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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抽查 严抓纪律作风

纪委书记访谈

□洛阳市洛龙区委常委、
纪委书记、
监委主任 秦四海
在过去的一年中，洛阳市洛龙区纪委监委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坚定不移惩贪治腐，为
洛龙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的腐
败和作风问题。我们对全区 16 个贫困村 19 户贫
困户进行全覆盖式走访调查，共督促整改问题 35
个，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1 起，诫勉谈话 1
人，下发纪检监察建议书两份；聚焦全区 11 个领域
58 项民生实事，紧盯工作推动、改进作风、廉洁用
权 3 方面 9 类问题，加大监督检查和查处通报力
度，共查处民生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17 起，党
纪政务处分 27 人；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
专项整治、
“630”专项行动，查处了一批典型案
件和问题。
坚持提高监督质效，驰而不息正风肃
纪。我们在全区 120 个村（社区）选聘村
级监察联络员，把监督探头照在最基
层；聚焦“关键少数”，通过畅通信
访举报渠道、运用信息化监督
平台、进行个别谈话、督
促 巡 察 整 改 、提 出
纪检监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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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等方式，强化监督职能，去年共受理业务内信
访举报 183 件，处置问题线索 215 件，回复党风廉
政意见 3573 人次，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 8 份，对 5
起失实检举控告进行澄清。同时，我们坚持惩前
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综合考虑事实证据、思想
态度和量纪执法标准，准确妥善运用“四种形态”
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361 人次，达到帮助人、教育
人、挽救人的目的。
去年，我们开展了 3 轮常态化巡察，共巡察 20
家区直单位、两家区属企业、60 个村（社区）党组
织，发现问题 719 个、问题线索 212 个，实现村居
巡察全覆盖；对巡察村（社区）发现问题进行梳
理分析，形成《巡察村（社区）党组织发现突出和
共性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压实巡察整改
主体责任，
推动 10 个突出共性问题解决。
站在新年的门槛上眺望前方，我们将
努力找准履职尽责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坚持使正风肃纪反腐的政策措施与现
代化建设需要相契合相适应，
努力
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园园
通讯员 刘营梅/
整理）

本报讯“你们单位的同志是否全部到岗？请提
供签到情况。”2 月 19 日，漯河市郾城区纪委监委对
区直单位作风纪律情况进行突击抽查。
人勤春来早，
风正好扬帆。为进一步巩固机关作
风建设成果，
提高机关工作效能和服务质量，
杜绝长
假后的
“节日病”
现象，
郾城区纪委监委机关成立3个
检查组，
由区纪委常委带队，
对27个区直单位的作风
纪律情况进行暗访抽查，
并对检查中发现的缺岗脱
岗、
迟到、
上班期间玩手机等违纪问题进行全区通报。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突击抽查，
提醒各单位切实
加强和改进工作作风，督促广大干部职工收心凝
神，
持续传递正风肃纪的强烈信号。
”
郾城区委常委、
纪委书记、
监委代主任何国旭说。（朱红亚 张协）

▲节后返岗，三门峡市湖滨区纪检监察
干部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履职尽责，
以实际行
动诠释忠诚担当。图为该区纪检
监察干部在信访举报接待
中心接待来访群众。
高武勋 摄影报道

凝心聚力谋发展
砥砺奋进谱新篇
□范县县委常委、
纪委书记、
监委代主任 杨志勇
“艰难方显勇毅，
磨砺始得玉成。
”
过去一年，
范
县纪委监委克服疫情影响，
持续发挥监督保障执行、
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以担当践行使命，
以创新驱动引
领，
为奋力谱写范县经济发展新篇章贡献纪检监察力
量。
守初心、
担使命，
筑牢政治建设的“监督坝”
。我
▲一年之计在于春。近日，伊川县纪委监委靠
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前监督，组织纪检监察干部深入农村走访，帮助解
引，
不断强化政治监督，
坚决践行
“两个维护”
，
紧紧围
决实际问题，为农民增收助力加劲。图为该区纪检
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六稳六保”
要求、
黄河流
监察干部向蔬菜大棚种植户了解种植情况、预计产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决策部署开展政治监督，
量和销售渠道等。
郭帅兵 摄影报道
保证了政令畅通。我们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
，
做到宽严相济、
抓早抓小，
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
果、
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我们稳步推进巡察全覆
◀春节后
盖，
做实了巡察
“后半篇文章”
，
圆满完成一届任期
上班第一天，平
内巡察监督全覆盖目标任务。
舆县纪委监委认
解民忧、强监督，啃下脱贫攻坚的“硬
真履行监督职责，
骨头”
。我们聚焦脱贫攻坚，着力维护基层
采取“不打招呼、明
群众切身利益，
围绕“四个不摘”开展政
察 暗 访 ”的 形 式 ，实
治监督，
为全县实现高质量脱贫摘帽
地查看干部职工节后
提供了坚强的纪律和作风保障。
到岗到位情况以及工
我们持续巩固提升廉洁乡村
作状态等。
建设，充分发挥村务监督
朱静静 摄影报道
委员会作用，率先
探索建立
▶鲁山县纪委监
委通过实地走访、举
办群众座谈会、查阅
资料等方式，多渠道
收集民情民意，确保
群众关注的问题“事
事有回声、件件有着
落”。图为近日，该县
纪检监察干部在背孜
乡盐店村走访。
杨朝辉 摄影报道

村（社区）监察工作联络站，构建“四员一体”监督
新模式，打通了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我
们改版升级范县信息化监督系统，推动基层小微
权力运行更加公开透明。
抓改革、求创新，注入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我们深化体制改革，压实监督专责——制定“四个监
督”贯通协调办法，开展乡（镇）纪委规范化建设年活
动，规范工作运行机制，提升乡镇纪委“三转”质效。
我们深化教育预防，推动以案促改常态长效——开
展廉洁家庭建设，探索“案、剖、改、教、防”以案促改
五步工作法，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我们深化自身建设，打造执纪执法铁军——抓实全
员培训，用好 23 张光盘和 4 本口袋书，实行“读、
学、
考、
讲、
研”
五步学习法，
提高纪检监察机关依
规依纪依法履职水平。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新的一年，我们要
以初心砥砺精神，以使命鼓舞斗志，永远保
持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奋斗韧劲，持续
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
实在在的成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
加出彩的范县绚丽篇章。
（河 南 法 制 报 记 者 王 园
园 通讯员 史乃鹏/
整理）

拉弓紧弦 严格工作纪律
本报讯 春节假期结束后，舞阳县纪
委监委要求全体纪检监察干部迅速消除
“节后综合征”，以饱满的精神、提速的节
奏、实干的作风投身工作，为新的一年起
好步、打好底、开好局。
作风持续改进。该县纪委监委要求
全体纪检监察干部从上班第一天起就拉
弓紧弦，做清醒人、明白人、局中人，进一
步严格工作纪律，营造紧张有序、风清气

正的工作环境，树立起打铁首先自身硬
的良好形象。
工作迅速部署。该县纪委监委本着
早部署、早见效的原则，刚一上班即召开
纪委书记办公会，谋划全县纪检监察工
作，明确新方向，找准新目标。机关各部
室、中心和派驻纪检监察组负责人及时
与所在部门人员召开短会，安排部署具
体工作。
（韦立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