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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嵩县县委着眼2021年村

级组织换届工作，注重运用巡察村（社

区）成果，探索推行“红黄绿”工作法，高

质量实现了全县322个行政村（社区）的

巡察全覆盖，向乡镇党委提供不符合“一

肩挑”候选人资格16名，为村级组织换

届提供了有力保障。

探索“红黄绿”工作法，建好
机制“搭平台”

嵩县县委严格按照省市“两委”候选

人“十不能十不宜”具体要求，紧密结合

巡察村（社区）工作，用“红黄绿”工作法

为村级组织换届亮灯指向。“红”为“停

止”，即对“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不力，群众反映集中，存在严重违规违

纪问题，组织领导力弱，所带领基层组织

软弱涣散”的意向候选人，亮出红牌坚决

不用；“黄”为“警示”，即对“担当作为不

够，执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偏差，所

带领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有待提高”的

意向候选人，亮出黄牌进行组织约谈看

整改成效；“绿”为“通过”，即对“群众威

信高，干事创业、担当有为，廉洁自律”的

意向候选人，亮出绿牌建议留任。

“红黄绿”工作法分四步实施：第一

步，对村（社区）研判分好类。通过梳理

纪检、组织、信访等部门函询资料，按照

“先进、一般、落后”三个等次将村（社区）

党组织初步分类，为巡察发现问题备足

“弹药”。第二步，对人选“画像”严把关。

在研判村（社区）的基础上，对主要负责同

志和意向候选人进行分析，精准“画像”。

第三步，与组织部门衔接促运用。及时与

县委换届办沟通巡察村（社区）综合成果，

提出“红黄绿”建议，为换届工作提供参

考。第四步，开展“回头看”抓落实。由巡

回督查组会同组织部门和乡镇党委督促

抓好问题整改，提升整改成效，并对“黄

灯”对象再次作出评价。

聚焦重点对象深入研判，荐
才选能“画准像”

嵩县县委将村（社区）“两委”主要候

选人“政治画像”和重点村（社区）政治生

态情况报告，作为“红黄绿”评价的重要

支撑。通过巡察组务会、组办会商会、巡

察工作领导小组听取汇报会、书记专题

会，紧扣候选人“十不能十不宜”要求，对

标“十看”标准，综合研判候选人政治素

质“高不高”、工作能力“强不强”、服务作

风“好不好”、遵规守纪“廉不廉”。

“十看”即看候选人是否能够自觉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看是否有号召力、凝聚力，干

事创业是否有组织力、战斗力；看党建工

作责任制是否落实，带领党员是否有效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看是否带头开展民主决

策，认真落实民主议事制度，“三务”公开

是否及时到位；看工作实绩有多少，为群

众办实事好事、解决具体困难有哪些；看

是否积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村民收入

是否持续稳定增长；看作风是否扎实，联

系服务群众是否密切到位；看个人是否受

过刑事处罚，推动扫黑除恶成效是否明

显，是否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等问题；

看带领化解信访矛盾是否得力，村内是否

稳定；看是否廉洁自律，有无插手村级项

目、变相包揽工程，侵占和挥霍村集体资

金、资产、资源等干扰村务问题等。

目前，已对村（社区）意向候选人进

行“政治画像”177人，形成重点村（社区）

政治生态情况报告16份，为组织部门选

优配强村级组织主要干部、推行“一肩

挑”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

移交“三报告两清单一通
报”，部门联动“拉铁网”

为确保“红黄绿”工作法精准管用，

县委巡察办主动向县委换届办移交“三

报告两清单一通报”。“三报告”即巡察村

（社区）反馈意见报告、乡镇党委关于反

馈意见整改情况报告、反馈意见集中督

查报告；“两清单”即移交问题线索清单、

巡察发现问题清单；“一通报”即市委、县

委巡察办关于巡察村（社区）通报。

目前，县委巡察办已向县委组织部

转交巡察村（社区）报告及反馈意见322

份；对问题清单分类建立工作台账，确保

清单制管理工作扎实有效推进；向纪委

移交问题线索140件，给予党政纪处分

26人，组织处理14人，约谈村（社区）“两

委”主要负责人29人，挽回经济损失414

万元，办理民生实事333件，收到了良好

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夯实了换届基

础。

本报讯 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

环境，日前，洛阳市纪检监察机关充

分发挥监督职能，在严格资格审查、

严肃执纪问责的基础上，采取多种措

施打击诬告陷害行为，并做好澄清正

名工作，为换届选举提供了纪法保

障。

作为省试点的孟津县，成立由纪检

监察、组织、政法、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

合调查组，严厉查处打击破坏换届选

举、拉票贿选、诬告陷害等违纪违法行

为，由于宣传到位、震慑强烈，换届选举

工作平稳有序，该县村（社区）“两委”换

届于日前圆满收官。洛龙区、偃师市、

伊滨区则加强资格审核，严把入口关，

分别将24人、8人、2人不符合参选条

件的人员排除在外。

“向诬告陷害行为亮剑，为干事担

当者撑腰”“严惩诬告陷害，弘扬清风正

气”……走进该市栾川、汝阳、伊川、新

安等县区的农村、社区，像这样的宣传

标语随处可见。换届选举展开前，该市

组织在全市所有村（社区）广泛张贴标

语、悬挂横幅，并利用电视、广播、微信

公众号等媒体发布诬告陷害惩处规定

以及典型案例，营造了氛围，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

洛阳市纪委监委还于日前专门印

发监督保障全市村(社区)“两委”换届

工作十条措施，其中对打击诬告陷害、

做好澄清正名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据介绍，换届期间，该市纪检监察机关

将协同公安机关对换届选举期间诬告

陷害或者强迫、唆使他人诬告陷害，干

扰换届选举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

理。特别是对手段恶劣、造成不良影

响，严重干扰换届选举的，坚决依纪依

法从重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通过诬告陷

害获得的资格、职务等不当利益，纪检

监察机关将移送有关部门按规定予以

纠正。 （陈聚涛时永坡）

本报讯“您好，秦师傅，我是区纪委监

委第二纪检监察室负责人张明杰，今天来家

里想聊聊，请问您知道不知道啥叫‘一肩

挑’，哪些是违反换届纪律的行为……”“知

道。之前办事处来人了解情况，不但征求了

我的意见，还详细讲解了‘两委’换届的相关

纪律。”这是近日郑州市上街区纪委监委换

届纪律督导组到济源路办事处三湾街社区

秦师傅家里随机访问的场景。

近期，按照中央和省市纪委关于加强村

（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纪律的相关要求，上

街区纪委监委统筹协调各种力量，由党风室

牵头联合各纪检监察室组成6个督查组，采

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直接进村（社区）入

户，通过看、听、问、访、核的方式，瞄准监督

换届纪律“靶心”，掌握换届工作新情况、新

问题，切实履行监督执纪职责。同时，突出

区纪委监委信访室阵地作用，设立“两委”换

届信访举报绿色通道，全方位、多渠道优先

受理处置涉及换届纪律的信访举报，确保换

届工作公平公正有序推进。 （韩霄柴宁）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刘润琪谢
辛凌）为确保沈丘县村（社区）“两委”换届工

作顺利进行，该县纪委监委坚持把换届纪律

规矩挺在前面，要求在具体操作中严格遵守

“十个严禁”，对违反“十个严禁”要求的行为

采取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

一起。对查证落实的拉票贿选行为，将依照

有关规定，从重从快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参与、帮助他人

拉票贿选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同时

将加大追责问责力度，对换届风气不正、监督

检查不力、造成恶劣影响引发不良后果的，依

规依纪依法追究相关部门（单位）、有关部门

（单位）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责任。

当前，沈丘县578个建制行政村（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正按照时间节点要求科学

有序推进中。

近日，武陟县龙泉街道纪工委对村（社区）“两委”换

届纪律进行宣传走访，确保知晓率达到百分之百。

宋小战摄

◀为进一步严肃村（社区）“两委”

换届纪律，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

选举氛围，近日，平顶山市湛河区纪委

监委在全区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

动员会上以直播的形式，面向基层各

级分会场播放警示教育片，5000余名

基层党员干部群众进行现场观看，再

次敲响廉洁警钟。 杨冰洁摄

本报讯“门好进，脸好看，微笑着

就把事办了……”眼下，三门峡市广大

群众普遍感受到了党员干部作风转变

带来的可喜变化。这一切，均源于该市

今年3月份以来开展的“新衙门作风”

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

专项整治工作在三门峡市委统一

领导下，由市纪委监委统筹推进，重点

整治麻木不仁型、打太极型、泥菩萨型、

自闭型、批发商型、明星表演型等六种

典型“新衙门作风”问题。

为开展好“靶向治疗”，三门峡市专

门设立样本检测组，把各级各部门和

党员干部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落实“六稳”“六保”、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打

赢“三大攻坚战”、市委市政府年度重

点工作（项目）作为整治重点，建立20

个样本监测点。样本检测组定期走访

排查收集问题，“解剖麻雀”，找准“新

衙门作风”的症结所在，然后“照方抓

药”，跟进监督，推动解决赛诺维制药

公司西区45亩科研用地审批等问题

271个。

在专项整治中，三门峡市突出严的

主基调，作风问题“露头”就治。聚合督

查力量，对各县（市、区）和35家市直单

位开展督查，对24个窗口单位多次暗

访，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17个。全市

共收集办结疫情防控、“六稳”“六保”、

脱贫攻坚、民生等领域“新衙门作风”等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线索230个，处

理163人次。

三门峡市坚持开门抓整治，以“线

上三门峡”App为载体，开展整治“新衙

门作风”线上评议，让社会各界特别是

服务对象参与监督评价。4.5万人对82

家市直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群团组

织进行评议，收集“不满意”评价类型意

见3709条。市整治办集中向72家单

位反馈问题建议729条，对号入座，逐

一整改。市直相关单位共制定整改措

施676条，完成整改问题463个，采纳

群众意见建议266个。

目前，三门峡市“新衙门作风”专项

整治已转入常态化整治。市委常委、市

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栗金强表示，要

以重整行装再出发的态度，以钉钉子精

神打好作风建设持久战，擦亮作风建设

“金色名片”。 （唐贵炎张华）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胡晓
杨朝辉张璐宁）“刘委员，俺早上路过咱

村五组、六组交界处新建的桥时，看见

东桥头那儿可有三四米长的裂缝了，你

抽空去瞅瞅。”“刘委员，俺组王大圈种

麦时，为了争地边界和邻居都快打起来

了，你赶紧去看看。”最近，鲁山县磙子

营乡磙子营村的群众只要有事都愿意

找“刘委员”。

今年8月，该村组建了村级“监督+”

工作小组，高票当选的刘志亮是村党支

部的纪律检查委员，也就成了群众口中

的“刘委员”。

为在村组监督的“最后一米”发力，

今年以来，鲁山县纪委监委创新工作思

路，以磙子营乡为试点，积极探索纪检

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把配齐配强村党

支部纪律检查委员工作作为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抓手，有效

激活从严治党“神经末梢”。8月份，磙

子营乡根据工作方案，在全乡47个行政

村选聘了由现任村党支部委员或党员

担任的村党支部纪律检查委员，并和村

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廉情监督员组成了

“监督+”工作小组，对照该乡纪委编制

的包含村级3类12项42条权力事项清

单，通过“监督+一对一联系村”“监督+

群众”“监督+走访”“监督+座谈”等多种

形式构建一张全覆盖、无死角的立体化

监督网络，综合运用社情民意收集处

理、分工协作定期报告、甄别研判结果

三大工作机制，对村里的工程建设、土

地流转、惠农政策落实等情况进行监

督，真正把监督触角延伸到基层一线。

3个多月来，该乡47个村“监督+”

工作小组已监督民生项目22个，向乡纪

委报告问题线索18条，纠正苗头性问题

17起，化解农村信访问题25起。

本报讯“这种事事做教材的针对

性‘小课’，很接地气，能通过小事和具体

案件把业务讲清楚，而且能记得牢。”近

日，在栾川县纪委监委机关执纪办案经

验分享活动结束后，谈到感受，县纪委

监委干部杨艳波如是说。

今年以来，栾川县纪委监委开启“随

机教育”模式，强化纪检监察干部日常学

习培训，引领纪检监察干部学习热潮。

据悉，“随机教育”是栾川县纪委监

委在全县纪检监察干部集中培训和干部

自学的基础上，采取“时时搞教育、处处

设课堂、人人当讲师、事事做教材”等方

式，开展的常态化全员培训。（郭红团）

本报讯 近年来，遂平县纪委监委

不断加强和巩固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

育，以丰富的载体、有力的举措促进廉

政教育常态化。

以学养廉成常态。该县各级各部门

将党风廉政建设学习列入必学内容，建

立党组中心组学习、民主生活会、每周

学习日等学习制度，层层开展廉政党

课、廉政教育学习活动。私人定制成常

态。定制“业务培训＋纪律教育”廉政

套餐，组织宣讲队伍到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一对一专题廉

政知识讲座。通报曝光成常态。及时

通报纪委监委办理的违纪违法案例，用

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廉政谈话成常

态。从日常严格监督做起，在党员干部

日常行为、思想作风出现苗头性、倾向性

问题时，及时进行谈话提醒。（徐华君）

本报讯（记者艾德利）今年以来，

郑州航空港区口岸业务服务局在港区

纪检监察机关的指导下，紧盯营商环境

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

坚持举一反三开展以案促改，制定政企

交往“廉政风险点”，划定政企交往红

线，针对破坏营商环境的吃拿卡要、不

作为、乱作为等典型问题加大整治力

度，不仅推动了港区营商环境的进一步

优化和服务水平的明显提升，更有力地

推动了跨境电商的发展。

为进一步推动贸易便利化，该局根

据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情况，在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方面勇于担当、主动服务、高

效作为，严格落实企业难题直通车制

度，对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困难和问

题，积极跟进，协调解决，帮助企业健康快

速发展。针对电商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

和企业遇到的新问题，创新监管模式，推

动通关流程优化，提高通关效率，积极落

实国家结构性减税政策，努力降低企业负

担，确保“六稳”“六保”政策落实落地。

本报讯“你认为本单位党委（党

组）在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中存

在哪些不足？”“你是如何履行一岗双责

的？”……近日，信阳市浉河区纪委监委

驻区发改委纪检监察组与驻在单位浉

河区发改委班子成员开展谈心谈话。

为进一步发挥派驻机构前哨和“探

头”作用，推动驻在单位党委（党组）充

分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连日

来，该纪检监察组与5个综合监督单位

的29名班子成员逐一进行谈心谈话。

在日常监督中，该纪检监察组注重运

用“谈心谈话”利器，开展经常性纪律教育，

让监督“长牙”、纪律“带电”，使铁的纪律真

正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

循，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周莉莉）

近日，驻马店市驿城区纪委监委以“扬正气

颂清风”为主题开展“廉洁文化进校园”活动，帮

助孩子扣好“第一粒扣子”。 驿纪摄

近日，太康县纪委监委举行学习《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知识竞赛暨业务技能大比拼活

动。 连韶光摄

严肃换届纪律确保风清气正

用好巡察“利剑”护航村级组织换届
□嵩县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王志伟

郑州市上街区
架起换届“高压线”

沈丘县
筑起换届“防火墙”

三门峡市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动真碰硬整治“新衙门作风”

洛阳市 严惩诬告陷害 匡正换届风气

鲁山县

构建村级“小微权力”立体监督网络

栾川县

“随机教育”引领学习新热潮

遂平县

丰富载体推进廉政教育常态化

郑州航空港区

优化营商环境 助推企业发展

信阳市浉河区

用好“谈心谈话”强化日常监督

本报讯“叔，最近身体还好吧？有

事儿及时跟我们说啊！”“没啥事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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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在陵头镇申坡村贫困

户申四海家走访时的暖心一幕。

今年以来，按照脱贫攻坚、深化专

项治理的部署要求，汝州市纪委监委持

续开展纪检监察干部大走访活动，每到

一户，都会仔细询问贫困户家庭成员构

成、致贫原因、脱贫成效和群众满意度

等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截

至目前，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共遍访重点

贫困户 1432 户 2362 人次，发现问题

572个，帮助解决530个。

与此同时，市纪委监委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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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佳丽）

汝州市

“遍访督查”“大走访”促问题解决

12月19日，林州市桂园街道办事处召开专题培

训会，对新一届村（居）党支部委员进行集体廉政谈

话。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王国鹏王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