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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风反腐 决胜攻坚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王帅
文 房奇静）7月以来，降雨次数和强度

明显增多，加之上游小浪底水库泄流，

温县境内黄河、沁河水位持续上涨，防

汛形势不容小觑。温县纪委监委成立5

个检查组深入一线，督促水利、应急管

理、住建、城管等部门及乡镇（街道）强

化防大汛意识，健全完善全县防汛应急

预案、群众迁安方案，做好应急物资储

备保障，强化日常巡查和隐患整改，开

展防汛队伍技术培训和演练，扩大群众

防汛避险宣传覆盖面，确保准备充分、

万无一失、安全度汛。

截至目前，温县县乡村三级271名

河长共开展巡河4500余次，完成堤防

修复1758米，河道清淤疏浚 2227米，

河道除险加固1.33公里，排查出安全隐

患13个，均已整改到位。

本报讯“没想到以前天天看到

的人，现在却成了警示教育的反面

典型……”

近日，周口市淮阳区纪委监委召开

警示教育大会，通报了部分党员领导干

部违纪违法案件，当场宣布处分决定，

受处分人员作悔过发言。110名党员领

导干部集体接受教育，齐打“预防针”。

“我们要以此次警示教育大会为

戒，始终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查处

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切实维

护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党的各项惠民

政策落地见效。”淮阳区纪委监委主要

负责人表示。 (赫健茹王宜楠)

本报讯“爱民二字，此语亘古提。

党员在鱼民在水，情结万般难移。群众

路线常走，四风偏逢利钩。阴霾一去不

返，清风荡满神州。”近日，回首2013年

移动杯“庆七一·廉洁宁陵”书画展，宁陵

县的不少人还对书法家王长治的作品

《清平乐·赞反腐》赞不绝口。

自2013年宁陵县纪委监委首次举

办“廉洁宁陵”书画展以来，该活动已连

续举办八年。八次书画展精选了书法、

绘画等优秀作品1600余幅，吸引了全

县党员干部、书法爱好者 2万多人参

展，绘制了“千人书廉政、万人品廉香”

宏伟画面，有力地推进了该县“廉政教

育党员干部全覆盖、全域无死角”的战

略构想。 （夏金明）

本报讯“今年的防汛物资已经准备

到位了，可以保障防汛工作的需要。”7

月9日上午，平顶山市石龙区农业农村

和水利局副局长张广召向区纪委监委

督查组介绍道。

为确保防汛工作各项措施落实落

细，保障防汛安全万无一失，该区纪委

监委靠前监督，成立督查组，联合驻区

农水部门纪检监察组，深入职能部门和

重点水域开展防汛安全监督检查。围

绕区农水部门防汛主体责任落实，水

库、坑塘、河湖等关键区域，实地检查防

汛预案制订、防汛物资储备、防汛安全

设施、防汛人员值守等情况，坚决做到

问题早预防、早发现、早排除，织密防汛

工作“安全网”。

截至目前，区纪委监委督查组已检查

水库7座、坑塘7座，督促职能部门储备防

汛物资铁锹、撅头300把，编织袋5000

个，救生衣、救生圈150套。（马娟高会艳）

本报讯“有的违规办理低保，有的

违规享受扶贫政策，有的违规申请危房

改造……扶贫领域存在的这些问题警

醒我们，权力虽小，也不能任性啊！”近

日，新密市大隗镇纪委印发的《关于五起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通

报》，让广大村组干部唏嘘不已。

为深入推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专项治理决胜年行动，新密市纪委监

委印发《新密市扶贫领域以案促改集中

行动实施方案》，紧盯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以2019年以来查处的扶贫领域

典型案例为反面教材，在全市有脱贫攻

坚任务的乡（镇）街道、有扶贫资金项目

的村（社区）、有行业扶贫任务的重点部

门和领域系统，集中开展以案促改。没

有发生违纪违法案件的乡（镇）街道和行

业扶贫部门，可以选取外地、外单位或本

系统、同行业扶贫领域违纪违法典型案

件开展以案促改。

该市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在

“以案促改到位”上持续发力，印发《新

密市以案促改工作流程图》，对以案促

改的6个步骤、20余个注意事项进行详

细说明，将以案促改工作量化细化，使

任务更明确、程序更具体、操作更规

范。要求各单位通过召开以案促改警

示教育大会、专题组织生活会或者党支

部会、党小组会等，围绕典型案例进行

对照检查、剖析原因，查找潜藏在背后

的深层次问题，从警示教育上固本培

元，从作风建设上整肃纠偏，从体制机

制上补齐短板，持续净化基层和行业系

统政治生态，推动脱贫攻坚政策措施落

到实处、见到实效。

截至目前，该市共选取本地以案促

改典型案例9起、外地扶贫领域典型案

例28起，开展警示教育180场次，接受

警示教育6266人次，查摆并整改问题

21个。 （王建坡）

7月 13日,孟州市纪检监察干部在刘庄村脱贫户家中对脱贫摘帽后“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情况开展

监督检查。 韩琪摄

本报讯“婶儿，最近身体咋样，腿还

疼吗？有啥困难吗？有事儿记得联系我

啊！”

“现在政策好啊，腿疼也一直在治，

困难都被政府解决了，别操心，恁这么忙

还老跑来看我……”

这是汝州市纪检监察干部7月6日

在陵头镇申坡村贫困户胡珍家走访时的

暖心一幕。

在遍访贫困户的过程中，汝州市纪

检监察干部每到一户，都会仔细询问贫

困户家庭成员构成、致贫原因、人均收

入、扶贫措施成效等情况，并详细记录，

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针对发现的问题，该市纪委监委充

分发挥监督检查部门和派驻纪检监察组

的监督作用，成立7个监督检查组，聚焦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突出巩固深

化决战年行动成果及行业部门落实保障

政策、奖补措施落实、特困群体落实保障

政策、责任履行情况等五项工作，持续开

展监督检查，对发现的8条问题，督促相

关单位进行整改落实。

按照脱贫攻坚、深化专项治理的部

署要求，结合汝州市工作实际，该市纪

委监委制定了《汝州市纪检监察系统

2020年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

治理决胜年行动方案》《决胜年行动任

务清单》等文件，聚焦重点工作，明确目

标任务，细化工作举措，扎实开展决胜

年行动。

围绕任务清单，持续深化开展纪委

书记遍访督查和纪检监察干部大走访活

动，主动回应群众关切，集中整理群众身

边腐败和作风问题，逐项对账销号，分类

分级精准监督责任、政策落实等情况，确

保监督到户覆盖到人。截至目前，共遍

访重点贫困户1432户、2362人次，发现

问题572个，帮助解决530个。（薛佳丽）

本报讯“近期道路施工情况如何，

预计什么时候完工？”7月7日，台前县

纪委监委驻县住建局纪检监察组组长

王广晶再次来到清水河乡西里村的道

路施工现场，对日前检查中发现的公路

建设停滞问题进行再察看再督导。

为确保全县专项扶贫资金不折不

扣落到实处，以扶贫项目高质量完成促

进带贫成效凸显，该县纪委监委统筹协

调，联合县扶贫办、县财政局，对2020

年全县扶贫项目推进及资金管理使用

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本次监督检查按照产业类、基础设

施类、公共服务类扶贫项目设立3个督

导组，紧盯“开工关”“竣工关”、项目移

交关、资产管护关，采取实地走访、查阅

资料、接受举报等方式，深入相关责任

部门和项目一线，分批次、分阶段开展

“全链条”式督导检查。

作为基础设施类监督检查组负责

人，王广晶带领其他3名同志，坚持问

题导向，围绕农村公路（桥梁）建设、危

房改造、安全饮水巩固提升工程项目进

行监督。在吴坝镇马庄至郑三里路段

检查时，发现原有道路及路旁边存在线

杆、树木等障碍物未清理现象，导致无

法正常建设新道路。针对这一情况，县

纪委监委及时向该镇下达督办函，督促

其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限期整改，

目前该道路已竣工。通过类似督导督

办的方式，全县71个村的道路（桥梁）

项目、115个行政村的安全饮水项目及

70户危房改造项目如期完工。（丁霞）

本报讯“现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程序简化了，效率提高了，服务亲切

了，以前跑断腿催着办，现在一站式办齐，

我们投资的信心更足了。”近日，在潢川县

自然资源局办理业务的张先生点赞道。

为打造营商环境这张“金色名片”，潢

川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首责，以干部作风

提升“利剑行动”为抓手，聚焦营商环境的

“痛点”“难点”“堵点”，坚决铲除“潜规

则”。

三个紧盯除“痛点”。紧盯行政服务

不优问题，对懒政怠政、态度冷漠、故意刁

难、效率低下等问题露头就打；紧盯不落

实优化营商环境政策问题，对违反放管服

政策要求，故意提高审批门槛，违规设置

繁杂审批程序和审批条件，不落实告知承

诺、容缺办理、多评合一审批制度的坚决

纠正；紧盯行政审批服务过程中腐败问

题，对在行政审批服务工作中滥收费，强

制指定或变相指定中介机构、协会组织进

行收费，吃拿卡要、收受好处费等腐败行

为严肃查处。截至目前，共查处营商环境

问题23起，党纪政务处分两人，组织处理

5人，反馈整改21起。

三个平台祛“难点”。搭建指挥平台，

“利剑行动”办公室作为指挥平台，实现对

企业的投诉举报当天受理，当天分办；搭

建交流平台，通过设立营商环境投诉举报

电话，建立企业微信联系群，确保民营企

业的投诉举报可以通过平台直通县纪委

监委；搭建行动平台，“利剑行动”组作为

行动平台，对交办的投诉举报速查快办，

将办理结果第一时间向企业反馈。

三项措施通“堵点”。盯事查人，紧盯

重点项目落地、重点企业办理行政审批服

务等具体事项，查找不落实、审批难的原

因，对不作为、乱作为问题，通过审批难、

落实难之事查不作为、乱作为之人；主动

出击，紧盯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等有

行政审批权限的重点部门、关键岗位，主

动出击，查审批流程、看服务时效、找作风

问题；暗访监督，对职能部门审批服务情

况开展暗访，深入排查行业部门和窗口单

位在服务企业方面存在的问题。（李俊）

本报讯“你们家有几口人？身体咋

样？有外出务工的没？”“乡里村里都有

哪些帮扶措施？”“村公益性岗位收入有

多少？”……近日，在驻马店市平舆县万

金店镇的一户人家家里，前来走访的特

约监察员与群众围坐在一起，亲切交谈。

为充分发挥特约监察员履行监督、参

谋咨询、桥梁纽带、舆论引导等职能作用，

驻马店市纪委监委组织3名特约监察员深

入平舆县万金店镇等地，对纪检监察机关

落实脱贫攻坚监督整改责任、落实帮扶措

施等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实地查看和调研

督查，对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

理决胜年活动、扶贫领域以案促改集中行

动情况开展监督。

“通过‘零距离’走访，我感受到了扶

贫干部的过硬作风。”走访活动后，特约

监察员、民进驻马店市委秘书长陈海珍

说道，“我对如何发挥特约监察员的作用

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履行监督保障作用有了更深的感悟，更

深刻地认识到特约监察员应履职的责任

和在脱贫攻坚最后冲刺期肩负的重大使

命。” （刘飞胡晓）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通讯员陈广俊）

如何进一步筑牢思想防线，提高履职能

力?濮阳市华龙区纪委监委坚持重学习、

重警示、重指导的措施，每半年时间为全

区59个村（居）定制专属“廉政套餐”。

据了解，华龙区的做法是，开展廉政

知识培训学习，送上“家常菜”。每半年为

59个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集中充

电”，重点学习“三资”管理、村务监督业务

常识等内容，提高村监委会成员的履职能

力。利用每月党员学习日，组织村（居）党

员干部学习《监察法》《纪律处分条例》等

党纪法规，进一步提升广大村（居）干部的

廉洁意识与履职能力。设置村（居）曝光

墙，送上“特色菜”。在辖区11个乡镇（办）

的59个村设置了“曝光墙”，将本辖区查

处的典型案例在各村醒目位置曝光。适

时召开以案促改警示大会，送上“招牌

菜”。召开扶贫领域以案促改集中行动警

示教育大会，并将此次扶贫领域以案促改

向各行政村（居）“三委”班子成员延伸，使

广大村（居）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开展扶贫

领域以案促改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打通

以案促改的“最后一公里”。

近日，鹤壁市山城区纪委监委联合区工

商联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邀请部分民营企

业家代表座谈交流，了解企业在生产中面临

的困难，并收集到6条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

建议。 耿非凡摄

近日，三门峡市湖滨区纪委监委紧盯基

层“小微权力”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图为该区

高庙乡纪检监察干部在田间地头走访了解问

题线索。 高肖璇摄

濮阳市华龙区 为村(居)定制“廉政套餐”

驻马店市特约监察员走访基层

潢川县利剑出鞘铲除营商环境“潜规则”

新密市 以案促改助力脱贫高质量

周口市淮阳区

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

温县

一线监督为安全度汛提供保障

宁陵县

连续八年举办廉洁书画展

台前县
紧盯扶贫项目
开展“全链条”监督

平顶山市石龙区

靠前监督织密防汛“安全网”

汝州市遍访贫困户 精准查问题

本报讯“大姐，你们小区改造征求

过你的意见吗？”“施工期间有没有干部

对你们吃拿卡要、办事推诿扯皮等作风

问题？”……

连日来，周口市川汇区人和街道办

事处纪工委书记闫亚珂带领纪工委全

体人员深入辖区内25个老旧小区改造

施工现场，面对面向小区群众、施工方

负责人了解情况，并围绕改造项目、工

程质量、施工进度等开展精准监督。

新民社区农行家属院的居民周明

说起小区的新面貌很是高兴：“以前我

们院一下雨水都能淹到大腿，院里路都

露着黄土，楼上楼下电线乱成蜘蛛网，

经过改造，环境变好了，我们的心情也

好了。” （卢国良 董大刚）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郭红
团 王芳)近年来，栾川县纪委监委探索

通过案件分析倒查村组干部“微权力”，

通过不断完善“微制度”，以点促面，设计

“微课堂”，最终规范“微权力”的使用，实

现推动以案促改工作闭环管理和提质

增效。

栾川县纪委监委根据村组干部职

权和职责列出17项村级事务权力清单，

逐一绘制权力流程图，细化了事项名称、

责任主体、权力依据、操作流程，并据此

建立和完善“微制度”。该县在潭头镇和

秋扒乡同时建立“村组干部以案促改讲

堂”，聘请县纪委监委、县法院、县检察院

等单位的36名专业人员，成立以案促改

“讲师团”，按照“一课一选案、一课一主

题、一课一特色”的要求，在课堂上分析

违纪违法条款，帮助分析制度漏洞，点评

相关乡镇和单位完善的“微制度”，最后

让受处分人员谈感受，所在党组织对其

进行点评鼓励和“回访”，教育党员干部

避免再犯同样错误。

“我们紧盯典型案件暴露出来的

典型问题，持续深化以案促改，在全

县所有行政村(社区)推广村组干部

‘三微并治’工作模式，实现以案促改

标本兼治的目标。”该县纪委监委负

责人表示。

周口市川汇区

加强监督助推老旧小区改造

栾川县

“三微并治”推动以案促改提质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