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濮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梦
扬 通讯员 付银昌 何斌）11 月 16 日，濮
阳市监狱召开“讲政治、守纪律、勇担
当、树形象”干部作风专项整顿活动动员
会，对干部作风专项整顿工作进行动员
部署。

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
识到纪律作风建设的紧迫形势。要端正
思想态度，正确对待纪律作风建设。一
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正确对待。要严格遵
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过硬的
纪律作风保障职责使命的忠实履行，全
力以赴，做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的各项工作。二要从推动监狱事业发展
上正确对待。要扎实开展纪律作风整

顿，为改革创造良好条件，为改扩建工作
完成后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作出实
实在在的业绩和成效，展示监狱的新形
象、新作为。三要从提高干警队伍建设
上正确对待。广大干警要时刻紧绷纪律
这根弦，从思想上真重视、从行为上真遵
守，把遵纪守法变成一种行为习惯。

会议强调，全体干警要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濮阳市司法局党委和市监
狱党委的决策部署和要求上来，促进作
风转变，提升队伍素质。一要领导带
头。市监狱党委班子要带头遵守纪律，
转变作风，从工作、思想、生活上认真查
找问题，坦诚相见，互相支持。二要敢管
敢严。市监狱党委要严格履行主体责

任，对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决不视而不见、
管而不严。要紧盯纪律作风问题，抓一
批顶风违纪的典型，通报曝光，严肃处
理。三要务求实效。要发扬钉钉子精
神，不搞形式主义，不达转变作风的目的
不罢休。要一级抓一级，扎扎实实解决
一批影响监狱发展的问题。

近年来，该监狱多次开展纪律作风
专项整顿活动，特别是去年市委巡察以
来，该监狱积极主动贯彻市委要求，提高
对干警纪律作风教育的重视程度，以整
风的精神，集中精力开展纪律作风整
顿。通过一系列整顿，该监狱干警的作
风有了很大转变，纪律意识、担当精神、
工作热情、整体形象都有了明显改善。

近日，封丘县李庄镇群众张某等人将一
面印有“秉公执法 一视同仁”字样的锦旗赠
予封丘县公安局李庄派出所，表达对该所民
警严格公正执法的感谢。 张进昌摄影报道

近日，为了让县城居民拥有良好的生活
环境，助力获嘉县“四城联创”工作，获嘉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在城区主要道路通过现场
劝导、强制拖离等措施，开展车辆乱停乱放
清理整治工作。 马妍摄影报道

从人力驱动到科技建设，从规模领先到
质量领跑，中国人寿在创新客户服务模式的
道路上一骑绝尘。强大的“新一代”智能服务
系统不断拉近公司与客户之间的距离，为广
大客户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2018年春节前夕，中国人寿深圳市分公
司燕南客户服务中心柜员林巧冰接待了一名
申请领取养老金的客户。牛阿姨老家在安
徽，1997年，她在中国人寿安徽分公司为自己
投保了一份养老寿险，截至 2017年，20年的
保费已交完，现在已经到了可以领取养老金
的时候。16年前，刚到深圳的时候，牛阿姨曾
到柜面问过养老金如何领取，柜面人员说必
须回安徽去领，但牛阿姨忙于照顾孙子，无法

抽身回安徽，并且来回的费用也是一笔不小
的支出。于是，领取养老金成了牛阿姨心头
的一块石头。最近，儿子要交房款，急需用
钱，牛阿姨不得不再次来到柜面。这一次，她
担心自己领不了养老金，情绪很激动。

牛阿姨将保险单摔到林巧冰的柜台上，
抱怨道：“当初想着买个晚年保障，没想到反
倒买了个大麻烦，你们看看，我这么大岁数
了，年年跑安徽去领养老金，合适吗？换了你
们的父母，你们能这么干吗？”

林巧冰柔声请牛阿姨坐下，一边拿起保
险单认真查看，一边微笑道：“您的身份证带
了吗？我看能不能帮您解决问题。”林巧冰迅
速核对保单信息并计算了领取日期，确认牛

阿姨的保险已经到了领取期。为了安抚客户
情绪，她微笑着与牛阿姨聊起了家常：“牛阿
姨，您到深圳几年了？”“牛阿姨，您家孙子多
大啦？”林巧冰温柔体贴的态度平息了客户的
激动情绪，牛阿姨逐渐与她交谈起来。这时，
林巧冰打开“通服务”系统，将身份证放在高
拍仪上，开始识别身份证信息，并在“通服务”
系统中查询牛阿姨的保险情况。

查询完毕后，她告诉牛阿姨，中国人寿的
“通服务”可以帮她解决这个难题，并笑着对
她说：“您别急，我已经在给您处理了，一会儿
就好。”

林巧冰娴熟地在系统中为牛阿姨办理了
跨地养老金领取业务。业务办理完毕，牛阿

姨连声夸赞：“困扰我这么些年的问题终于
解决了，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啊。谢谢，谢
谢！”离开柜台前，牛阿姨还不忘向林巧冰道
歉：“小姑娘，刚才阿姨太冲动了，不好意思
呀……”林巧冰反倒害羞起来。

几天后的业务回访中，牛阿姨说她已如
愿收到了养老金，并再次对中国人寿的服务
赞不绝口，说中国人寿的服务很先进，很人性
化，值得信赖！

中国人寿始终秉承“用专业和真诚赢得
感动”的理念，急客户所急、想客户所想，无论
身在何处，不管相隔多远，都让客户能够享受
到零距离的便捷服务。

（刘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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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巩义市纪委监察委围绕
“三不”一体推进机制，着力打造反腐倡廉
大宣教工作格局，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纪律
教育，引导他们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取得新成效。

开展“初心、家风、镜鉴”集中廉政教
育月活动。巩义市纪委监察委通过系列
学习、教育、警示活动，教育党员干部净化
心灵、提高境界、以案为鉴、闻警自省，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
观，坚守思想道德防线、廉洁从政底线和
党纪国法红线，切实增强宗旨意识、公仆
意识和廉洁自律意识，自觉做到政治过
硬、敬业奉献、廉洁勤政，树立为民务实的
良好形象。同时，组织各镇（街道）、市直
各单位党员干部和新换届村两委干部
5000 余人到豫西抗日纪念馆红色文化廉
政教育基地、康百万家风廉政教育基地、
巩义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接受教育。

开展廉政文化作品征集活动。为进
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抓好党风廉
政建设，大力弘扬廉政文化，巩义市纪委
监察委联合市文联，面向全市群众进行廉
政文化作品征集，征集到集政治性、思想
性、艺术性于一体的文学、书法、美术、摄

影等作品584件。征集结束后将评选出优
秀作品，在市属媒体和“清风巩义”微信公
众号公布，增强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持续释放廉政文化正能量。此次征集活
动让广大党员干部在创作和欣赏文化艺
术的同时，感受到了廉政文化的魅力，进
一步加深了他们对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的理解，激发了广大党员干
部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热情。

开展主题演讲比赛。巩义市纪委监察
委结合学习、宣传、贯彻监察法活动，在全
市开展“弘扬清风正气，强化使命担当”演
讲比赛。全市 72家单位 94名选手参加比
赛。参赛选手联系本职工作，通过富有感
召力的语言和身边的先进典型事例，展现
了新时代党员干部扑下身子服务群众的精
神风貌和时代风采，奏响了时代主旋律。
经过角逐，来自派驻政法委纪检监察组、食
药监局、文广新局和派驻公安局纪检监察
组的选手分获一、二、三等奖。演讲比赛深
化、强化、固化了学习成果，增强了全市广
大党员干部的廉洁从政意识。

拍摄警示教育片，做好执纪审查下半篇
文章。巩义市纪委监察委针对今年办理留
置的7起案件，一案一警示，拍摄了系列警

示教育片。以巩义市军粮专供站原站长
贺武杰和原会计谷继新的案例为素材，拍
摄了以案促改专题片《以廉政净土保障发
展热土》，收到了很好的警示效果。以巩
义市房管中心原主任李忠阳违纪违法案
例为素材，拍摄了警示教育片《膨胀疯狂
双面人》，让党员干部警钟长鸣。

组织党员干部旁听庭审，接受警示教
育。今年5月，巩义市纪委监察委机关党员
干部，市粮食系统、国企负责人和财务主管，
部分具有行政审批权的市直单位主要负责
人、重点岗位负责人及派驻纪检组长共170
余人参加了贺武杰、谷继新一案庭审旁听活
动。8月，政法系统以案促改千人警示教育
大会在巩义市成功学院大礼堂召开，巩义市
看守所原副所长祝钊群在大会上声泪俱下
地作了题为《我的人生赌局》的忏悔。旁听
庭审、参加警示教育大会，利用“身边事”教育

“身边人”，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
“我们这么做，最终目的是保护我们的

同志。祝钊群等人的现身说法，发挥了警
示教育作用，达到了查处一案、警示一批、
教育一片、治理一方的效果，有利于在全
市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巩义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监察委主任南毅强说。

本报讯 近日，项城市住建局党组积极
落实项城市委第四轮巡察组反馈意见，分
五步进行专项整改。

分析研判。该局召开专题党组扩大
会，通报全市在建项目管理施工许可证办
理情况，围绕优化审批流程、缩短办理时
间、确保在建项目手续合规等方面分析研
判，确定整改措施。

全面梳理。该局组织业务科室联合办
公，列出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流程所
需材料、条件和申报程序，将这些信息印制
成册，发放至施工企业和施工现场。

晒出审批权力清单。该局建筑管理、
招标投标、行政审批、质量安全监督等部门
梳理职权，与施工企业负责人积极互动，变
管理职能为贴心服务，并邀请施工企业对
该局党员干部进行监督。

查找廉政风险点。该局建设工程施工
许可各环节相关科室管理人员对照各自管
控节点，查找廉政风险点，提前设防。

召开专题廉政提醒谈话会。该局各科
室负责人对岗位廉政风险提出整改措施和
整改时间，分管班子成员进行点评，并就廉
洁从政表态。 （田辉）

项城市住建局
积极落实巡察整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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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释放廉政文化正能量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占伟孙梦飞

柜面“通服务”温暖夕阳红
中国人寿“客户服务中心的故事”

濮阳市监狱开展干部作风专项整顿

环境整治 力求四个100%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黄丽）11 月 20 日，中牟
县刘集镇召开城乡接合部环

境综合整治日例会，要求镇村两
级干部定人、定岗、定责、定任务，形

成强大合力。
会后，该镇党委常务副

书记李恒、镇长周国富带领
包村干部实地察看了各

村环境卫生整治情况，
明确要求各村环境

整治标准达到四个 100%：对偏僻角落
及时清理做到 100%；对沿街铺面乱
占道经营、乱扔倒垃圾等现象的监
督管理做到 100%；确保道路路面无
污迹、无污水、无渣土做到 100%；按
照市级要求，使用六针苫布覆盖防尘
网达到 100%。

20 日当天，该镇排查问题 15 条，
整改 13 条；清理各类垃圾杂物 60 余
车，拆除违章建筑 100 平方米，覆盖
防尘网 22000 平方米，播撒草籽 8000

平方米（绿化面积），洒扫
道路 2.3 万平方米。

截至目前，该镇累计排查
建 立 问 题 台 账 90 条 ，已 整 改 86
条；共清理各类垃圾杂物1190余车，硬
化泥土路 37120 平方米，路肩平整
19000平方米，拆除违章建筑9060
平方米，覆盖防尘网214000平方
米，播撒草籽 74000 平方米
（绿化面积），洒扫道路 29
万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