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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娃娃上学的问题终于解决

了，你们真是帮了我的大忙。”8月30日上

午，在内乡县教体局一楼信访接待大厅，

进城务工人员王政英通过“面对面”招生，

顺利解决了孩子进城上学问题，并与孩子

要去的县城第三小学招生负责人当场接

洽办理好入学手续。多天来压在心上的

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老王颤抖的声音里

透着喜悦和满意。

王政英两口子是该县桃溪镇农民，几

年前来到县城创业，在菜市场租了间门

面房卖菜。夫妻俩有一个小孩，过去一

直在村小学上学。今年暑假以来，老王

想把孩子转到县城上学，可是他跑了几

所小学，都被学校以学生满员、租赁信息

不明确等理由搪塞过去。后来在老乡的

帮助下，老王抱着碰运气的想法在该县

纪委监委监督网站上写下了自己的诉

求。没想到半天工夫不到，就接到了该

县纪委监委派驻县教体局纪检监察组组

长叶向波打来的电话，让他第二天带着孩

子和相关材料到县教体局“面对面”解决

孩子入学问题。

随着城镇化规模的扩大，农村进城

务工人员队伍迅速壮大，解决随迁子女

入学问题就变得更为现实、迫切。适逢

秋季开学，该县纪委监委把监督“靶心”

位移到招生一线，督促教育部门主动回

应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规

范招生程序，不得随意提高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入学门槛，把“阳光招生”落到

实处。

加强精准监督力度、开展“面对面”招

生、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是该

县纪委监委向县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的监察

建议。该县教体局认真接受县纪委监委的

督促，于8月28日至30日连续三天时间

内，由局长孟海波亲自带队，责成基教股、

招生办、党风政风办公室和城区内中心学校

组成“招生疑难问题解决专班”，组织城区内

16所中小学校近40名招生人员，在县教体

局一楼信访大厅内开展“面对面”现场办公，

统筹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残疾适龄

孩子以及优抚对象子女等入学问题。

在“面对面”三天的现场招生中，该县

纪委监委注重发挥监督职责，及时向社

会公布监督电话，在网上发布跟进监督

信息，还进一步健全完善招生违规举

报、申诉和受理机制。派驻纪检监察组

工作人员不顾节假日休息，始终做到全

程跟踪，现场监督，确保招生“阳光”公

平，家长满意。此次招生累计解决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82人，解决军人

子女、残疾适龄学生入学35人，解决群众

关注的热点问题150余件，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 （薛国营王宗璞）

本报讯“您办事时是否遇到过市直

单位科室负责人或工作人员有吃拿卡要、

推诿扯皮、慵懒散慢浮现象？”“您认为是

否有单位科室职责不清、业务互相重叠导

致办事效率低下甚至‘踢皮球’现象？”这

是近日汝州市纪委监委调研法规室以暗

访形式到企业调研市直职能部门“中梗

阻”现象的一幕。

为着力解决影响营商环境的痛点难点

堵点问题，推动各项纾困惠企政策直达基

层，7月29日，汝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何长军到该市产业集聚区调研，

实地走访天瑞水泥、电化公司、煜达阀门等

重点企业，召开由发改、环保、水利等职能

部门和企业家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当面听

取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征求

对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六稳”“六保”的意

见建议，会同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归纳梳理，

建立台账，督促相关部门抓好整改落实。

“你们在这里只管一心一意谋发展，

外部环境、政策支持、服务保障这一块交

给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来做。我们将对职

能部门不作为慢作为和乱摊派、乱检查、

乱收费等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

手软。”何长军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表示。

针对一些市直职能部门科长、主任、

所长等中层干部，在为企业服务过程中吃

拿卡要、推诿扯皮、设置障碍、权力寻租等

问题，汝州市纪委监委派出暗访组到企业

开展“中梗阻”现象专题调研，针对收集的

环保执法“一刀切”、供水价格高、融资难融

资贵等问题，逐项制定整改措施，推动问题

快速解决，清除影响营商环境的“绊脚石”。

为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汝州市

纪委监委还把优化营商环境纳入日常监

督内容，要求第一至第七纪检监察工作协

作区分成7个组，围绕纾困惠企政策落实

情况，干部作风情况，相关职能部门在权

力运行、岗位履职、纪律作风等方面的廉

政风险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等方面，每月

走访本协作区内5个以上重点企业、部分

个体工商户，着力解决行政审批、执法监

管、公共服务等11项损害营商环境的突

出问题，确保“内循环”血管畅通。

“现在汝州的营商环境这么好，我决

定返乡创业，在产业集聚区新上一家饲料

厂。”河南九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红学说。 （王延涛薛亚楠）

本报讯“在纪律审查中，金某某认

识到自己法律知识的缺乏，主动配合纪

律审查，对所犯错误积极悔改，认错态度

较好。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六十六条、第八十三条……之规定，经

皮营街道纪工委研究，报党工委同意，决

定给予金某某党内警告处分。”8月21

日，西华县皮营街道纪工委副书记李学

广向东金营社区党支部委员金某某宣读

了纪律处分决定。

7月17日，由西华县纪委监委牵头

组建的重点村居集中整治工作组在社区

活动广场召开了一场以案促改警示教育

大会，通报了3起扶贫领域村居干部违纪

违法典型案例，组织社区党员干部交流

思想认识、剖析案发原因、查摆整改问

题。当日下午，金某某走进工作组驻地，

主动交代他与4名亲属违规享受低保待

遇问题，上交他和亲属违纪所得钱款，并

表示认错悔过。

5月份以来，该县纪委监委坚持将以

案促改贯穿审查调查、巡察村居、重点村

居集中整治工作始终，推动扶贫领域以

案促改集中行动深入开展，持续放大“三

不”一体推进叠加效应。在田口乡王贯

楼行政村，有6名村干部主动交代其与亲

属违规申领低保资金、违规领取扶贫公

益岗位工资、虚报冒领占地补偿款等问

题，并主动上交违纪违法所得钱款。截

至目前，全县已有21名村居干部主动交

代违纪违法问题，主动上交违纪违法资

金16.3万元，“主动交代”逐渐成为监督

执纪执法新常态。 （胡建威）

本报讯“当前，决战脱贫攻坚、决

胜全面小康已进入关键期，为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纪检监察干部要发挥监督保

障作用，让‘对脱贫户开展经常性走访

成为常态’落实到位，及时帮助解决脱

贫户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确保

脱贫不脱帮扶，保障脱贫不返贫。”为助

力全县脱贫攻坚工作，正阳县纪委监委

负责人在日前的纪检监察工作会上要

求道。

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正阳县纪

委监委近日配合县委开展了全员大走访

活动，对全县脱贫户和未脱贫的贫困户

进行全覆盖式的大走访，进一步摸清脱

贫户脱贫一年多来的情况，以便采取有

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坚定他们致富奔小

康的信心。

该县纪委监委从夯实干部作风入手，

边走访边督导检查党员干部对脱贫户上

门走访情况，促进全县党员干部在决战脱

贫攻坚中深入扎实开展工作，并对检查中

发现的工作作风不实、不认真开展走访活

动的一个乡镇和两个县直单位的6名工作

人员进行了通报批评。 （邹国华）

本报讯“你刚走上工作岗位，一定要

系好每一粒扣子，走好人生的每一步，以

德修身，以廉筑基，以勤立业，不辜负组织

对你的期望。”这是扶沟县高中教师文丽

华给其在县委组织部工作的丈夫张金波

写的廉政寄语。

全市以案促改工作开展以来，扶沟县

创新工作载体，以吹廉政“枕边风”、写廉

政寄语、举办演讲比赛等形式，充分发挥

家庭、社会在以案促改中的作用，多方位

筑起反腐倡廉的“防火墙”。

县纪委监委各派驻纪检监察组全程参

与派驻单位的以案促改方案制订、问题剖

析、民主生活会、整改落实等工作，并做到

问题找不准不放过、原因分析不透彻不放

过、整改措施不过硬不放过、成效不显著不

放过，对搞形式、走过场的单位要求推倒重

来，并限期整改到位。 （陈亚乐王世豪）

本报讯 近期，鄢陵县纪委监委积

极开展“党纪党规进基层”廉政教育活

动。活动以“一讲四送一参观”的廉政

教育模式开展，“一讲”即讲好一堂党纪

党规课；“四送”即送全天候党纪党规

“教员”、送党纪党规书籍、送“六大纪

律”宣传挂图、送廉政微视频；“一参观”

即参观鄢陵县党史陈列馆、廉洁主题公

园和红船雕塑，接受党史教育，增强党

性修养。

“开展‘党纪党规进基层’廉政教育活

动，旨在打通全县386个村(居)廉政教育

‘最后一公里’，让基层党员干部学习工作

有了抓手，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让基层

党员干部真正学纪律、懂规矩。”该县纪委

监委负责人如是说。（张轶敏张俊霞）

鄢陵县

党纪党规进基层

本报讯 8月20日，沁阳市人民法

院公开审理武陟县圪垱店乡圪垱店村

原党总支副书记孔某等19人涉黑组织

案，沁阳市纪委监委组织纪检监察干

部、农村党支部书记等160余人“零距

离”参加了旁听，将庭审现场变成了一

堂生动的“警示教育课”。

“现场旁听庭审感触非常深，我

会将庭审感受和村‘两委’班子分享，

提醒大家坚守廉洁底线，做好为民服

务，绝不以身试法，杜绝黑恶势力。”

王召乡感化村党支部书记张培英感

慨道。

据悉，今年以来，该市共召开以案

促改警示教育会60余场，5000余人接

受了警示教育。 （邢沙沙）

本报讯 近日，永城市纪委监委接

到省委巡视组发现该市公职人员参与

经商办企业问题较为突出的反馈意见

后，当即启动开展了公职人员违规经

商、办企业专项治理活动，借用省委巡

视组力量，碰撞省厅部门大数据，核查

全市涉嫌违规经商、办企业的公职人员

2900余人次。对核查发现的问题线索

从严从快处置，对背后的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深挖细查。

截至目前，给予党纪政务处分49

人、批评教育181人、诫勉谈话18人，并

对典型案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形成了

强力震慑。 （冉林松）

本报讯 近段时间，桐柏县纪委监

委聚焦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重点对扶贫产业项目专项资金使

用、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日常运行

等产业扶贫情况开展了专项监督检查，

盯紧各环节，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落实好

主体责任，推动相关政策落到实处，让

扶贫产业发展惠及更多困难群众，为脱

贫攻坚保驾护航。

经过该县纪委监委及时跟进监督

和各职能部门协同发力，拓宽了销售渠

道，解决了销路难题。目前，该县在各

电商平台开展线上扶贫产品消费活动，

全县农产品互联网销售额达1640万

元，受疫情影响的农产品滞销现象得到

明显有效的缓解。 （乔梁石瑞）

本报讯 为健全完善巡察整改监督

机制，高压传导巡察整改责任，近日，汤

阴县委巡察机构出台《县级领导干部督

促推动分管（联系）单位巡察整改工作

暂行办法》，为做细做实巡察“后半篇文

章”提供了制度保障。

《办法》规定，县级领导干部要把抓

好巡察反馈问题整改作为政治责任，把

抓好巡察成果运用作为政治任务，督促

推动分管（联系）单位巡察整改工作。

要根据工作安排列席县委书记专题会

议、出席巡察反馈会议，听取反馈意见，

掌握存在的问题。同时，根据巡察整改

进度，通过听取汇报、批示约谈、现场督

办、参加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等方

式，对巡察整改进行持续跟踪督办问效，

传导从严治党压力，切实压实整改责任，

确保整改取得实效。 （李斌孟宪敏）

本报讯 日前，西峡县纪委监委举

行首批营商环境监督员聘任大会，来自

县人大机关的薛贞等12人被选聘为营

商环境监督员。

据介绍，这支特邀监督员队伍是该

县纪委监委从党政机关干部、党代表、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负责人、村（社

区）负责人、法律工作者、民主党派和无

党派人士中选聘的，将作为第三方监督

力量对营商环境挑刺、揭短，成为下情

上达的直通车、了解情况的显微镜、参谋

决策的智囊团。 (封德靳岚岚）

沁阳市

以案促改直抵基层“神经末梢”

永城市

专项治理违规经商办企业行为

桐柏县

靠前监督护航产业扶贫

汤阴县

巡察整改不力 分管县领导有责

西峡县

首批12名营商环境监督员上岗

本报讯 近年来，伊川县纪委监委高

度重视家风建设工作，将其作为全面从严

治党，助推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抓手，持

续开展纵向到底、横向到边，零死角、全覆

盖的家风建设。

此外，该县纪委监委还组织纪检监察

干部带头立家规、晒家规、讲家规，开展了

“春联蕴家风、墨香年味浓”写对联、“书名

人家训、树清正家风”硬笔书法大赛、手写

廉洁寄语等活动；在“清风伊川”微信公众

号开辟了“家风建设”专栏，持续刊登优秀

家风故事；邀请道德模范、专家为干部讲

授家风故事、优秀传统文化等，在全县形

成了重视家风、传承家风、践行家风的良

好氛围。 （常昊宗）

“娃娃上学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内乡县精准监督确保招生“阳光”公平

扶沟县
满城劲吹清廉风

伊川县
培育传承良好家风

打通“中梗阻”畅通“内循环”
汝州市加强监督优化营商环境

正阳县 监督保障对脱贫户回访常态化

西华县“主动交代”成为新常态

漯河市郾城区纪委监

委紧盯脱贫摘帽后“不摘

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

扶、不摘监管”等情况，联

合区委巡察办开展专项检

查，助推扶贫力量持续发

挥作用，防止返贫问题出

现，确保脱贫攻坚成效。

图为该区联合检查组的干

部在新店镇走访群众，了

解相关情况。朱红亚摄

郑州市管城区纪检监察干部深入一线，

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走访，

用拉家常的方式向群众了解惠农政策落实、

征地拆迁补偿款发放及干部作风等情况。图

为近日，该区纪检监察干部在南曹街道办事

处席村走访。 鲍毅汪新伟摄

日前，新乡市凤泉区纪委监委在全区

公职人员中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处

分法》学习高潮，提高公职人员遵纪守法

意识。图为该区潞王坟乡五陵村的村干

部们在学习讨论《政务处分法》相关条

款。 童玉举摄

开封市祥符区纪委监委聚焦扶贫资金的

使用进行监督，为决胜脱贫攻坚按下“保障

键”。图为8月31日，该区纪委监委干部在西

姜寨乡爱思嘉农旅公司就“财政扶贫资金项

目+农业龙头企业+基地+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带贫效果进行监督检查。 耿凤忠摄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赵勤)

“建议你们组对巡察报告进行再修改、

再完善，写问题时要把巡察出的具体事

例摆进去。”近日，汝阳县委巡察办在今

年县委第十三轮常规巡察暨第五轮巡

察村（社区）组办会商中，一些巡察报告

中存在的问题和修改意见被当场反馈，

并要求限期修改完善。

如何提高巡察报告质量、提升巡察

质效？汝阳县委巡察办紧紧抓住组办

会商这个载体，以党规党纪为尺子，对

巡察报告的政治站位、谋篇布局、问题

定性、语言表述、事例支撑等方面进行

详细研判，确保巡察报告客观全面，问

题阐述清楚,事例翔实充分，定性精准，

真实反映巡察成果。

本报讯“我们带着孩子一边看莲花

一边看廉洁小故事，孩子们特别感兴趣，这

样的宣传教育特别好……”近日，一名来栾

川县秋扒乡小河村游玩的游客指着莲池甬

道边的宣传牌说，“公仪休拒鱼、陶母责子

退糟鱼……这些小故事既通俗易懂，又有

教育意义，融廉于景、润物无声……”

为更好地利用和发挥小河村独特而

丰富的“莲”资源优势，近年来，秋扒乡以

“莲”为依托，将“廉”文化巧妙地点缀其

中，30余个廉洁故事、廉言廉语等以景观

形式与莲池风光巧妙融合，让众多村民

和游客在休闲观光的同时，感受“清风”

徐来，阵阵“廉香”。 （郭红团庞敏）

栾川县秋扒乡
以莲喻廉倡廉

汝阳县

抓实组办会商 提升巡察质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