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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涧西区制定政商交往行为清单

给政商交往提供一张“明白卡”

辉县市

对“升学宴”“谢师宴”亮剑

荥阳市

严防处分决定执行“打折扣”

清丰县

观摩优质案件找差距

汝南县做实做细专项整治

宜阳县 设立协作区 提升监督质效

本报讯“看着同事们把棘手的案件

办得很好，我进一步认识到了自身的差

距，今后一定多学习、多用心，补齐业务

短板。”8月1日，清丰县纪委监委召开全

县优质案件观摩评审会，马村乡纪委书

记娄须鑫深感受益。

观摩评审会采取“案件主办人依托

PPT课件介绍查办案件经验做法和体

会、与会人员现场提问、评委集中点评”的

形式进行，为在场的纪检监察干部上了一

堂生动的“实战课”。大家纷纷表示，要强

化程序意识，依纪依法办理每起案件；要

树立精品意识，确保每起案件的查办都能

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刘云苍）

本报讯“麻烦你调出王某的档案资

料，我们需要查看其处分决定生效后工

资变动、年度考核等情况。”7月31日，

荥阳市纪委监委组织人员到该市人社

局查看相关公职人员档案，对纪律处分

决定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为进一步督促和规范处分决定执

行，近日，荥阳市纪委监委对2019年以

来全市公职人员党纪政务处分决定执行

情况，开展全方位“拉网式”专项检查。

对检查中发现未执行到位的问题限期整

改，确保处分决定执行到位。（武倩雯）

本报讯“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要以身

作则，绝不能大操大办‘升学宴’‘谢师

宴’，更不能向管理服务对象发送请柬和

通知……”近日，辉县市纪委监委驻市教

体局纪检监察组针对可能出现的“升学

宴”“谢师宴”等情况，对单位职工开展集

体约谈。

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狠刹违规举办参加“升学宴”

“谢师宴”不正之风，该市纪委监委紧盯

关键“节点”，通过召开集体廉政谈话、个

别提醒、签订承诺书等方式提前“划好红

线”，并曝光了一批违规操办“升学宴”

“谢师宴”的典型案例，警示广大党员干

部和公职人员要切实摆脱“看客”心态，

强化纪律意识，守住纪律底线。（陈姗姗）

本报讯“老乡，你今年种了几亩花

生？前段时间一直在下雨，受灾严重不？”

近日，信阳市平桥区纪委监委驻区农业农

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彭伟来到肖店乡庞

湾村，向农户了解农作物受灾情况。

持续的降雨天气给该区农业生产造

成严重影响，面对灾情，平桥区纪检监察

干部深入田间地头，了解惠农政策落实情

况，鼓励农户开展生产自救，并将收集到

的问题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

该区纪委监委在走访调研的基础

上，与区农业农村局一道会商研判，制

定《信阳市平桥区2020年秋作物汛期

田间管理技术指导意见》，帮助群众解

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全力以

赴保障秋粮丰收。 （刘枭）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王向
灵刘润琪）“通过在镇里轮流接访、带案

下访等实战磨炼，我找准了位置，工作有

了抓手……”8月3日，沈丘县槐店镇船

民居委会监委主任刘辉告诉记者。

为切实打通民生监督“最后一公里”，

槐店镇纪委监委从责任担当、信访接待、

异村办案、日常监督等方面积极创新工作

方法，着力让村居监委主任“强起来”。

今年以来，该镇已集中培训4期94人

次，分散轮训8次140人次，轮流接访98

人次。全镇24名村居监委主任共走访、

接访群众334人次，发现和处理问题7个，

协助村“两委”化解矛盾纠纷15件。

本报讯“年初以来，我乡纪委接受区

纪委交办问题线索9起，目前办结5起，4

起正在办理，这方面差距比较大。”“以案

促改做得不够细，建章立制环节缺乏针

对性，这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7月

31日，三门峡市陕州区纪委监委召开乡

（镇）纪检监察工作半年述职会，13个乡

（镇）纪委书记围绕履职尽责情况说亮

点、查不足、找原因、谈打算。

据了解，述职会现场采取“单独发

言+集中点评”形式，乡（镇）纪委书记依

次在发言席上条目式罗列亮点工作和

短板不足，区纪委书记结合纪检监察工

作新要求和乡（镇）纪委履责实践集中

点评，为纪检监察工作提思路、出主意、

拿点子。 （刘鹏）

信阳市平桥区

发挥监督作用保秋粮丰收

沈丘县槐店镇

实战磨炼让村级监督强起来

三门峡市陕州区

乡（镇）纪委书记述职查不足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张颖）

为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消除亲清

交往中的顾虑，近日，洛阳市涧西区纪委

监委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

市场主体角度出发，列出党政机关及公

职人员服务企业正面清单和与企业交往

负面清单，制定《涧西区优化营商环境规

范政商交往行为清单》，全面规范政商交

往行为，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正面清单明确了严格执行减税降费

等各项惠企政策、加大惠企政策宣传力

度、做深做实做细党政领导干部联系企

业制度等14项服务企业的具体行为，要

求全区党政机关及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

干部在依规依纪依法、守底线、不踩红

线、不碰高压线的前提下加强同企业和

企业家的接触交往，全面履行职责，落实

惠企政策；积极解决诉求，维护合法权

益；加强政商交流，助力企业发展，通过

优化涉企服务，保护支持市场主体的一

系列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负面清单规定了不得向企业及其负

责人托办个人事项、承揽企业业务，不得

违规接受企业及其负责人提供的可能影

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度假、

娱乐保健等活动安排，不得在行政管理

和服务等环节吃拿卡要、慢作为、不作

为、乱作为等“十五种行为”，要求全区党

政机关及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坦

荡真诚、尽职尽责、遵规守纪、廉洁自律，

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

监管是规范政商交往的最后防线，

清单里还制定了明确责任分工、加强日

常监督、严肃追责问责等保障措施，紧盯

负面行为加强查处力度。为激励担当作

为，该区纪委监委坚持“三个区分开来”，

区别对待在推动企业发展中出现的失误

错误，激励党政机关及公职人员主动担

当作为。加大对诬告陷害行为的打击力

度，对政商交往中受到不实举报的党员

干部及时澄清正名，倡树宽容失误、鼓励

担当的鲜明导向。

“行为清单为政商交往提供了‘明白

卡’，有助于党政机关及公职人员消除交

往顾虑，放心大胆、光明磊落地与企业交

往，确保‘清不远疏、亲不逾矩’，进一步推

动纾困惠企政策落实，助力高质量发展。”

涧西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你们项目在审批过程中有

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办理过程中如果遇

到公职人员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可以

跟我们联系。”这是日前汝南县纪委监委

专项检查组深入企业开展专项督查的

一个场景。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汝南县纪

委监委聚焦损害或影响营商环境的突

出问题，通过查“顽疾”除“病根”，着力查

摆职能部门及相关干部在服务企业过

程中失职失责和作风问题，推动解决影

响营商环境的“痛点”“难点”“堵点”问

题，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认

真履职。

据悉，该县纪委监委以改进作风为

重要抓手，紧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决

策部署、改革举措、政策法规、项目资金

等方面落地执行情况，通过采取听取汇

报、查阅资料、座谈了解、随机查看窗口

单位监控系统、全覆盖走访重点项目及

企业等方式，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住

建局、县发改委、行政服务中心及各乡镇

等重点领域、重点单位集中开展优化营

商环境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着力发现

并解决漠视群众诉求、办事效率低下、工

作作风松懈、制度执行不到位、监督管理

缺位等问题；重点查处相关职能部门在

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存在的失职渎职、

贪污贿赂、徇私舞弊、吃拿卡要等违纪违

法问题。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和困难，通过下发纪律检查建议书、监察

建议书和督办函等方式，督促相关职能

部门压紧压实惠企助产主体责任、履职

尽责。 （胡晓王婕）

本报讯“您好！现在办理营业执照

等相关手续是否更加方便快捷？有没有

什么不合理的收费行为？”近日，商城县

城关某商户接到县纪委监委派驻第三纪

检监察组的随机问卷电话，了解优化营

商环境方面部署落实情况。为着力破解

影响营商环境的“痛点”“难点”“堵点”，

商城县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组立足职

责定位，积极主动作为，为优化营商环境

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强化政治监督。督促县政务服务和

大数据管理局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制订方案、明确任务、建立台账、

跟踪问效，确保中央、省委、市委关于优

化营商环境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同

时，开列问题清单，及时对照优化营商环

境系列政策，对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单位

的政策落实、工作效率、服务态度等情况

开展综合监督检查。

畅通举报渠道。在行政服务大厅等

人员较为集中的位置张贴《举报干部作风

问题通告》、发放损害营商环境监督便民

联系卡、设置举报邮箱，在政府网站、“阳

光村务”网络监督平台发布专项整治漠视

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的监督举报方式，多渠

道收集信访投诉和群众意见建议。

强化监督执纪。强化执纪问责力

度，建立线索处置快速通道，在涉及窗口

单位工作作风、损害营商环境案件办理

等重点工作上，出重拳、下猛药。截至目

前，针对窗口单位提出整改建议3条，督

促整改问题两个；对违反工作纪律行为

严肃处理，责令深刻检查4人，警示约谈

7人，提醒谈话两人。（周黎明陈泽浦）

为进一步拓

宽信访监督渠

道，郏县县委巡

察办精心制作

1.5 万把“巡察

扇”，深入各村小

超市、文化广场

等群众公共活动

聚集点，发放给

群众。图为8月

3 日，县委第七

巡察组工作人员

在安良镇朱洼村

发放“巡察扇”。

高得亮摄

“以前跟孩子们打电话，总是‘喂喂，

你说的啥，再说一遍’，孩子们回过来，也

总是提示‘暂时无法接通’，弄得孩子们

可烦。现在可好，打电话、视频通话流畅

得很，孩子们也愿意跟我多说话了。”7月

15日，汝州市小屯镇张庄村村民魏春和

高兴地对开展“回头看”的巡察干部说。

2019年12月，汝州市委第十七巡察

村（社区）组进驻小屯镇张庄村开展巡

察，在入户走访中，不断有群众反映网络

质量不好、通信不畅。巡察组也明显感

到手机信号时断时续，有时连微信也登

录不上。

经了解，原来，为解决张庄村及周边

村长期以来网络质量不好、信号较弱问

题，2019年9月，汝州市移动公司委托铁

塔公司在张庄村小学附近建设一座信号

塔，在投入近20万元，信号塔基座已经建

成的情况下，群众以信号塔对身体有辐

射危害、塔身较高不安全为由阻止施工，

导致信号塔成了“半拉子”工程。

在信息化时代,没有网络信号就等

于是个“盲人”。为解决这一民生问题，

巡察组立即向小屯镇党委下达整改通知

书，召集由镇村干部、市移动公司、铁塔

公司和群众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听取群

众意见，讨论施工方案。最后，群众和市

移动公司达成一致，同意信号塔继续施

工。但由于受天气和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项目迟迟没有开工。在今年开展的

巡察“回头看”中，巡察组再次对这一问

题进行督办，经各方共同努力，7月13

日，信号塔终于建成投用，彻底解决了张

庄村及周边村民的通信不畅问题。

本报讯“设立监督监察协作区，有效

整合了资源，改变了乡镇纪委力量薄弱、

办案能力欠缺的局面，也排除了很多人

情干扰，大大提高了问题线索的处置质

量和效率。”7月20日，在协作区建设座

谈会上，宜阳县锦屏镇纪委书记周治国

坦言。

今年4月，为强化协作配合、凝聚监

督合力、提升监督质效，宜阳县纪委监委

决定推行监督监察协作区制度，在全县

范围内设立4个协作区，每个协作区由一

名常委、一个监督监察室、两个乡镇纪委

和两个派驻纪检监察组组成。协作区在

县纪委常委会的领导下，实行主管常委

负责、监督监察室主任牵头、乡镇纪委和

派驻组全力配合的工作模式。

协作区既要做好日常监督，又要做

好执纪问责，在运行中坚持做到五个注

重：注重日常监督，善用监督执纪第一种

形态等；注重统一协作，统筹协调本协作

区审查调查力量，形成监督合力；注重会

商研判，集思广益，集体讨论、集体决策；

注重线索交办，通过指定办理、联合办理

和交叉办理，实现快速高效处置；注重审

核把关，乡镇纪委和派驻纪检监察组拟

了结的问题线索，由协作区集体协商形

成一致意见后，按程序上报了结。

设立监督监察协作区以来，宜阳县

纪委监委共处置问题线索390件，立案

124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53人，日常

监督和执纪问责均取得了良好成效，实

现了线索运转效率、案件办理质量、攻坚

克难能力明显提升。 （宜纪）

商城县加强监督主动作为

信号好了 群众乐了
□王延涛薛亚楠

近日，滑县纪委监委举行了全县纪检监

察干部“树清廉家风、建廉洁家庭”主题活

动，围绕参观县廉政教育中心、观看警示教

育片、通报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签订《家庭助

廉承诺书》、开座谈会等环节开展，100余名

干部家属受邀参加。 滑纪摄

8月4日，洛阳市洛龙区古城街道办事

处纪工委书记吉洛峰在检查辖区“违建”整治

工作。“违建”整治工作由该办事处党工委统一

部署，纪工委全面负责，多部门联合，主要对部

分业主私搭乱建侵占公共区域等违法违规行

为进行彻底治理，并做到“整治、清运、补绿”相

结合。目前，该办事处共出动90余人，清运车

辆两台，拆除违建58处。 单丽萍摄

温县纪委监委聚焦乡村两级防溺亡措

施和任务落实，成立7个防溺亡检查组，全

天候、全环节、全路段深入全县各河堤、河滩、

河岸一线进行督导检查，筑牢防溺亡工作安

全网。图为近日，检查组检查防溺亡值守点

设置和人员巡查、应急技能培训和物资配备

情况。 李宏亮摄

巡察故事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郭莹）

“作为党员干部家属，我有责任、有义

务做好家庭的廉政监督员，以廉护家，

让我们这个家庭成为他干事创业的稳

定后方。”7月27日，参观完焦作电厂

廉政教育基地后，该厂中层干部家属

喻希说。

焦作市解放区纪委监委在“廉洁从

家出发”活动中，注重典型引领，打造了

两批8个可参观、可借鉴、可学习的“廉

洁从家出发”示范点。焦作电厂就是第

二批示范点之一。

“我们将大力宣传‘廉洁从家出发’

工作中的先进典型，把‘正家风’的小题

目做成‘立规矩’的大文章，引领带动社

会民风向善向好，积极建设风清气正勤

廉解放。”解放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

监委主任纪蒋凯丰说。

焦作市解放区

强化示范带动 引领崇廉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