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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纪委书记谈纪委书记谈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全面从严治

党的战略部署，对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

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

的赶考路的必由之路，作为基层纪委书

记，必须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深

学细悟，勇毅前行，把对党绝对忠诚、绝

对纯洁、绝对可靠落实在实际行动中，

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助力经济社会

新发展！

深学细悟笃行
进一步坚定政治立场

坚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完整、准

确、全面理解把握党的二十大精神。将

学习贯彻与中心工作、重点工作有机结

合、统筹推进，采取依托媒介“快”学、专

题会议“细”学、室组研讨“深”学等形式，

带领纪检监察干部在深学细悟中把握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思想精髓、核心要义。

加强对全市各级党组织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监督检查，用好问责利

器，严肃处理在学习中走过场、打折扣、

搞变通等行为，切实督促全市党员干部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

来，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躬身狠抓落实
进一步服务保障大局

坚持联系实际、务求实效，把党的

二十大部署和要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

展各领域各方面。聚焦落实省“十大战

略”、焦作“五高”任务、市“三城一区”建

设、“4321”工程等中心工作，加强监督

检查，督促各级各部门执行不偏向、不

变通、不走样。建立政治生态分析研判

和廉情通报机制，加强对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情况的监督检查，为市委决

策提供依据。常态化开展“正风肃纪促

规范、担当作为抓落实”纪律作风整顿，

持续开展优化营商环境监督治理，严肃

查处损害营商环境的作风问题。紧紧

围绕“国之大者”，不断推动政治监督具

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制定政治监督工

作指引，建立监督事项正面、负面清单，

压实部门主责，保障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条条落实、件件落

地、事事见效。

扛稳主责主业
进一步推动提质增效

坚决扛稳主责主业，全面提高一体

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涵养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加大案件查办力度，紧

盯重点领域，严肃查处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腐败问题。统筹

做好查办案件“前半篇”和“后半篇”文

章，提升以案促改、以案促建、以案促治

质量。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不断提升基

层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

化水平。全面推进清明政治引领、清廉

政府提质、清正干部塑造、清朗社会构

建、清白家风涵养“五大工程”，深入推

进“廉洁从家出发”，以建设“清廉沁阳”

之效，推动沁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持之以恒纠“四风”
进一步提高群众幸福感

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持续

正风肃纪反腐。扎实推进“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与时俱进纠“四风”

树新风，推动作风建设取得新成效。

紧盯“关键少数”，紧盯重点领域，持续

推进“中梗阻”问题整治，打通工作“堵

点”，办好惠民实事。紧盯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

老一小一青壮”民生工作等领域开展

专项监督。通过下大力气整治群众身

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出实招、下

实功、谋实效，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可持续、更有

保障。

2022年以来，泌阳县纪委监委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

进完善发展职能，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始终把优化营商环

境作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切口，着力打好服

务、监督、惩治三张牌，为全县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保驾护航。

打好“服务牌”，推动干部作风转变
监督推进政务服务改革，督促窗口单位积极推进“网上办、

电话办、预约办”，制定标准化办事指南，优化办理环节、精简申

报材料、压缩办理时限，最大限度为企业和群众提供高效便捷

服务。督促行政服务中心合理调整办事服务窗口布局，实施

“一窗办理、一网办理、一站办理”服务，有效避免办事群众到处

跑、多头问的现象。通过“好差评”系统将评价的决定权交给办

事群众，带动窗口工作人员增强服务意识。设立优化营商环境

监测点，开展纪检监察干部走访企业活动，及时收集企业反映

的问题，做好跟踪服务，对企业项目推进中出现的问题精准分

析、上下沟通，推动惠企利企政策落实。

打好“监督牌”，严格权力运行制约
立足监督首要职责，以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整治为抓手，围

绕相关职能部门责任落实、权力运行、重点工作等方面，采取明

察暗访、定期走访、问卷调查等手段，多角度、深层次开展全方

位监督，严格落实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联合县督查委在行

政服务中心设立监督岗，督促政务服务中心全面推行“窗口无

否决权”机制，在每个楼层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受理群众

反映的问题和诉求。截至目前，共受理各类问题14件，办结14

件，群众满意率100%。

同时，该县纪委监委建立健全“网、电、信、访”监督举报平

台，对反映破坏营商环境、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线索，做到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

打好“惩治牌”，形成高压严打震慑
该县纪委监委始终把加强作风建设作为提升全县营商环

境“软实力”的主要抓手，坚持“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着眼

于廉洁用权、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深入整治“庸、懒、散、浮、

拖”等作风顽疾，严肃处理职能部门及相关干部在服务企业过

程中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坚决惩治吃

拿卡要、雁过拔毛等不正之风和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等腐败问

题。截至目前，全县共查处营商环境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5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27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6人。同

时，坚持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及时查找制度漏洞，建立健全长

效机制，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中吸取教训，自觉反思警醒，

做到常抓不懈、警钟长鸣。

“全县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政策难

点、审批堵点、监管盲点、服务痛点，持续做实政治监督、做细日

常监督，深挖细查损害营商环境的腐败和作风问题，以精准执

纪问责清除破坏营商环境的‘绊脚石’。”该县纪委监委相关负

责人强调。 （刘桂坡）

“谢谢组织对我不离不弃，经常

与我交心谈心，帮我打开‘心结’，我

一定转变思想、踏实工作，不辜负组

织的良苦用心。”近日，面对前来开展

回访教育的新蔡县纪委监委干部，受

处分人员朱某某郑重表态。

此前，朱某某因履责不到位，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他因此失落了好一

阵子。在了解到相关情况后，该县纪

委监委立即组织人员对朱某某开展

了回访教育。经过回访人员耐心细

致、以情化人的开导，朱某某终于解

开了心里的“疙瘩”，重拾信心，全身

心投入工作中。

近年来，该县纪委监委持续加大

正风反腐工作力度，严肃查处了一批

违纪违法的党员领导干部。同时，坚

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对

受处分的党员干部按照受处分人员

的岗位特点和违纪性质，准确区分违

纪情节、处分类型及个人表现，制定

“专属”回访计划，做到对症下药，大

大增强了回访教育工作成效，真正让

干部重拾干劲。

“对受处分人员不能‘一处了

之’，接下来，我们将采取谈心谈话、

实地考察、电话回访、现场回访等多

种形式做细做实回访教育，为受处分

人员‘解心结’‘开良方’。”该县纪委

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张凤凤）

“这里设施齐全，住着很安逸，在

家门口养老，能让儿女少操心、更放

心！”近日，在洛宁县城东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一群老年人正围坐在院子里

下棋，聊起在这里的老年生活，大家

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是该县养老

事业的重点项目之一。去年以来，该

县纪委监委聚焦“一老一小一青壮”

基本民生保障，重点围绕与老年群体

密切相关的养老服务、健康服务领域

中存在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开展集中

整治，严查履责不力、监管不严、推诿

扯皮及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

题，全力推进社区养老服务项目规划

到位、配建到位、移交到位、使用到

位。

该县纪委监委联合职能部门成

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督促各部门对

整治重点进行分析研判，把精准发现

问题作为专项整治的重要基础，定向

发力、精准施治，共开展监督检查73

次，发放工作提示函25份，督促整改

问题 51个，完善相关制度 14个，解

决群众诉求4个。

有力监督取得了明显成效。截

至目前，全县共建成7个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3 个区域集中养老服务中

心、44个村级居家助老服务点，基本

实现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为

老年人安享晚年提供了坚实保障。

（李静邱瑞丹）

“所有村级财务、‘三重一大’事项

均在党员微信群、户外公示栏公开，村

级‘小微权力’运行越来越规范了。”

2022年 12月 23日，范县颜村铺乡组

织开展清廉乡村季度观摩现场会，林

堂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向观摩团详

细介绍了该村党务村务财务阳光公开

的典型做法和取得的成效。

近年来，范县纪委监委把加强清

廉乡村建设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

基础，从完善治理体系、扎紧制度笼

子、筑牢反腐防线等方面，强化基层公

权力监督，深入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

不正之风，全力推动清廉乡村建设向

纵深发展。

规范权力运行是推进清廉乡村建

设的一个重要着力点。该县纪委监委

紧盯基层权力运行的薄弱环节，对村

级决策、“三资”管理、“三务”公开等村

级“小微权力”进行规范，要求重大事

项进行“四议两公开”，党务村务财务

每月5日定期公开，切实把村级“小微

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营造清正、廉洁、

公开、高效的村居发展环境。

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是激化基层矛盾纠纷的因素之

一。该县纪委监委以整治群众身边腐

败和不正之风为重要内容，整合乡、村

（社区）纪检监察和村务（居务）监督委

员会、纪检监察联络员等监督力量，对

“四议两公开”、“三资”管理、重点项目

等工作情况开展监督，并向乡（镇）纪

委汇报日常监督情况、群众举报线索

等，着力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

愁盼问题，推动惠民富民政策落地，不

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同时，该县纪委监委结合地区特

色，鼓励引导各乡（镇）充分挖掘具有

地域特色的廉洁资源，通过精心打造

融廉洁文化、移风易俗、乡村振兴等内

容的宣传文化墙，用村规民约、红白理

事会制度推动乡风文明、家风良好、民

风淳朴，组织村（社区）基层党员干部

开展“廉洁教育村村行”宣传教育等活

动，推动清廉思想、清廉制度、清廉规

则、清廉纪律、清廉文化融入清廉乡村

建设各方面全过程。

（张瑞方）

春节将至，又恰逢市人大政府政

协换届，柘城县纪委监委坚持早安

排、早提醒、早教育、早监督“四早”工

作机制，严明换届纪律和节日纪律，

压实各级责任，营造清廉、清爽、清正

的节日氛围。

精准研判早安排。该县纪委监

委召开节前分析研判会，从信访举

报、案件查办、社会舆情等数据中梳

理“四风”问题新动向，制订监督检查

工作方案，重点整治违规公款吃喝、

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两违规”问题，点

对点施治、精准监督。

防范预防早提醒。通过“云上柘

城”App、“清风柘城”微信公众号发

布“庆元旦、迎春节廉洁提醒”信息和

典型问题通报，提醒广大党员干部严

格遵守廉洁纪律，倡导清廉节俭过

节，摒弃“酒局圈”“宴请风”等歪风陋

习，打好“预防针”。

突出日常早教育。督促各乡镇

纪委、各派驻纪检监察组强化节前

廉政教育，通过讲廉政党课、谈心谈

话、观看警示教育片等形式，从正反

两方面教育警示党员干部自觉抵制

节日不正之风，带头净化社会风

气。

抓早抓小早监督。成立 3个督

查组，通过明察暗访、实地查看、查阅

税务发票开具情况等方式，深入高

档烟酒店、餐饮娱乐场所等重点

区域开展拉网式监督检查，深

挖细查“四风”问题线索。

同时，畅通“信、访、网、

电”等多种举报方式，接

受 干 部 群 众 举 报 监

督 ，对 违 规 收 送 节

礼、滥发津补贴或

福利、大操大办婚

丧喜庆事宜等问

题，严查快办、通

报曝光，以严的

监督纠错防偏。

截至目前，

检查单位 56个、

餐饮娱乐场所17

家，发现并整改问

题2起。（宋谨星）

“该同志身为党员，违反国家法

律法规，酒后驾驶机动车，依据《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决定给予其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近日，睢县纪委

监委工作人员在当事人所在单位党

员大会上，对其宣布了处分决定。

去年以来，睢县纪委监委把整治

党员干部酒驾醉驾问题作为推进作

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不断加大案

件查处和通报曝光力度，通过与公安

部门建立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等

联合机制，持续释放监督常在、震慑

常在的强烈信号。截至目前，该县纪

委监委共查处酒驾醉驾案 23起，涉

及公职人员 19人，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19人。

“下一步，将加大明察暗访力

度，坚持‘一案三查’，深挖背后隐藏

的‘四风’问题，以‘零容忍’态度严

查快处党员干部酒驾醉驾行为，改

作风、促政风、带民风，做到长管长

严。”睢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屠志

远表示。

（项龙徐慧芳）

年终岁尾，是请客送礼的高发

期，嵩县纪委监委紧盯“隔空操作”送

礼新手段、违规吃喝等节日病，明察

暗访、纠树并举，不断完善“惩、治、

防”工作全链条，深入纠“四风”。

“最近高档烟酒销量多不多？有

没有单位购买或者挂账的情况？”连

日来，该县纪委监委成立10个专项督

查组，对全县大型商超、餐饮企业、烟

酒商店、私人会所等重点场所采取实

地查看、翻阅票据、暗访检查等方式

开展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疑似

问题线索，各检查组列出清单，梳理

汇总，并进一步核实确认，做到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对典型案例点名道

姓通报曝光。

在毫不松懈纠治“四风”的同

时，该县纪委监委将教育引导党员

干部修炼好“内功”摆在重要位置。

近日，该县纪委监委廉政家访小组

来到德亭镇人大主席家中开展廉洁

家访，提醒其家属当好“廉内助”，共

同过“廉节”。与此同时，通过组织

领导干部家属参观廉洁文化教育基

地、观看警示教育片、签订助廉承诺

书等形式，强化党员干部 8 小时外

的监督，让廉洁自律的思想入眼、入

脑、入心，营造风清气正的过节氛

围。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下一

步，我们将持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对顶风违纪、明知故犯的党员干部一

律从严从重查处并通报曝光，从源头

上铲除滋生节日腐败的土壤。”嵩县

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王亚林）

紧盯节点纠“四风”

元旦前夕元旦前夕，，宁陵县纪委监委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宁陵县纪委监委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深挖细查隐形变深挖细查隐形变
异异““四风四风””问题问题，，确保党员干部风清气正过节确保党员干部风清气正过节。。图为图为该县纪检监察干部该县纪检监察干部
到县宾馆进行明察暗访到县宾馆进行明察暗访。。 吕忠箱吕忠箱 摄摄

近日，确山县纪委监委督促市场监管、卫健体委部门加大对零售药店的检查力度，
严查借疫情防控之机哄抬物价、囤积居奇、散布涨价信息等行为，确保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措施落实落细。 余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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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蔡县积极关爱帮扶受处分干部

回访教育“暖心暖身”

洛宁县深化养老领域专项整治

让老年人安享晚年

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
推动经济社会新发展

□沁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王浩斌

范县建设清廉乡村助推乡村振兴

“零容忍”整治酒驾醉驾
睢县

坚持“四早”正风肃纪
柘城县

嵩县

宁陵县

全面推进全面推进清廉河南清廉河南 建设建设


