 聚焦重点领域开展系统以案促改 汤阴县
“村村响”传递廉政好声音

孟津县白鹤镇
“五个一”劲吹廉洁家风

焦作市解放区
财务管理培训直击“病灶”

潢川县
“线上线下”联动提高信访质效

商水县化河乡
强化监督执纪抓好校园安全

“七一”前夕，范县纪委监委组织纪检

监察干部参观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

词。 张瑞方 摄

7月1日，新密市纪委监委驻市公安局纪检

监察组为新入党的公安民警举行入党仪式。

图为老党员为新党员配戴党徽。裴树恒摄

柘城县纪检监察干部聚焦脱贫攻坚各项政策落实情况，走访贫困群众收集意见建议，了

解群众所困、所急、所需、所盼，分级分类进行精准监督，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纪律保

障。图为近日，该县纪检监察干部在马集乡肉鸭养殖基地听取养殖户的意见。 张书珲摄

三门峡市湖滨区纪委监委依托廉政监督

指导员网络组织开展大走访活动，百名纪检

监察干部对结对帮扶村进行入户走访，面对

面了解群众的揪心事、闹心事、堵心事，把监

督的触角延伸到农村最基层。图为近日，该

区纪检监察干部在磁钟乡金银花种植基地走

访了解惠农政策落实情况。 高武勋摄

本报讯“坚决纠治扶贫领域套取

（骗取）、滞留、截留、挪用扶贫资金，项

目实施过程中擅自变更项目实施内

容、地点以及履行扶贫资金监管责任

不明确、不到位，项目验收流于形式走

过场等问题，保障扶贫资金安全。”6月

22日，舞阳县纪委监委印发《关于开

展套取（骗取）扶贫领域项目资金问题

专项整治的通知》，向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再出一记重拳。

据悉，该县纪委监委组织全县14

个乡镇和相关职能部门，对2017年以

来财政统筹、相关单位和乡镇自筹的

扶贫领域项目资金使用监管情况进行

全面自查自纠。对自查自纠发现的问

题，按照问题性质分类制订整改方案，

限期进行整改，限期追回财政资金。

对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视情况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或组织处理，符合容错

免责条件的予以容错免责。对发现的

制度机制方面的漏洞，由相关责任部

门建立或完善相关制度机制。

在自查自纠的基础上，该县纪委

监委还将联合相关职能部门组成检查

组进行复核，抽取部分项目，由审计部

门对资金使用及监管情况进行专项审

计。根据复核结果，对自查自纠阶段

主动发现并整改到位的问题，按照有

关规定从轻或减轻处理，对自查自纠

流于形式、问题整改不到位或虚假整

改等方面的问题，一律从严从重处理；

在追究直接当事人责任的同时，倒查

单位党组织的主体责任，典型问题一

律通报曝光，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

“我们坚决以零容忍的态度，深

挖细查的决心，重拳出击的狠劲，持

续整治套取（骗取）、截留、挪用扶贫

领域项目资金等问题，守护好贫困

群众的‘奶酪’，让每一分扶贫资金

都用在刀刃上。”舞阳县委常委、县

纪委书记、县监委代理主任闫沛表

示。 （刘晓永 韦立群）

本报讯 今年以来，郸城县纪委监委

驻县财政局纪检监察组进一步压实政治

监督责任，聚焦决胜年行动工作重点，强

化监督执纪问责，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聚焦压实责任。今年以来共开展脱

贫攻坚廉政谈话12人次，对被监督单位

围绕扶贫政策落实情况紧盯不放，重点

围绕“四个不摘”的执行落实，查看被监

督单位和帮扶队员等工作开展情况。聚

焦“小网格、大走访”活动。按照“小网

格、大走访、全覆盖”工作要求，深入吴台

镇8个行政村的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家中

走访5次，上报发现问题9条。聚焦扶贫

领域以案促改。督促驻在单位集中开展

以案促改活动，深刻剖析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典型案例，全面查找风险盲点，制

定整改措施。 （张翔杨馥光）

本报讯 今年以来，开封市祥符区

纪委监委聚焦贫困劳动力就业扶贫政

策落实等重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乡

镇(街道)、主管部门、挂包单位主体责

任、监管责任，切实为“务工增收脱贫一

批”专项扶贫工程提供监督保障。

该区纪委监委充分发挥乡镇(街

道)纪委(纪工委)的作用，依据区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信息系统数据，进村

入户围绕底数摸排核实，进行精准对

接服务。充分发挥派驻纪检监察组的

作用，打通部门之间协作“壁垒”，将区

人社局、区扶贫办等单位职能有效整

合，监督相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责。加

强就业技能培训监督，加大公益性岗

位安置就业力度，实现了全区有就业

能力和就业愿望的贫困劳动力“应就

业尽就业”，有培训意愿且符合培训条

件的贫困劳动力“应培训尽培训”；监

督有关部门出台优惠政策，转变作风、

简化办事程序，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带动就业。

以贫困户特别关心的一次性就业

补贴、转移就业交通补贴、创业担保贷

款等政策落实为重点，该区纪委监委通

过明察暗访、核查资料、实地查看等方

式，严肃查处在落实就业扶贫政策中优

亲厚友、弄虚作假等行为，坚决查处侵

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今年以来，共处置新增扶贫领域案件1

起，党纪政务处分4人，约谈1人，为全

区就业扶贫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

障。 （耿凤忠）

正风反腐 决胜攻坚

郸城县“三个聚焦”助力脱贫攻坚

开封市祥符区

精准监督帮助贫困劳动力就业

舞阳县舞阳县 确保确保扶贫资金用在刀刃上扶贫资金用在刀刃上

漯河市郾城区纪委监委将“六稳”“六保”

作为当前工作的重要内容，聚焦民生领域突

出问题，组织纪检监察干部走村入户，倾听群

众诉求，督促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确保惠农政

策落实到位。图为近日，该区纪检监察干部

在李集镇走访群众。 朱红亚摄

博爱县深入挖掘整理当地红色和廉政文

化资源元素，将文化传承和旅游娱乐有机融

合，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图为近日，游客在

该县许良镇许湾村旅游参观。 陈城霞摄

本报讯“您反映的问题我都已经

详细地记下来了，我们回去后立即复

核，并把结果反馈给您。”6月24日，郑

州市中原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

秦云鹏等人走进航海西路街道办事处

段庄村一户村民家中，与村民开展面对

面的谈心交流。这是中原区纪委监委

持续开展纪检监察系统“千人进千村”

走访活动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该区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分

包14个街道，中层领导干部分包46个

行政村和106个社区，每周固定时间、固

定地点接访。同时，分包纪检监察干部

对分包的重点单位和重点信访举报件

进行跟踪督办，想方设法解决好群众的

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齐玉含吴清芳）

郑州市中原区
干部下访为群众排忧解难

本报讯“没想到我反映的医疗报

销问题这么快就解决了，还当面给我反

馈调查结果，我对处理结果很满意。”6

月29日，面对上门反馈处理结果的襄城

县纪检监察干部，信访人王某生在反馈

意见书上爽快地签下了“非常满意”四

个字。

今年以来，襄城县纪委监委紧盯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线索开展专项

治理，对脱贫攻坚工作中优亲厚友、贪

污挪用、虚报冒领、作风不实等信访问

题线索，坚持优先受理、优先处置、优先

办结，坚决做到问题线索全部清零，切

实维护贫困群众的权益。

该县开通了来信、来访、来电、网

站、微信五位一体信访举报平台，对扶

贫领域的问题线索优先受理，建立专项

台账，实行专人管理，通过“五个到位”，

优先处置、快查快结。领导包案到位，

扶贫领域问题线索实行上提一级管理，

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包案督办，限时办

结。调查处理到位，对反映的问题线索

经调查属实、达到立案标准的，尽快立

案、优先审理、及时处理。问题反馈到

位，对每起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结果，及

时向信访当事人面对面反馈，办理结果

让群众信服。以案促改到位，及时召开

以案促改警示教育会，强化震慑，完善

制度，堵塞漏洞。政策宣传到位，调查

结果制作问题清单，有针对性地开展扶

贫政策宣传，加强政策的知晓率，消除

政策误解，避免激化矛盾、越级访重复

访。

截至6月底，该县累计受理的扶贫领

域问题线索80起全部查结清零，党纪政

务处分81人，组织处理76人。（魏永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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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去年以来，获嘉县纪委监

委驻县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持续强

化作风建设，提升监督质量，切实为乡

村振兴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常敲警示之钟。剖析学习各级纪委

监委通报的典型案例，让党员干部受警

醒、明底线、知敬畏。高悬执纪之剑。通

过督导检查来促进作风建设，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向纵深发展。高举榜样之旗。通

过开展“首席农艺师”“首席畜牧师”选聘

评选等活动，表彰先进，树立典型，社会认

可度、百姓满意度明显提高。（侯林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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