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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气正过国庆 监督执纪
“不打烊”
郑州
紧盯节点 强化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园园）为认
真落实郑州市纪委监察委关于扶贫和扫黑
除恶工作的部署要求，紧盯国庆节点，强化
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驻郑州市人大机关
纪检监察组先后到荥阳、上街、登封、新郑等
地，对综合监督单位的驻村扶贫工作队今年
以来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
“村里有多少建档立卡贫困户？”
“致贫

原因是什么？”检查组以不打招呼、不定路
线、不定时间、不定农户的方式，直接深入农
户了解检查脱贫攻坚政策的落实情况。查
责任落实，通过查看工作日志、会议记录，明
白卡是否上墙，确认驻村工作队员是否坚守
“五天四夜”；查工作实绩，通过工作台账、入
贫困户了解实际帮扶情况，确认驻村工作队
员工作是否扎实有效；查纪律作风，通过与

镇村和扶贫队工作人员开展座谈等形式，坚
持从严从实，检查驻村工作队员有无违规违
纪行为。
检查组同时对驻村扶贫工作领域的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早打招呼、早提醒、早处
理，做到摸清底数、查清问题，不断传导责任
和压力，加强执纪监督，确保高质量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

开封
明察暗访 坚决查纠
“四风”
隐形变异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园园 通讯
员 张伟弟）为进一步严肃换届纪律，端正换
届风气，严防节日期间“四风”问题反弹回
潮，开封市纪委监察委重点围绕违规公款吃
喝、滥发津贴补贴或福利、公款购买赠送节
礼、公款旅游、违规参与各类“酒局圈”、出入
私人会所、到隐蔽场所违规吃喝等问题，持
续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坚决查纠“四风”隐形
变异等问题。
连日来，
开封市纪委监察委组成 5 个检查
组，
分别赴兰考县、
杞县、
尉氏县、
通许县、
祥符

区开展监督检查。检查组会同税务等部门，
深
入以上县区的28家大型商场、
中高档烟酒专卖
店，
对机关单位公款消费情况进行了现场调阅。
检查中发现，部分单位存在疑似违规公
款吃喝、公款购买赠送购物卡、烟酒、月饼等
节礼问题。个别县区的机关单位大额公款消
费票据较多，一些单位甚至变换花样，改头换
面，采取要求商家开具与实际商品不符的发
票等手法，或是通过机关食堂“搭车”购买节
礼、烟酒，隐匿不合理、不正常开支。针对以
上问题线索，该市纪委监察委将按照程序开

展核查，一经查实，坚决严肃处理，一律点名
道姓通报曝光。
“另外，开封市纪委监察委将持续紧盯人
大、政府、政协换届和国庆假期重要节点，对
顶风违纪行为、触碰‘红线’的人和事，坚持露
头就打、严查快办、精准发力，对违规违纪问
题一律从严处理，绝不姑息，持续释放越往后
执纪越严的信号，坚决防止‘四风’问题隐形
变异、回潮反弹，以严明的纪律保障换届顺利
进行，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开封市纪
委监察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纪法讲堂

禹州市
依法处理举报
公开反馈结果
本报讯“乡亲们，前段时间有人
匿名举报咱们村张占坤、徐五抢夺选
民选票，张占坤、徐五违规被确定为候
选人等问题，因是匿名举报，无法当面
反馈给具体举报人，今天把大家召集
在一起，就是将举报问题调查处理情
况向大家做个反馈，我们诚心接受大
家的质询……”
近日，禹州市纪委监察委联合火
龙镇政府在该镇关帝庙村召开信访举
报反馈会，召集该村村干部、党员代
表、群众代表 40 余人，对之前收到的
匿名举报问题进行公开反馈。
长期以来，反馈难都是匿名举报
存在的弊端问题，由于无法向举报人
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往往引起举报人
的不满，容易造成重复访、越级访，针
对此种情况，禹州市纪委监察委积极
探索完善信访举报处置反馈机制，制
定《禹州市纪委监察委关于匿名信访
举报反馈的实施办法》，有效地破解了
这一难题。
对 群 众 关 注 度 高 、反 映 比 较 强
烈、影响较大的信访举报问题，调查
结束后，按照属地原则，在被反映人
所属单位或村（社区）一定范围内召
开会议进行公开反馈，让群众及时了
解调查处理结果，并填写《信访问题
反馈意见书》，接受群众质询，实行参
会人员进行实名签字，若多数群众对
反馈不满意，将再调查、再反馈，直至
大 多 数 人 满 意 ，切 实 切 断 群 众 重 复
访、越级访的根源。
“在一定范围内对匿名举报问题
进行反馈，是落实信访举报遏增减存
的一项有效举措，也是我们对信访举
报‘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的承诺
践行，能让群众满意才是最重要的。”
该市纪委监察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孙攀 方丽红）

基层动态

柘城县
亮剑
“帮圈文化”
本报讯 为营造风清气正节日
氛围，国庆节前后,柘城县纪委监
察委采取教育提醒、签订廉政承诺
书等方式剑指“帮圈文化”，持续释
放高压执纪信号，形成强力震慑。
及早提醒，打好“预防针”。该
县纪委监察委通过日常提醒、节前
廉政党课等形式，筑牢党员干部思
想防线，增强纪律意识，远离各类
“小圈子”。签订承诺书，念好“紧
箍咒”。组织全县 7000 多名党员干
部围绕整治“帮圈文化”6 项纪律规
定公开承诺，承诺书在单位醒目处
予以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召开民
主生活会，剖析“病根源”。组织全
县各单位党委（总支）、支部召开整
治“帮圈文化”专题民主生活会，对
照党员标准，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深刻剖析自身存在问题。现
场督查，严查“酒局圈”。成立督查
组，综合运用明察暗访、随机检查
等方式，到休闲娱乐场所、购物超
市、农家乐等地方“突访”
。
国庆假期期间，先后排查餐饮
娱乐场所 32 家，发现公职人员疑似
参与“酒局圈”活动问题 5 起，查实
1 起。其中 14 名公职人员受到政
务处分，两名单位负责人给予诫勉
谈话。
（赵旭）

孟州市
严防节日腐败

连日来，
郑州市管城区纪委
监察委组织纪检监察干部深入
乡（村）、街道（社区），给基层党
员干部发放、宣讲新修订的《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教育
基层党员干部遵规守纪。图为
国庆节前，
该区纪检监察干部在
南曹乡南曹村为党员讲解《条
例》内容。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
园园 通讯员 鲍毅 摄影报道

国庆假期期间，
灵宝市西阎乡纪检干部到桃花营村石
榴园里，
向农村党员干部和其家人宣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该市纪检监察干部用拉家常的方式，
面
对面地向群众宣传，
确保人人皆知。杨蓓蓓 摄影报道
国庆假期期间，
信阳市纪委监察委成立执
纪监督室深入基层开展
“酒局圈”
专项整治和
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情况督查。对机关单位的
节假日值班情况、
公车封存情况进行明查，
深
入酒店、
农家乐进行暗访，有力确保了节日期
间的风清气正。
信纪宣 摄影报道

本报讯“你好，
我们是市纪委监
察委‘四风’督查组的，请出具一下
你们近期开具的发票。
”
国庆假期期
间，孟州市“四风”专项督查组到某
超市进行监督检查。
“你们现在监督这么严，哪个
单位还敢违规购买。”超市的财务
人员停下手中的工作，打印着近期
的发票记录，笑着说道。
为进一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和省、市有关要求，坚决防止
“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双节期间，
孟 州 市 纪 委 监 察 委 联 合 工 商 、税
务、食药监等部门，成立 4 个督查
组 ，采 取 明 查 和 暗 访 相 结 合 的 方
式，深入全市各大商场超市、餐饮
酒店、娱乐场所等地，通过查阅账
簿、发票凭证等方式，重点对公车
使用、公款吃喝、公款送礼、公款旅
游进行拉网式检查。
国庆假期期间，孟州市纪委监
察委还将采取蹲点、驻守、跟踪等
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暗访，联合
相关职能部门对一些酒楼、娱乐场
所、私人会所等场所进行抽查，务
必将改头换面、潜入地下的隐形
变异“四风”查纠出来，严防节
日腐败。 （王朝晖 怀刚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