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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新闻

聚焦重点区域 找准反腐发力点

濮阳市
以案促改提升素质

本报讯“腐败就在身边啊，感
觉太震惊了。我一定要吸取教训、
守住底线，勤勤恳恳把村里的事儿
办好。”近日，濮阳市南乐县韩张镇
东五楼村党支部书记李怀振在学习
了市县纪委监察委通报的扶贫领域
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后，感慨地说。

连日来，濮阳市纪委监察委已
向全市公开通报扶贫领域违纪违法
典型案例38起……以案促改工作的
开展，不但强化了市县乡纪检监察机
关的监督责任，促进了监督日常化、
管理规范化，而且也给了基层干部
破解“人情网”的理由，也得到了基
层群众的理解支持，营造了依规依
纪依法办事的良好氛围，农村治理
环境得到改善。 （宗德超 张悦）

襄城县
全广深严 促改治本

本报讯 今年以来，襄城县纪委
监察委从筛选典型案件、开展警示
教育、剖析查摆问题、完善规章制度
入手，念好“全广深严”四字诀，充分
发挥案件查办治本功能，着力构建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

“连日来，襄城县实现各乡镇、
各单位党员干部、职工、系统或行业
人员警示教育全覆盖。今年上半年，
襄城县共选取96起典型案例，开展
以案促改教育28期，参加警示教育
1.6万人次，梳理风险点224个，不断
推进以案促改常态化，实现了‘查办
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的目标，
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襄城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察委主
任陈朝敏表示。（魏永涛 姚力瑞）

太康县
狠抓干部作风建设

本报讯 为坚决杜绝村干部存
在“庸、懒、散”现象，充分调动干部
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太
康县老冢镇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两个责任”为抓手，多措并举狠抓
干部作风建设，不断提升干部素质。

该镇结合实际制定了《镇村干
部千分制考核细则》，开展了“为官
不为”专项问题整治活动，并将干部
作风建设纳入年度绩效考核；细化
对镇村干部的管理制度，严肃作风
纪律，确保用制度管人，有章可循，
令行禁止，杜绝干部上班“走读”现
象。该镇纪委监察委不定期检查干
部的工作状态，对工作成效不佳的
干部打“清醒剂”“预防针”，确保全
镇干部以热忱的态度和饱满的热
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安义斌）

本报讯（记者 王园园 特约记者 石铭）
“栾川县合峪镇庙湾村原村委会主任董建设
利用职务之便把自己的儿子定为贫困户，骗
取了 3万元扶贫搬迁扶持款。2018年 3月 28
日，董建设被撤销职务，收缴违纪资金 3 万
元。”这是近日省纪委监察委联合本报曝光
的一起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

“扶贫资金是改善贫困地区生产和生活
条件的专项资金，也是生活困难群众的最低
生活保障经费，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
益，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我省贫困人口基
数大，扶贫任务重，更容不得对扶贫资金动
脑筋、伸黑手。”省纪委监察委党风政纪监督
室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省纪委监察

委分 3 批通报曝光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典型案例 11 起，释放了正风反腐强烈信
号。在曝光的案例中，基层干部在扶贫工作
中弄虚作假、虚报冒领、套取私分扶贫资金，
直接损害了困难群众切身利益，严重侵蚀和
削弱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必须严肃处理。“发
生问题的地区要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强化
教育，推动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坚决杜
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为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和省委关于全力
保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部署要求，今年以
来，省纪委监察委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尤其是通过对 47 个贫
困县问题线索的挂牌督办，严肃查处了一批
典型案例，一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有
力推动了全省各地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专项治理深入开展，为打好打赢脱贫攻坚
战提供了坚强纪律作风保障。

截至 5 月底，省纪委监察委共向 47 个贫
困县交办 20 批共 490 件问题线索，其中，前
12 批共 152 件问题线索已到结案时间，共办
结 139 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71 人，组织处
理 71人，移送司法机关 3人。

鹤壁市针对 2017 年扶贫涉农资金执纪
监督中发现的 96 个问题，印发反馈意见和
整改通知，进行现场反馈和交办，要求限期
整改；周口市以扶贫资金利用为重点，开展
扶贫资金专项监督检查，对全市重点贫困县
开展全面检查，督促扶贫资金拨付全部达到
90%以上；南阳市出台《脱贫攻坚工作问责办
法》，对 5 个方面 21 种情形列出负面清单，强
化脱贫攻坚纪律约束……

截至 5 月底，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
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826 件，处理
1221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962 人，组织处
理 269人，问责 324人，移送司法机关 43人。

省纪委监察委强调，全省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决履行好保障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神圣使命，紧盯脱贫攻坚
中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确保扶贫政策、资金、项目惠及贫困群众。
要用好问责利器，对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推进不力，扶贫工作不
务实、脱贫过程不扎实、脱贫结果不真实、发
现问题不整改，扶贫工作中发生系统性区域
性问题的，坚决对党委、纪委进行问责，以严
肃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切实提高人民群众获
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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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从
1921年诞生至今，走
过97年的光辉历程，
在党97岁生日之际，
全省上下党员群众一
同重温峥嵘岁月，歌颂
党恩，昂扬斗志，用实
际行动继承和弘扬党
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不
忘
初
心
跟
党
走

命命
同心共筑中国梦同心共筑中国梦

红心向党庆七一红心向党庆七一

红色家庭上党课
红色家庭上党课

保障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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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源市纪委监察委“大力弘扬新时代
愚公移山精神”建党节活动现场，广大党员

干部摆出党徽的图案，以饱满的热情为党献
礼。 济纪宣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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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堂家庭党课在登封市区一个
家庭小院里举行。“我有47年的党龄了，在

我整个成长经历中深深感受到党的温暖和
伟大，尽管现在退休了，但对党的恩情终生不

忘。所以在建党97周年到来之际，就给全家
人讲一次党课。”纪检退休干部王春玉说。

登纪宣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 者 王 园
园）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
庆祝伟大的中国共
产党97周岁生日，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不忘
初心跟党走、牢记使
命勇担当，省纪委监察
委机关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三股
劲”，联系工作实际，突出纪检
监察特色，创造性地开展了形
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营造
了浓厚的机关党建氛围。

主题突出，要求明确
提前安排部署，省纪委监察委

机关在6月中旬制定下发了《关于在
机关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的通
知》，对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进行
安排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各支部积
极行动，以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三股
劲”为主题，召开了组织生活会，大家对
照焦裕禄同志“三股劲”开展了批评与自
我批评，展开讨论，结合工作实际交流学
习体会，提出了整改措施。

表彰先进，树立导向
省纪委监察委机关对办公厅党总支等

10个先进党支部、对廖宁等56名优秀共产党
员进行表彰，并制作荣誉墙，广泛宣传先进
典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见贤思齐、锐意进取，在机关形成了“学
习先进、赶超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创新形式，全员参与
各支部党员佩戴党徽、面对党旗、庄

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表达了纪检监察
干部对党的无限忠诚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决心。省纪委监察委将主题党
日活动与服务保障脱贫攻坚工作相结
合，带领支部党员干部，深入上蔡县结对
帮扶党支部，共商扶贫大计、走访慰问贫
困户和老党员，为帮扶点学校送图书。
宣传部、法规室、综合事务管理室党支部
为对应帮扶党支部党员干部上党课，逐

章逐条为大家详细解读监察法和监督执
纪规则等内容，精心筛选监察法解读漫
画书籍 300 多本，帮助基层党员干部更
好地掌握监察法。省纪委监察委机关
30 多个党支部，分别开展了形式多样、
富有创新的 30 多个主题党日活动，带动
了机关七一党员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
以扎实作风和实际行动庆祝党的 97 周年
生日。

6月29日，
三门峡市陕州区

纪委监察委举行
“庆七一·颂清廉·铸
党魂”廉政歌咏大

赛，12 个区直单位
1200余名党员干部职工

以大合唱形式讴歌党的丰
功伟绩，为建党97周年

献礼。刘鹏 摄影报道

6 月 29 日，禹州市纪委
监察委举办“坚定不移跟党

走 同心共筑中国梦”迎七一
主题活动文艺演出，一堂别开

生面的“廉政党课”正在进行
中。孙攀方丽红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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