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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强调，要坚

决查处重大腐败案件，做实以案促改、以

案促治。省纪委监委在以案促改过程中

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探索

建立“一案四警示”机制，同步撰写剖析材

料、宣读处分决定书、编印忏悔书、拍摄警

示教育片，形成强大震慑，推动以案促改

走深走细走实。

主题准“靶点”精 做实以案促改

以案促改的目的在于“查处一案、教

育一片、治理一域”，只有主题准、“靶点”

精，才能落点实。省纪委监委立足专项监

督、专项整治，按照涉及的行业领域、违纪

违法性质、造成影响程度等，对查办的案件

进行分类梳理，综合研判政治效果、纪法效

果、社会效果，筛选最具代表性、典型性的

案例，做到“一案一总结”，确保以案促改的

针对性、有效性。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聚焦

对党不忠、执法不公、治家不严的违纪违法

案例，教育党员干部坚守初心使命、做到

“两个维护”、传承优良作风。围绕优化营

商环境专项监督治理，重点选取弄权寻租、

严重破坏当地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的案

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保持“亲”“清”政商

关系，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剖析典型案例 警示直击灵魂

“他违纪违法的诱因是什么？背后隐

藏了什么？案件查办过程中，有哪些事件

让你们印象深刻、感到震撼？……”为更

好地以案释德、以案释纪、以案释法，省纪

委监委在开展“一案四警示”之前，针对案

件“解剖麻雀”，召开审查调查、宣传部门

有关同志参加的座谈会，精准选取违纪违

法事实，深刻剖析原因，确保警示教育材

料触及灵魂、发人深省。省纪委监委督促

指导周口市围绕扶沟原县委书记卢伟案

件开展“一案四警示”前，深入挖掘其曾作

为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

现场聆听总书记教导，以及曾担任抗日英

雄吉鸿昌故乡“父母官”的特殊经历，与他

阳奉阴违、丧失信仰、沉湎享乐、纵权妄为

的行为形成强烈对比，这样的“反差”往往

让人深受警醒、深有感悟。

四警示同发力 实现“乘数效应”

“一案四警示”不是简单的机械组合，

而是有机融合的整体。四种形式协同发

力，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剖析材料是基

础，既突出“剖”，还原案件经过、事实原

委，也注重“析”，探究原因、深挖根源，夹

叙夹议犹如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从思想

政治、工作作风等各方面给党员干部以镜

鉴。宣读处分决定书既彰显零容忍的态

度、惩治腐败的力度，也让违纪违法行为

与党纪国法条款的对应关系更加明晰，为

党员干部划清了纪法的“红线”、行为的

“底线”。忏悔书和警示教育片更有代入

感，当事人“面对面”的忏悔独白、违纪违

法场景的细节重现，给人以更强烈的视觉

冲击、心灵震撼。依托理论学习中心组讨

论、谈心谈话、警示教育大会、以案促改主

题党日等方式，将四种形式综合运用，推

动党员干部思想更有触动、查摆更加深

刻、整改更具实效，实现“乘数效应”。

“一案四警示”成效凸显

近年来，省纪委监委开展“一案四警

示”已形成常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

的成效不断凸显。2019年以来，全省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围绕查办的9.69万起案

件开展以案促改，涉及扶贫、人防、政法等

14个重点行业领域，整改问题20.04万

个，修改完善制度11.15万项。

“一案四警示”不仅是开展警示教育、

深化以案促改的有力抓手，更为全省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树立了综合施策、系统施治

的鲜明导向，以案促改的成果得以不断拓

展。安阳市纪委监委构建“三不”一体统

筹联动工作机制，联合党委组织、宣传等

部门建立警示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通

过“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市委书记讲廉

政党课”“典型案例通报+市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讨论”等模式，增强针对性，提高实

效性。洛阳市嵩县纪委监委坚持“四个结

合”，将警示教育和“治未病”相结合、突出

重点与整体推进相结合、以案促改与加强

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相结合、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相结合，扎实做好“后半篇文章”。

“案件查完不能压在‘箱底’，要做成

‘活教材’，通过印发典型案例通报、制作

警示教育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等，打出

一套‘组合拳’，给更多的党员干部打‘预

防针’，让‘不想腐’真正入脑入心，防止成

为‘案中人’。”省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指

出。下一步，全省将持续巩固“一案四警

示”长效机制，提升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成

效，努力取得“三不”一体推进的更多制度

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成效。 （王祎好）

“快叫救护车！”4月23日早晨，安阳

县纪委监委机关大楼内，正准备参加疫

情防控督导工作的闫晓军突然晕倒了，

同事发现后赶忙拨打120……

作为派驻县委政法委纪检监察组

负责人，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是闫晓军

留给同事最深的印象，案件调查、列席

会议、专项整治、纪律监督，样样工作不

肯落后。他始终把精力放在事业上，把

功夫下在干实事上，以实际行动体现着

“老纪检”的职业操守，诠释着“老黄牛”

的敬业精神，多次带领派驻组获得先进

集体荣誉称号。

此次安阳县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以来，闫晓军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冲锋在前，不间断前往分包的韩陵

镇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疫情防控值班

点值班人员是否有正式村干部带班？

体温枪、行程码、健康码、值班表等是

否齐全？……为确保分包乡镇在最短

时间内将防疫措施部署到位，闫晓军一

刻也不敢停歇，顾不上吃饭、深夜突击

检查都是常事。

然而，忙碌的工作背后是对身体

的不断透支。平时为完成组里工作，

闫晓军加班加点已成常态，在来势汹

汹的新冠疫情面前，他更是常常忙到

深夜，争分夺秒处理与疫情相关的案

子。4月 22日，由于案件紧、压力大，

闫晓军一直连轴转的身体出现不适，

晚上，他勉强喝下一小碗粥，半夜病情

加重，开始上吐下泻。但为了不影响

正常督导工作，第二天，闫晓军不顾家

人劝说，坚持前往单位上班。没想到，

原本准备下乡督导的他直接晕倒在走

廊，被送到安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

室后，再次出现晕厥休克情况。后经

医生初步判断为胃肠出血，当即安排

住院治疗。

稍稍恢复些后，闫晓军仍心系工作，

不断和组里同事联系。同事担心他的身

体，劝他多休息，他却说：“没有什么事比

疫情防控工作更重要，我们多尽心一点，

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就多一分保

障。” （许晓静杨超）

甘当甘当““老黄牛老黄牛””的闫晓军的闫晓军

省纪委监委每查结一案，同步撰写剖析材料、宣读处分决定书、编印忏悔书、拍
摄警示教育片

把违纪违法案件变成“活教材”

“您好，请扫个行程码登记一下。”

5月4日，卫辉市纪委监委驻友谊新村

卡点工作人员正在对过往群众逐一查

验。

面对当前疫情发生点多面广、重

点地区返乡及本地密接人员持续增多

的严峻防控形势，卫辉市纪委监委循

迹而查、以快制快，推动疫情防控各项

举措落地落实，从严从紧、快速精准做

好防控工作。

友谊新村是城区较大的社区之

一，来往人员多，防控任务重。该市纪

委监委及时派出党员干部，会同社区

工作人员进行摸排倒查，做到返乡和

密接等人员信息全收集、无遗漏，织密

织牢疫情防控网络。通过入户排查，

对有关人员进行登记，建立健全人员

信息台账。对重点人员进行相应监

控，实施居家隔离措施，每天两次监测

体温，提供食品用品，保障正常生活。

落实“包保”制度，进行政策宣讲，推动

四方责任精细落地。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要以点及面抓细抓实各项防控措施，

既督又战，做到以快制快、周到精准，

克服侥幸和懈怠，推动打赢疫情防控

这场硬仗。”该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

主任武术明表示。

（范森森）

“巡察干部来了，我们的自然灾害补

助款也终于到账了，太谢谢你们了！”近

日，镇平县委第五巡察组到该县侯集镇袁

营村走访，种粮大户姜波紧紧地握住巡察

组组长宋雷中的手连连道谢。

今年3月，镇平县委第五巡察组进驻

侯集镇开展常规巡察。在查阅资料时，巡

察组工作人员发现袁营村委2021年9月

份的一笔3.6万多元、涉及20多户群众的

自然灾害补助款发放存在问题，于是立即

对此事进行核实。原来，去年8月的暴雨

导致袁营村的玉米被淹，民政部门下发了

这笔自然灾害补助款帮助群众度过灾情，

由于村委干部慢作为，袁营村委并未将受

灾农户银行卡号及时提交镇民政所，截至

巡察时该补助资金仍未发放到群众手中。

巡察发现后，宋雷中严肃指出：“补助

款长期滞留，容易造成误解，蚕食群众的获

得感和满意度，必须尽快解决。”巡察组立

即向侯集镇党委、袁营村党支部进行了反

馈，下发了《整改建议书》要求立行立改。

收到整改建议后，侯集镇党委迅速行

动，第一时间召开整改部署会。在镇党委

的督办下，袁营村委迅速将受灾农户银行

卡号上报。近日，镇平农商银行侯集支行

已将自然灾害补助款打到农户卡上。

（郝雪锋杨良）

近段时间，由于疫情吃紧，我几乎每

天早出晚归，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这

期间，遇到的一件事让我认识到，疫情虽

然是冰冷无情的，但我们可以用真诚、暖

心的服务将浓浓的温情传递给群众。

4月2日上午，我正与镇纪检干部周

聪在村委督查疫情防控工作时，接到老林

村党支部书记邹贵民的电话，有一名无法

确认身份的返乡人员在老林村境内受困。

群众利益无小事，我立即带人从疫

情防控服务点赶往老林地界，同时嘱咐

老邹：“你们保持安全距离，做好防护措

施，先给对方送一瓶水，安抚一下情绪。”

到达现场后，老邹告诉我，经过初

步了解得知，该名群众带着行李箱徒步

走到王店镇境内时，手机和钱包丢失，

无法查验行程码和健康码。

怎么办？看着眼前这名年约20岁

的男孩一脸的倦容和茫然，我的心瞬间

被揪住了。

“你好，请问你老家在哪里？家里

有几口人？”“最近一次做的核酸检测是

什么时间？”……我走上前，与男孩耐心

沟通，并保持安全距离。

原来，这名男孩是铜山乡曹庄村

人，养父母也是铜山乡人，因为和养父

母关系不太好，他已经几年没有回过家

了。谁知这次回来竟迷了路，所以走到

了王店镇境内。如今的他，又累又饿。

见此情景，我赶紧让老邹从老林村

委疫情防控服务站再拿来些食物和水，

一边让这名男孩吃好，一边打电话联系

铜山乡政府工作人员核查他的详细信

息。吃了些东西，他的状态好多了。

经多方联络，我们终于找到了男孩

养父母。当天，铜山乡政府工作人员在

做好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将男孩接回。

送回了这名群众，我心里的一块石

头也落了地。

我想，返乡路上，有爱伴随，他的内

心一定是安稳的。同时，我也暗下决

心，在这特殊时期，我必须履行好自己

的职责，带领镇纪委干部冲锋在疫情防

控一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人文

关怀，做到防疫不防心，用温暖融化防

控期的“坚冰”，用真情抚慰离乡者的伤

悲。（泌阳县王店镇纪委书记舒淼）

严格摸排 精准管控

卫辉市织密疫情防控网

迟来的补助款

用温情融化“坚冰”

今年以来，遂平县纪委监委以开展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抓手，强化监

督检查，持之以恒纠治“四风”，推进作风

建设向上向好。

节前提醒压实责任。该县纪委监

委提前统筹部署，紧盯关键少数，充分运

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通过提醒、约谈

等方式督促各级党委（党组）及其主要负

责人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

任，以上率下发挥“头雁效应”，加强对本

单位干部职工监督管理，为安全过节提

前打上“预防针”。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该县纪委监

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牵头成立监督检查

组，通过不打招呼、不设路线、不定时间

的方式，深入各乡镇（街道）、各单位，对

“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管钱管物管项目

人员等“关键少数”开展随机督查，深挖

细查隐形变异“四风”问题。对顶风违纪

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曝光一起。

“关口”前移“贴身”监督。紧盯重要

节点和关键环节，该县纪委监委充分发

挥派驻机构优势，将监督“探头”前移，通

过靶向发力、精准施治，确保压力传导到

底、责任落实到位，不断巩固作风建设成

果，防止“四风”问题反弹。 （李丽馨）

新蔡县

密织监督“网格”筑牢防疫屏障

遂平县

靶向发力 精准纠治“四风”

近日，郑州市二七

区纪委监委深入“疫”线

靠前监督，全力保障疫

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实落

地。图为该区纪委监委

工作人员现场督导辖区

酒店。 汤会增摄

“外来人员是否都规范登记了来访

信息？公共区域多久消毒一次？消毒是

否到位？”连日来，新蔡县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监督检查组深入学校、医院、酒店等

地展开“地毯式”督查检查。

近年来，新蔡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紧紧围绕疫情防控大局，提高政治站

位、坚守职能定位，坚持问题导向、聚焦

监督重点，持续加强监督执纪执法，取

得明显成效。

该县纪委监委成立监督检查组，立

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紧盯责任落

实，围绕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重要决策部署

落实情况，加强政治监督。聚焦应急处

置、医疗诊断、防控措施等方面责任落实

情况，各派驻纪检监察组加强对县卫健体

委、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等部门履职尽责情

况的一线监督，确保履责到位、防控有

效。采取“体验式”监督方式，通过扮演乘

客、顾客、病人、办事人员等出入医院、客

运站、购物广场等重要场所，亲身体验疫

情防控工作效能，重点查看各场所消毒、

物资储备、疫情防控措施落实等情况。

“疫情不息，监督不止。”该县纪委监

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聚焦疫情

防控最新要求，动态调整监督着力点，科

学精准、稳慎有效实施监督，坚决克服麻

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

全方位压紧压实防控责任，确保常态化

疫情防控措施落地见效。 （新纪宣）

“在贯彻中央及上级部署要求上，

存在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不强，担当精

神不足等能力和作风问题，责令主要负

责人向区委、区政府作深刻检查……”

近日，在三门峡市湖滨区“能力作风建

设年”活动推进会上，区直某单位因不

作为、慢作为被公开通报。

在“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中，湖滨

区纪委监委把能力作风建设作为统领

抓手，推动效能革命、优化营商环境等

工作相互融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

化效能革命防范整治“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假作为”的实施办法》，并针对

在服务群众和企业中的“庸、懒、散、乱、

慢、拖”等问题，列出40项负面清单，为

“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

等顽瘴痼疾定性，确保精准画像、点穴

纠治、靶向惩治。

为确保整治活动取得实效，该区建

立了由区纪委监委牵头，组织、宣传、巡

察、督查等11个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制

度，定期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对发现的

“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

问题线索进行研究，按规定程序调查、

认定、处理。

在结果运用上，该区把处理结果与

党风廉政年度考核直接挂钩，并明确了

受到通报批评、书面检查、约谈以及受

到诫勉、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或政务处

分的扣分办法，倒逼各级各单位转作

风、提效能、强服务。

“要把能力作风建设的成效，体现在

拆壁垒、破坚冰、解痛点、疏堵点的具体

行动上，体现在想为、敢为、善为、勤为的

思想自觉上。”三门峡市湖滨区委常委、

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张文世表示，

“下一步，要把‘当下治’与‘长久立’结合

起来，把‘点办理’与‘批处理’统筹起来，

完善能力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推动能

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高武勋）

精准画像 点穴纠治 靶向惩治

湖滨区向作风顽疾“开刀”

纪检人手记

卧病在床的闫晓军仍坚持工作

把监督挺在战“疫”一线

近日，长葛市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联合派驻第十一纪检监察组到市人社局企

业养老保险中心窗口调研。该市纪委监委充分发挥“室组”联动优势，着力解决派驻机

构对归口监督单位的熟人监督难题。 闫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