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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现在俺村里正在换届，村

民坐在家里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登录上

‘阳光荥阳’，随时都能看到选举的情

况。”近日，荥阳市刘河镇纪委工作人员

来到石庄村了解换届选举情况时，该村

监委会主任介绍道。

“阳光荥阳”是荥阳市在前期村务直

通车基础上，升级打造的农村党务村务公

开监督平台。目前正值村（社区）“两委”

换届选举，荥阳市纪委监委紧盯公开方

式、公开机制等关键环节，充分发挥“阳

光荥阳”的作用，对村(社区)“两委”换届

政策落实、程序实施、纪律执行等情况进

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监督检查中，

该市纪委监委督促辖区村（社区）按照要

求对换届选举工作进行公示，并将相关

情况同步到“阳光荥阳”平台上，不断拓

宽监督渠道，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此外，

通过入户宣传、在醒目位置张贴“阳光荥

阳”二维码等形式对平台进行推广，切实

保障广大群众的知情权，确保换届选举

工作全程公平、公开、公正。

“公开是最好的监督，‘互联网+监督’

新模式让党务村务公开更加及时、透明，有

效调动了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主动性，

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荥阳

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武倩雯）

严肃换届纪律确保风清气正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马骞）

“这封举报信内容具体，而且涉及扶贫问

题，建议标注为‘4星’作为重要问题线索

转审查调查室办理……”“信上反映的大部

分内容与此前巡察移交的线索相同，原承

办室已办结反馈，建议按照重复举报件处

理……”这是近日禹州市纪委监委第40次

信访举报联席研判会上的一个场景。

为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

工作规则》要求，精准甄别非问题线索类

信访举报，该市纪委监委建立信访举报联

席研判制度，每周组织信访室、案件监督

管理室、党风政风监督室、案件审理室等

相关科室召开信访举报联席研判会，为每

一件信访举报“把脉问诊”，进一步提升信

访举报件的处理精准度。联席研判制度

严格闭环管理和保密纪律，规定了研判的

范围和处置流程，将信访室归口受理、巡

视巡察等其他渠道移送和审理室日常协

审案件纳入研判范围，准确剔除无实质内

容及“挂牌”举报、重复举报，重点发现涉

及脱贫攻坚、扫黑除恶等群众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题。

同时，对信访举报内容真实性、可查

性、时效性、严重性进行综合评估，按照来

源层次、来源方式、反映内容、反映频次及

轻重缓急等进行初步筛选预估，评定每个

问题线索具体“星级”，为承办部门办理问

题线索提供参考和依据。对线索笼统可

查性不强的匿名或重复举报，采取谈话函

询或直接了结方式进行处理的，标注为1

星或2星；对线索具有一定可查性需要进

行初步核实的，标注为“3星”；对涉及脱贫

攻坚、扫黑除恶、“八项规定”等群众关注

的热点问题，标注为“4星”，要求限时办

结；对于突发、紧急事件或舆论敏感问题

的举报，标注为“5星”，立即分办至承办部

门（单位），集中力量优先办理，快查快

结。信访室将“4星”“5星”列为重要信访

举报，定期督导办理情况，及时更新办理

进度，确保信访举报件按时办结。

“问题线索是执纪监督和审查调查的

源头和基础，通过联席研判和‘星级’管

理，从源头上把好问题线索进口关，从结

果上锁紧信访举报件了结的出口关，及时

回应群众关切，更能有效推动监督检查和

审查调查工作提速提质增效。”该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璐表示。

本报讯 村（社区）“两委”换届在即，

确山县纪委监委立足再监督再检查职责

定位，采取多项有效举措，靠前监督、“靶

向定位”开展精准监督，确保换届风清气

正。

纪律教育，筑牢换届警示“防火

墙”。组织全县202个行政村（社区）的

基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纪律处分条例、

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等纪法条规。强

化换届纪律学习教育，增强自觉意识，带

头执行、抓好班子、管好队伍，落实要求，

不越红线。

畅通渠道，为村级换届候选人员做

全面“体检”。利用全县202个行政村

（社区）设置的纪检监察信访举报邮箱，

进一步拓宽问题线索来源渠道。建立

综合举报受理平台，及时公开监督举报

电话，在“清风确山”“红色确山”公开信

访举报多种渠道，发布往届换届中查处

的典型案例，为严肃本次“两委”换届纪

律加压造势。

精准监督，吹响换届廉情“监督

哨”。注重发挥村级廉情监督员的“前

哨”和“探头”作用，202名村级廉情监督

员发挥贴近群众、熟悉基层的优势，吹响

换届廉情“监督哨”“观察哨”，严密跟进

换届前期廉情摸排，配合各镇（街道）纪

（工）委走村入户采集换届风气信息和舆

论走势、参与换届风气明察暗访，及时发

现并上报问题线索。 （余涛)

本报讯“老乡，村里换届工作已经

开始了，你们有没有听说什么拉票行为，

有人给你们提前打招呼投票没有？”近

日，嵩县纪委监委党政政风监督室的工

作人员到陆浑镇板闸店村进行走访，了

解换届选举工作开展情况。

自换届工作启动以来，该县纪委监

委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把换届纪

律挺在前面，前移监督关口，拧紧纪律

“发条”，防治和抵制各种不正之风的

干扰，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

环境。

“严肃纪律是必然要求，这也要求

我们监督部门要将监督贯穿换届工作

始终。我们成立了常态化监督检查组，

不定时进行暗访督查，及时处理发现的

问题，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密防范和

打击破坏选举纪律的违法行为。”该县

纪委监委党政政风监督室主任邢联合

说。

在换届启动前、开展中，该县纪委

监委充分利用全县322个村（社区）的

村务广播平台、公告栏、微信群等多种

形式，对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纪律要求

进行广泛宣传，确保党员群众将纪律

红线牢记心中，积极有序开展选举工

作。 （王艳）

本报讯“换届纪律记哩

清，拉票贿选可不行。群众心

中有杆秤，我说你中你才中。”

近日，面对前来走访的洛阳市

西工区纪检监察干部，该区红

山街道樱桃沟村村民李娇乐

呵呵地说起了自己的顺口

溜，表示一定投好自己手中神

圣的一票。

为保障村（社区）“两委”换

届风清气正，西工区纪委监委

全面推行“五防”工作措施。谈

到“谨防政策吃不透”，该区干

部李战鏖深有感触，“每周固定

学习不仅让我对‘六做到、六严

禁’纪律要求烂熟于心，‘十项

措施’‘十不能十不宜入圈子’

等各个环节的重点要求也都能

如数家珍呢。”相较于机关干

部，街道纪工委的任务更具体、

更烦琐，除了要跟进严肃换届

纪律的相关宣传，“谨防宣传不

到位”，还要对每个村（社区）悬

挂宣传打击诬告陷害行为、候选

人初审初核情况进行逐村、逐

社区监督检查，“谨防举报满天

飞”“谨防人选不合格”。信访

室的任务则是“谨防带病‘入圈

子’”，对2018年至今接收的涉及资格

候选人的60件问题线索，全部进行快

查快办。

“下好先手棋才能掌握主动权。下

一步我们将开展拉网式监督检查，监督

到办事处、检查到村（社区），对发现违反

换届工作纪律行为的，将严查快办。”该

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秦定邦）

本报讯 近期，商水县胡吉

镇纪委为了确保全镇28个行

政村“两委”换届顺利进行，先

后四次召开由镇全体机关干

部、各行政村“两委”班子成员

参加的村“两委”换届以案促

改警示教育大会，选取拉票贿

选、违反选举有关规定、破坏

选举等 4个典型案例逐一剖

析，并结合该镇实际对村“两

委”换届纪律、换届程序进行

安排部署。镇纪委抽调专人

对各行政村的换届工作全程

监督，发现问题立即指出并要

求及时整改。

目前，该镇 28 个行政村

“两委”换届工作按照时间节点

进展顺利，未出现一起信访事

件。 （何志威）

本报讯“我承诺：坚决服

从党的领导，严守换届纪律，

绝不拉票贿选……”近日，在

清丰县大屯乡雷家村竞选大

会上，村民委员会主任候选人

雷朝选向与会党员群众庄严

承诺道。

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

环境，清丰县纪委监委挺纪在

前，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

预防在先，及时筛选历年换届

选举拉票贿选等典型案例在

全县进行以案促改；严格按照

党员推荐、群众代表推荐、乡

（镇）党委推荐，纪检、公安、司

法等部门联审考察的程序，确

定候选人；积极引导参选人签

订严守换届纪律、竞职、创业、

辞职等承诺书，筑牢廉洁自律

防线；同时，通过开展打击诬

告陷害专项整治活动、组织专

题培训、畅通信访举报通道等有力措

施，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据悉，截至目前，该县100多个村已

推选出村委班子成员候选人，参选人员累

计签订廉洁承诺书3600余份，县、乡（镇）

累计组织各类专题培训80余期，从源头

上刹住了拉票贿选等不正之风。（刘云苍）

本报讯“在工作过程中，你因有违

法行为受到过司法机关的处理，根据有

关规定，你这次换届不能竞选村‘两委’

干部，请你放下思想包袱……”1月4日，

开封市祥符区陈留镇纪委书记杜祥彦新

年上班的第一天，来到闫刘庄村原村委

会计王建涛家，与其面对面进行交谈，嘱

咐他放下思想包袱，配合好当前村（社

区）“两委”换届工作。

自祥符区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

启动以来，祥符区纪委监委靠前监督，坚

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把“政治

关”“纪律关”“廉洁关”，为基层组织建设

夯实“人”的关键基础，通过上下联动，坚

定不移地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换届

工作全过程。

突出对候选人的政治素质考察，

严把“政治关”。该区 15个乡镇纪委

干部全程参与对村（社区）“两委”候选

人的政治素质考察，将监督考察重点

放在候选人的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

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等五个方

面，通过召开村级党员会、走访群众代

表，了解候选人在五个方面的政治表

现。

突出对候选人的违纪违法审核，严

把“纪律关”。紧盯关键少数，从遵守

党的纪律、工作纪律上看候选人员素

质，让能力强，作风硬的候选人有用武之

地。

突出对候选人廉洁行为审核，严把

“廉洁关”。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通

过排查和设置公开举报电话，及时掌握

候选人廉洁动态信息，针对苗头性问

题，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谈心谈话

400多人次，及时“咬耳扯袖”“红脸出

汗”，提前打好“预防针”，调动农村党员

干部群众以主人翁的角色参加选举的

积极性。 （耿凤忠）

本报讯 近年来，汝州市纪委监委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

推进“三不”的重要论述，坚持把开展以

案促改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的重要抓手，聚焦“四改”，巩固提

升良好政治生态，切实以党的建设高质

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

改作风，强党建。针对少数党员干

部作风不严不实问题，聚焦优化营商环

境、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深入开展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专项整治，严查

党员干部推诿扯皮、为官不为和职能部

门“中梗阻”等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为

企业解难。2018年以来共查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55起，党纪政务处分

68人，组织处理32人。

改管理，促发展。聚焦认干亲、拜把子

等“圈子文化”现象，扎实开展“帮圈文化”

专项整治，坚决整治拉帮结派、利益联结、

搞利益同盟等行为，加强对干部“八小时

之外”的监督管理，净化优化政治生态。

共有154个单位完成“圈子文化”问题自

查，2.5万名党员干部签订公开承诺书。

改制度，堵漏洞。针对违纪违法案

件暴露出的农村党员干部监督缺位问

题，市委研究出台了加强农村集体“三

资”管理、村级“三务”公开等制度，强化

“小微权力”监督。2018年5月以来，共

新建、完善制度503个，排查廉政风险点

1445个，制定防控措施2276个，从体制

机制上防范和化解廉政风险。

改监督，严约束。针对基层监督力

量薄弱问题，调整充实28名派驻纪检监

察组组长（副组长）、21名乡镇街道纪

（工）委书记，配齐配强专职纪检监察干

部。成立7个纪检监察工作协作区，探

索实行片区协作模式，整合监督力量，

提升监督质效。 （薛亚楠）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刘振
沛申娟）“作为党员干部家属，我时刻提

醒自己、告诫爱人，要谨慎对待复杂的人

情关系，将‘图利之情’拒之门外……”近

日，作为乡镇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的配偶，

南乐县实验中学教师张俊红在她的“扬

清廉家风促党风政风”征文作品《保持平

常心建好廉家风》中这样写道。

开展家风征文比赛是该县深入推

进党员干部廉洁家庭建设的系列举措

之一，活动共收集家风征文420余篇，组

织评比后，汇编成书，在全县范围内交

流学习，引导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培

育清廉家风。同时，开展家庭助廉系列

活动，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及干部配偶

260余人次接受廉政警示教育；举办专

题讲堂，邀请专家、讲师围绕“树立优良

家风、建设廉洁家庭”主题，为该县党员

干部及家属共计900余人次授课，增强

倡廉、助廉意识，强化家庭倡廉“堡垒”作

用；组织各单位集中观看《守望家风》《镜

鉴》等专题片，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持续

加强廉洁家风熏陶教育，推动形成家家

助廉、全民倡廉的良好局面。

□骆庆贤

董汉儒（1562~1628年），字学舒，号

谊台，明开州（今濮阳县）人，万历十七年

进士。历任河南府推官、户部主事、山东

按察司佥事、湖广布政使、右副都御使巡

抚湖广、工部右侍郎、兵部尚书。

“不贪声色财物,不畏强权豪族，不

耻亲民为仆，不许怠惰贪渎。”这是董汉

儒为官的信条。无论何时何地，他皆能

慎终如初，坚守“四不”。

董汉儒任户部陕西清吏司主事以

后，对朝廷奢靡浪费、官员贪财享乐深

恶痛绝，果断书写奏折向万历上疏：“近

年来，奢靡之风起于宫墙之内，吃穿用

度恣意挥霍。朝堂之人每日以纵酒、贪

财为能，时事怎不堪忧！而民间百姓每

遇饥年，冻馁而死者比比皆是……愚臣

以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愿陛下效

法汉文帝故事，倡导节俭，进而消弭宫

中奢靡之风。”董汉儒的呼声引发朝野

震动，得到太仆寺、鸿胪寺、户部、工部等

许多官员的支持，大家身体力行，勤俭

节约蔚然成风。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春，董汉儒

加四品服以户部主事一职，到苏州府掌

理浒墅关税务。浒墅关为明代的重要

钞关，应收税款额度巨大，但由于跑冒

滴漏、强取豪夺、权钱交易、侵占挪用等，

上缴国库的银两却寥寥无几，以至赖以

通关的黄金河道都无力整治。

董汉儒先微服于商贾、私访于民

间、察勘于钞关，核实税源总额度，详察

跑冒滴漏之环节与伎俩，坐实相关人员

贪赃枉法之证据。后重申朝廷律令，整

治关纪，严管税政，查办要案，追讨赃

款。从此，浒墅关的税政秩序井然。

由于自枫桥至浒墅关之堤防，已有

54年未有修缮。此堤水啮堤崩，堤废不

治，堤顶高低不平，堤面坑坑洼洼，多处

几近圮坏。董汉儒决定利用一年关税收

入除按规定上缴国库之外剩余的3000

银两修堤，消息一出，社会各界纷纷响

应，在官民的鼎力支持下，历时三月有

余，全部工程顺利完成。董汉儒修筑堤

防义举感人至深，当地的百姓将此堤命

名为“董公堤”，此名一直沿用到今天。

福王朱常洵是万历皇帝第三子，藩

地在洛阳，万历皇帝对其十分疼爱，在

赏赐大量金银财宝的同时，还给了他山

东、湖广部分良田。服侍于福王的太监

陈奉兼任矿监税使，他和干儿子耿文

登二人依仗福王的权势，飞扬跋扈，欺

压百姓，鱼肉乡邻，无恶不作，民怨极

大。适逢日本入侵朝鲜，明朝派兵援

朝，为了国家的安危，董汉儒主动请命

到湖广筹措粮饷，却遭到福王等百般阻

挠。在恩师申时行的帮助下，董汉儒设

计除掉陈奉父子，迫使褔王就范，顺利

筹措到粮饷。

董汉儒居官四十年，革陋除弊，修

堤惠民，不畏强权，勤俭持家，名垂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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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市 联席研判+“星级”管理提升问题线索处置质效

“四不官员”董汉儒

汝州市

“四改”改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南乐县

扎实推进廉洁家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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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山县“靶向定位”开展精准监督

嵩县 前移监督关口拧紧纪律“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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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市 指尖上监督严把换届关

开封市祥符区 严把“三关”廉洁换届

近日近日，，宝丰县商酒务镇纪委工作宝丰县商酒务镇纪委工作

人员向大王庄村村民介绍人员向大王庄村村民介绍《《致全县广致全县广

大农村大农村（（社区社区））党员群众的公开信党员群众的公开信》》的的

内容内容。。 宝纪宝纪摄摄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马晓
龙）“智骁主任，你现在在哪里？有没有

喝酒？把摄像头转一转我看看，今晚进行

视频查岗。”近日，汝阳县纪委监委通过网

络视频的方式，随机对纪检监察干部进行

了一次“八小时以外”的突击检查。

为切实树立纪检监察干部的良好

形象，去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多策并

用，织密纪检监察干部“八小时以外”的

监督网。

该县纪委监委下发《汝阳县纪检监察

干部“八小时以外”规范要求暨监督检查

办法（试行）》，明确了11条纪检监察干部

在“八小时以外”必须禁止的行为和7条监

督检查办法，对发现有相关问题的纪检监

察干部将按照“四种形态”进行处理。将

廉政警示教育抓在平常、做在日常，累计

开展集中培训、观看家风教育片、参观廉

政教育基地等活动50余次，签订《“八小时

以外”廉洁自律承诺书》130余份。采取不

打招呼、不定时间的方式，电话抽查、视频

查岗，对纪检监察干部可能出现的苗头

性问题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分层分级

对纪检监察干部进行廉洁家访，全面了

解纪检监察干部“八小时以外”的活动情

况，鼓励干部家属当好“廉内助”。

汝阳县

织密“八小时以外”监督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