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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初心
□张央央

从警徽到党徽，我的岗位有变，
但为民服务、对党忠诚的初心从未
改变。
2003 年，刚毕业的我考进温县
公安局，成为一名人民警察。接下
来的 14 年里，我曾上门为群众办理
身份证，为走失老人找家人，办案、
抓人、问笔录……虽忙碌劳累，但每
次看到头顶那枚熠熠生辉的警徽，
我就意识到了警察的初心就是守护
万家灯火。
2017 年，我考入温县纪委监委，
成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作为一名
纪检人，就是要奋战在反腐败斗争
最前沿，同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坚决维护党
的肌体健康。从深入一线检查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到廉政宣
讲进万家，我用实际行动坚守初心、
不负使命，助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
2019 年，我到巡察组开展巡察
工作。进入巡察组的第一天，我迷
茫地问徐组长：
“巡察是什么？巡察

人是怎样的？”
“巡察就是巡行察访，
就是看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
落实了没有，看群众关心的热点难
点问题解决了没有。
”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巡察就是
第一次跟着徐组长到祥云镇开展巡
察。一天下午快下班时，巡察组联
络员拿着一封信访来信向徐组长汇
报：徐组长，有群众反映闫庄村有条
路 33 年都不通。
“我们 7 户群众跪求
巡察组帮忙解决……”看完信件后，
徐组长陷入沉思。
“ 这里又不是山
区，出路 33 年都不通，这让群众如
何生活？
”
巡察组连夜冒雨赶到闫庄村，
几经打听，终于来到一处“秘境”。
这里共有 7 户群众，出路被一处老
房拦腰折断，旁边只有一条一米宽
的小路。
“这老房整整堵了我们 33 年，
你说堵我们这半辈子就算了，以后
孩子怎么办……”接过群众老武手
里详细的说明材料后，我看见他的
眼睛那么清澈，面庞那么真诚。他

交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问题线索，更
是热乎乎的信任，沉甸甸的责任，是
对生活满满的希望呀。
经过调查，这处老房因老户主
去世、村两委换届等原因，一放就是
33 年。现在的房主郑某怎么也不同
意拆除。经过巡察组、乡政府工作
人员多次劝说沟通，郑某终于同意
拆房。
再次来到老武家时，堵路的老
房已经拆除。看到我们来了，老武
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了 4 个字：还
是 党 好 。 此 情 此 景 ，我 如 何 敢 忘
呀？我不能忘，我也不会忘。巡察
干部什么都不图，就图老百姓说一
声好。这件事就像一把火，熔炼了
我的心灵。从此以后，我走基层、下
农户，查贪腐、正风气，浑身是胆，宁
折不弯，显露了女汉子的性格。但
是我骄傲，因为我知道，纪检监察干
部多尽一份责任，党员干部队伍就
多一份纯洁，老百姓的生活就多一
份幸福。
（作者单位：
温县县委巡察办）

一线履职
▼近日，
襄城县纪委监委紧盯土
地领域违纪违法问题，
联合相关部门
开展走访调查。图为走访人员向群
众发放保护土地宣传页，
讲解土地保
护政策和高效利用土地知识。
王丰 摄

▲伊川县纪委监委积极践行“五每”工作法，
紧盯落实惠企政策、优化审批服务、规范监管执
法、维护市场秩序等关键环节，及时跟进监督，以
严明纪律助力优化营商环境。图为近日，该县纪
检监察干部到洛阳台联新材料有限公司，了解惠
企政策落实情况。
李向前 摄

▼近日，洛阳市老城区纪
检监察干部按照“五每”工作法
要求，到企业回访。此前，在该
区纪检监察机关的督导下，区
相关职能部门整改了工作作风
不实问题，使重点建设项目得
以平稳推进。 贠杨凡 摄

▲近期，洛阳市偃师区纪委监
委对全区 2022 年度重大项目建设
进行全方位监督检查，排查廉政风
险点。图为 6 月 22 日，区纪委监委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工作专班成员
到浏涧河小流域治理工程现场核
查问题线索。
靳纪峰 摄

锤炼本领
6 月 21 日，柘城县纪委监
委组织学习贯彻全省纪检监察
系统高质量监督工作推进会精
神，通过学习不断强化自身建
设，
锻造过硬监督本领。
张书珲 摄

雷厉风行
排查危房保民安
本报讯“我们要深刻汲取长沙市
‘4·29’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教训，强化
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
近日，
在收听
收看全省居民自建房安全排查视频会议
后，周口市川汇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
委主任杨敏提出严格要求。
汛期来临前，
排查危房，
确保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工作是对区住建局能力作风
建设的一次严峻考验。区纪委监委派驻
区住建局纪检监察组组长许克强第一时
间组织开展长沙市
“4·29”
居民自建房倒
塌事故以案促改活动，深入剖析根源症
结。截至 6 月 8 日，
该区累计投入排查力
量 1569 人、
专业技术力量 107 人，
出动督
查力量 119 人次，排查房屋建筑 38816
栋，发现有安全隐患房屋 97 栋，已整治
销号 31 栋。
区住建局与区文化和旅游局进行会
商研判，
对周家口抗战指挥部旧址东正房
进行了维修加固，
在确保房舍建筑安全的
基础上，借助“创建历史文化名城”的东
风，
挂牌确认了南山货街老商铺、
张国华
百年商铺等19处历史建筑群。
该区按照第一时间撤人、
第一时间关
停、
第一时间整治
“三个第一时间”
要求，
共排查发现新街两侧危房 29 处，搬迁居
民 13 户 27 人，关停房屋 2000 平方米。
（胡婷 王鹏）

一线监督
督促抗旱保生产

本报讯“老乡，咱这稻田干裂了，浇田用水用电有保
障吗？”6 月 20 日，光山县纪委监委督导组成员深入斛山乡赵
岗村，
了解抗旱供水情况。
6 月中下旬，水稻正值分蘖期，持续了一个多月的高温天气，
使该县 80 万亩水稻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旱情。光山县纪委监委主动
作为，成立 3 个督导组，深入抗旱重点乡镇，督促有关部门履职尽责，
推动抗旱供水措施落实到位。
据悉，督导组一方面督促全县农业、水利等部门技术人员深入到
各乡村，加强科学灌溉指导，及时对有问题的水渠、水井进行整改维
护，保障群众灌溉用水，将旱情对水稻生产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另一
方面督促重点乡镇组织党员干部深入抗旱一线，排查上报各乡镇抗旱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之后，由督查组对各乡镇排查出来的问题进行责
任分解，
跟踪相关部门及时解决。
截至目前，光山县纪委监委开展监督检查 16 次，发现问题 34 个，
现场协调解决 28 个，限期解决 6 个，约谈问责抗旱期间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干部 3 名，督促龙山水库夏播夏灌供水 440 万方、五岳水
库农业灌溉供水 325 万方。
（易怀莹 杨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