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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巡察组巡察结束后不久，家门

口和胡同的路就修好啦，现在家家户

户门口还有小菜园和小花园，可漂亮

了！”4月22日，濮阳开发区王助镇纪

委到赤田寨村走访了解巡察反馈问

题整改情况时，正在村文化广场休闲

的村民张元存高兴地说。

据了解，濮阳开发区党工委第四

巡察组到赤田寨村巡察，发现该村各

户门口及胡同尚未硬化，杂草丛生，

既影响村容村貌，也对村民出行造成

不便，同时存在村内下水道需要修缮

等问题。

接到巡察组反馈意见后，王助镇

党委高度重视，及时召开巡察整改专

题会，严格落实整改要求，认真制订

整改方案，明确责任人员，倒排工期，

赤田寨村胡同硬化、下水管道修缮工

程按时完成。

“在巡察组的推动下，村里不仅

硬化了所有的胡同，完成了下水管道

铺设，还对主街道进行了绿化，既便

利了群众出行，又美化了村内环境。

同时，在每家门口留出来一块空地，

群众可以作为菜园或花园，根据自己

喜好种植蔬菜和花草，做到了统一规

划和群众意愿的有机结合，群众的满

意度越来越高！”赤田寨村党支部书

记张崇玉说。

（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马晓彤）

“这道墙在街中间堵了八年多，通过

巡察终于拆除了，现在我们走着心里可

舒坦，巡察组为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4

月20日，汝州市杨楼镇杨楼村一组村民

程松海对正在该村开展巡察的工作人员

说。

今年3月，市委第十四巡察村（社区）

组在杨楼镇杨楼村巡察时了解到，2014

年，该村一组近20户村民为出行方便，和

村委会共同筹资4万元，拆除村民程全献

家跨院的一间厢房，使街道扩宽4米。但

在拆除过程中，邻居程某提出有一道墙有

权属纠纷，出来阻工，后因村“两委”换届

搁置，这道“堵心墙”一堵就是八年。由于

三届村干部都束手无策，群众逐渐失去对

村干部的信任。

发现问题后，巡察组立即召开组务

会，坚持把赢得民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推动解决该问题。巡察组协调镇

党委和杨楼村“两委”，从多种渠道采取多

种方式，在保证稳定的前提下予以解决。

同时，在与双方当事人沟通的同时，找到程

某的妹妹，让她回家做哥哥的工作，打开这

把八年的“心锁”。

邻里和谐万事兴。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程某和程全献两家的矛盾顺利化

解，村委会及时派出铲车及工人将这道

“堵心墙”拆除，涉及近20户群众的“民心

路”通了，大家都拍手称快。

（苏晓蕾）

无私无畏 坚持原则
永远在冲锋的忠诚卫士

巩义市回郭镇北罗村的老胡一直向

上级反映、举报农村基层的种种乱象。

2010年7月，郝身建查办他反映的北罗村

支书孙某案件。当郝身建向他核实线索

情况时，老胡却说：“我听说你已经收了孙

某50万元，你别再糊弄我了。”面对莫名

其妙的指责，郝身建没有辩解，而是深入

群众、走访企业，了解情况、核实细节。

暑去秋来，案件水落石出，孙某受到

应有的处分。当给老胡反馈处理结果时，

他低下头诚恳地说：“我以前说你们收孙

某钱那是道听途说。偷偷跟着你们观察

了这么多天，就看见你们啃方便面……处

理结果我很满意。”

2013年3月，巩义市纪委查处了南山

口超限站窝案，在案件追责问责过程中，

涉及超限站的分管领导巩义市公路局副

局长刘某。刘某曾经是郝身建过去的同

事，有人猜测郝身建会对刘某“放一马”。

然而，郝身建干脆利落地厘清了领导责

任，刘某最终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天大地大，没有党纪国法大，亲戚朋

友更不能将就。”郝身建平时说话慢声细

语，面对原则问题却是宁折不弯、掷地有

声。

铁骨热血 亲民爱民
群众喜欢的好人老郝

郝身建是个高大挺拔的南阳汉子，温

文尔雅、和蔼可亲，大学毕业就到巩义工

作，是大家眼中的“老好人”。

郝身建有个“老朋友”——西村镇坞

罗村年过七旬的老汉魏会军。由于坞罗

村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在集体资产管理、

企业占地补偿等方面没有履行职责，甚至

还在私心驱使下大肆“揩油”，因此以魏会

军为代表的六个老汉走出大山反复上访。

郝身建和同事张庆新主动下访，经

常到六个老汉家里串门拉家常，谁家里

有啥困难、哪个老汉有啥性格特点，摸得

门清透亮。从刚开始连着吃闭门羹，到

坐下来强找话头套近乎，再到敞开心扉、

倾诉苦衷……群众工作做踏实了，村支

书的案件也水到渠成查清了，被侵占的

集体资产得以保全、群众应得的补偿也

足额发放。

从此，六个老汉也和郝身建成了忘年

交。

精益求精 善作善成
锻造“铁案”的“打铁人”

毕业于四川大学的郝身建于1995年

考入巩义市纪委，在纪检系统一干就是

27年。

1999年，郝身建被任命为审理室主

任，他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对移交过来

的案卷资料，他不放过一丝疑问，把主办

人请到办公室进行深入探讨是他的“标配

程序”。后来担任监察局副局长，他仍坚

持与分管的审理室的同志对每一起案件

精心研判。凭着这股认真劲儿，十年间经

他办理和审理的案件没有一起申诉。

2015年8月，根据省纪委批转的线

索，巩义市纪委查办了巩义市原文物和旅

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某某等人严重违纪

违法窝案。摸排调查中，思路一度受阻，

还是郝身建打开了思路，从繁杂无序的线

索中发现了蛛丝马迹：作为同一党组的成

员，王某某和李某某上下班竟开着同款桑

塔纳轿车，不合常理。专案组以此为突破

口，发现两辆车均为该局“一把手”赵某某

安排工程承建商苏某出资购买，供两名副

局长使用。郝身建带领调查组采用“多策

并用、驱鼠入笼”“顺藤摸瓜、一网拿下”等

办法，12天便将赵某某等人的违纪事实

全部查清。

从事纪检监察工作27年，郝身建主

办或参与近百起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是名

副其实的“反腐尖兵”“铁案能手”。

心同赤子 儿女情长
深深眷恋家人的男子汉

在郝身建的家里，负担最重的是他的

妻子。他的妻子也是巩义市的基层干部，

既要做好工作又要操持家务。2月18日

是郝身建妻子的生日。早上出门上班时，

他对妻子说：“今天你生日，晚上下班我送

你一束玫瑰。等我下班啊！”他和她都没

有意料到，跨出门槛竟成永别。

好人老郝，遽然去世。亲人、同事都

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子陷入了巨大的悲痛

旋涡。

“爸爸总是那么忙，他把自己分成

了无数块，可是却没有给自己留哪怕一

块……”盈盈泪水中，郝身建的女儿啜泣

着抱怨父亲，透出的却是她对父亲满满的

敬爱和怀念。

郝身建把自己活成了一支烛火，以日

以年，静静燃烧，为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

默默奉献了一生。

（毛贤伟金鑫）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近日，

湖北省纪委监委在全省启动查处诬告

陷害行为专项行动，对恶意举报等行为

开展大起底、大排查、大整治，并及时为

受到不实举报的党员干部澄清正名。

报道称，两年来，该省共为5040名党员

干部澄清正名，查处诬告陷害者186人。

信访举报是监督党员干部的重要

方式，但是，近年来，多地出现对领导干

部的不实举报，使不少领导干部背上了

沉重的思想包袱，打击了他们的工作积

极性。在这些不实举报中，有的是因为

不了解情况对党员干部错告；有的则是

无中生有、歪曲事实、恶意中伤，对党员

干部进行诬告、造谣、陷害、抹黑；还有

的举报动机不纯，试图借纪检监察机关

的力量达到个人目的。

诬告陷害行为不仅牵扯了纪检监

察干部有限的工作精力，更是给被举报

人带来负面影响，损害了党员干部名

誉，挫伤了干事创业积极性，也破坏了

政治生态。《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等党纪国法对诬告陷害行为

所承担的纪律责任、法律责任都作出明

确规定。

整治诬告陷害行为，要加强对问题

线索的梳理分析、研判甄别，对于因不

了解情况而对党员干部错告的，要及时

向举报人做好解释说明。对于恶意中

伤、诬告陷害的，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

是党员或公职人员的，要及时依照党纪

法规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是其他人员

的，要及时移送具有执法部门的机关给

予行政处罚，情节特别严重构成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严厉

打击诬告陷害之风。同时，要以案为

鉴，加大查处诬告陷害行为案件的曝光

力度，让诬告陷害行为无处遁形。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管和

厚爱结合，准确把握“三个区分开来”，

对不实举报加大甄别力度，着力净化政

治生态，通过下发通报、召开会议等多种

形式为受到不实反映的干部澄清正名，

帮助受到诬告错告的干部卸下思想包

袱、消除顾虑，充分亮明只要党员干部一

心为公、依纪依法开展工作，党组织就是

坚强后盾的鲜明态度，让担当作为者充

满干劲，让诬告陷害者没有市场，进一步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激励干部增

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李烁）

扶沟县纪委监委持续推进监督下沉，组织纪检监察干部深入田间地头或产业一线，围绕惠农富农政策落实、乡村振兴项目建

设等情况开展监督。图为近日，该县纪检监察干部在韭园镇一韭菜基地了解有关情况。 卢付昌摄

天地留正气 河洛扬清风
——追记巩义市纪委监委四级调研员郝身建

“群众反映张凤沟排水不畅，带来

了很大的安全及洪涝灾害隐患，你们

准备怎么应对？”……4月22日，在项

城市委第七巡察组听取花园街道党工

委专题汇报会上，巡察组结合汇报内

容及前期走访座谈情况进行了现场质

询。

此次巡察质询汇报会采取无脚本、

质询内容事前保密的方式进行。一个

多小时的质询会上，巡察组坚持工作汇

报走程序，不走形式、不搞一团和气，一

个个发问，问题犀利，直奔主题，直击软

肋，让旁听的干部不时感叹“问到了点

子上”。而党组织负责人直面问题不遮

掩、应对困难不回避、郑重承诺不含糊

的态度，获得了在场人员的一致认可，

认为这次质询汇报会询出了“辣味”、答

出了担当。

“巡察工作不是故意找碴儿，更不

是故意刁难。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

是共同促进补短板、强弱项，做到边巡

边改，确保巡察成效立竿见影。”项城市

委第七巡察组组长周彦枫说。

（马保健）

“多亏了咱纪委同志的建议，我们

给小区每个监督员配备一根竹竿，所有

进入人员、车辆必须扫码亮码才会起竿

放行，安全有序多了。”近日，郑州市郑

东新区纪检监察干部到贾岗小区就疫

情防控工作进行回访，该小区卡口工作

人员感激地说。

此前，郑东新区纪检监察干部在下

沉贾岗等万人以上规模社区检查疫情

防控工作期间，发现个别卡点因人手不

足，造成上下班高峰期扫码测温扎堆，

部分行人无视劝导，趁机混入小区。该

区纪检监察干部迅速启动会商机制，现

场提出增派25名工作人员，分配到力量

薄弱的卡口，并提出配备小竹竿、智能

测温设备等阻拦工具和便捷化检测仪

器的建议，确保人员进出应检尽检，有

效解决了基层防疫人员不够、检测设备

不足的问题。同时，督促属地办事处征

集党员干部志愿者、社会志愿者和学生

志愿者，协调帮助村、社区做好巡逻管

控、卡口值守、分发物资、核酸检测等各

项防疫保障工作，确保了辖区各项防疫

工作井然有序进行。

“小竹竿也能发挥大作用，全区纪检

监察机关在疫情防控监督检查过程中，要

立足问题实际找方法，提出合理化建议，

帮助基层更加安全高效地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郑州市郑东新区党工委委员、纪检

监察工委书记王永斌说道。 （张龙）

“包拯曾在这里惩治贪官污吏，放

粮救济百姓；汲黯在这里抱病卧治七

年，使淮阳风清气正，路不拾遗……”在

周口市淮阳区文明小学，一场以“诵读

红色经典、弘扬廉洁文化”为主题的读

书会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近日，淮阳区纪委监委以“世界读

书日”为契机，坚持以学生带动家庭，以

家庭辐射社会的理念，创新载体、多措

并举，扎实开展廉洁文化进校园活动，

引导青少年系好人生“第一粒纽扣”，让

“廉洁基因”厚植于心。

自去年以来，淮阳区纪委监委持续

开展“廉洁文化进校园、风清气正润童

心”系列廉洁文化活动，通过读书思廉、

活动观廉、环境示廉、亲情促廉、媒体传

廉等形式，把廉洁文化与学校德育文

化、课程文化、活动文化、校园文化相结

合，搭建多种特色廉洁教育平台，有效

推动廉洁教育覆盖到全体师生，覆盖教

材、课程、课堂、班团队活动等各个环

节。同时，按照党员干部、教师、学生、

家长四个层面精准施策，不仅让全区每

一个学生积极参与，更是让学校教师和

学生家长共同参与进来，实现多方参与

互动，达到了“浸润一个学生、影响一个

家庭、带动一个社区、弘扬一种文化”的

效果。

“下一步，将进一步丰富活动载体，

深挖淮阳历史资源中蕴含的‘廉洁基

因’，通过学科融入、文化融汇、生活融

合、实践融通，把廉洁意识、廉洁思想有

机融入廉洁文化活动及读本，推动我区

教育系统廉洁文化建设工作走深走

实。”淮阳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赫健茹）

让诬告陷害者“无处遁形”

项城市
“辣味”质询
提升巡察成效 郑州市郑东新区

一根小竹竿 把牢防疫关

周口市淮阳区

清风拂校园 廉洁润童心

扮靓乡村 愉悦乡亲 拆了“堵心墙”通了“民心路”

2022年2月18日16时25分，巩义市纪委监委四级调研员郝身建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58岁，他在督促解

决企业不动产登记遗留问题时突发心梗，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胸怀一颗红心、昂扬一身正气、挺起一副铁肩，他有限的生命在激情奋斗中壮丽燃烧，在平凡的岗位上做

出了不平凡的业绩，生动展现了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精神境界。

“你好，我们是县纪委监委疫情防

控督导组工作人员，请提供近3日入住

宾馆人员名单和疫情防控出入登记

表。”4月22日，新蔡县纪委监委疫情防

控督导组在重点场所开展检查。

面对依然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新

蔡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责定位，联合县督

查局、卫健体委成立4个疫情防控督导

组，聚焦全县范围内重点场所排查、重

点人员管控、重点行业监督，开展全天

候、高密度监督检查，从严从紧从细从

实督促落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检查过程中，督导组采取“四不两

直”形式，紧盯县区高速路口、交通要

道、县界交会点等关键卡点和药店、诊

所、隔离点等场所，围绕县、乡疫情防控

各专班工作作风、履职尽责、运转交接

情况开展精准监督。对发现问题深入

分析查找问题症结，建立台账，责成相

关部门立行立改，并跟踪掌握整改效

果，及时开展监督检查“回头看”，形成

“交办—整改—评估—督查”的监督整

改“全闭环”。

4月1日以来，共发现宾馆“两码一

证”不规范、药店违规售卖退烧药、疫情

防控卡点工作作风不实等具体问题27

个，已全部督促整改。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赵彬王玺）

新蔡县

构建监督闭环 筑牢防疫防线

巡察为民暖人心

监督下沉护民生

郝身建（中）到企业调研不动产权证办理情况。王纯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